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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黑豹旗青棒大賽是目前全國最大的高中棒球賽事，賽制仿效「日本甲子園」，

採不分級、單淘汰且每場比賽盡量有轉播的特點，吸引參賽隊伍，目的是希望臺

灣高中棒球社團等級(含)以上之學校參加，特別是因為比賽有轉播的關係，使得

上電視成為黑豹旗最大的亮點之一，且能透過電視比賽間接提高各校曝光度(溫

順德；2015)。 

因此在政府大力推廣以及學校支持下，高中端之棒球運動在國內慢慢興起，

有更多喜愛棒球的學生開始在學校成立相關社團，只是礙於無比賽場地和舉辦比

賽之組織，僅靠著三五好友至公園或鄰近球場自辦比賽之方式者居多(張克銘；

2015)。臺中市太平區體育會棒球委員會有鑑於此，提供宜昌棒球場給高中棒球

社團使用，透過有效率的賽程與裁判之安排，達到以賽代訓的效果。 

本研究團隊將於 2015 年球季開打期間擔任服務聯賽的任務，結合黑豹旗青

棒大賽提供專業賽事服務，包括季賽、季後賽到冠軍賽等，整合球隊競賽平台，

讓各隊得以在黑豹旗青棒大賽中展現訓練的成果。而本研究團隊從中觀察與修正，

於賽事尾聲時，透過問卷方式了解參與比賽選手之滿意度，以利提供更佳的賽會

品質，吸引更多的學校球隊參與賽會成為本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高中棒球社團選手主要人口特徵 

(二)了解高中棒球社團選手參加中都棒球聯賽動機 

(三)了解高中棒球社團選手參加中都棒球聯賽滿意度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透過文獻了解參賽動機與滿意度。 

(二)問卷調查法：本研究根據朱薏媃(2012)所建構之賽會滿意度量表依所需修改，

形成中都棒球比賽參與者之滿意度測量表。於 2015 年 11 月 7、14、21 和 27

日至臺中市宜昌棒球場實施隨機抽樣，採樣對象為高中棒球社團學生。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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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 161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11 份，有效問卷為 150 份。 

(三)田野調查法：根據研究結果，再進行實地觀察，以確切找出問題檢討。 

四、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一)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中都棒球業餘聯盟─學生組 

中都棒球業餘聯盟由臺中市太平區體育會棒球委員會成立於 2011 年，目的

提供球場供各隊以球會友，發展以高中、大學端之學生社團球隊為主，加強推展

臺中市乙組高級中學棒球運動，倡導校園運動風氣，充實青少年校園生活，提升

基礎棒球技術水準，廣植棒球運動人口。 

第一屆僅有五間高中棒球社加入聯賽，分別為臺中一中、臺中二中、大里高

中、興大附中和臺中高農。同年受到教育部舉辦之黑豹旗青棒大賽影響，越來越

多高中棒球社團加入聯盟，加上臺中市政府支持，使得 2013 年球隊擴增到 12

隊。但礙於球隊規模越來越多，球賽品質受到考驗，2014 年由本研究團隊舉辦

賽事，改以團隊服務概念，落實相關賽事服務，使得 2016 年參賽隊伍拓增到 20

隊，空前盛況。受到交通易達性影響，參賽球隊以鄰近球場之行政區最多，其中

以大里區 4 所學校最多，其次為北區，共 3 所學校，其他分布如下圖二。 

 

 發放問卷 

⑥ 2015/11/1~27 

 產生研究動機 

 

① 2015/2/15 

 確立研究主題 

 

② 2015/2/31 

 整理相關文獻 

③ 2015/3/1~5/1 

 建立研究架構 

 

④ 2015/3/1 

 結論與建議 

 

⑦ 2016/2/25 ⑤ 2015/3/4~2016/2/28 

 蒐集相關資料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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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二) 中都聯盟參賽學校相關行政區域位置圖 

二、參加中都棒球聯賽之人口結構 

根據本研究結果受訪高中男生年級部分，以二年級居多，占 48%，其次是一

年級占 35%，主要參與賽會者仍是以一二年級居多，三年級參加人數僅 15%，

推測受到高三大考將至之影響，參賽人數偏低；參加中都聯盟次數部分以 2~3

次居多，占 33%，其次為 5 次以上，占 31%，中都棒球聯盟一年規劃兩季，因

此以參加 2~3 次者居多，首度參賽的占 26%，主要推測為 2015 年間加入了許多

新球隊，使得首度參賽球隊數量提升。參加黑豹旗青棒大賽經驗以有參加過者占

57%，沒有占 43%，主要為有參與黑豹旗青棒大賽經驗者居多；每週參與棒球練

習次數部分，以超過 5 小時者居多，占 48%，其次為 3~4 小時約 21%，顯示受

訪者每週練習次數為頻率為高，第三為 1~2 小時，占 19%，最後為未滿一小時，

占 12%。根據本研究統計參加中都聯盟之選手以高中二年級男性，且對於棒球有

高度練習次數，並參加過黑豹旗青棒大賽者居多。 

 

 

《霧峰區》霧峰農工 

《太平區》華盛頓中學、光華高工 《烏日區》明道中學

學、光華高工 

《東區》興大附農、臺中家商 

《潭子區》弘文高中 

《北屯區》葳格高中 

《大里區》大里高中、興大附中、立人高中、僑泰高中 
《南區》臺中高工 

《北區》臺中一中、新民高中、臺中二中 

《西屯區》文華高中 

《梧棲區》中港高中 

《清水區》清水高中 

《沙鹿區》沙鹿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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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6% 

33% 

45%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表一) 參加中都聯賽之人口結構 

排序/項目 就讀年級 參賽次數 是否參加

過黑豹旗 

每週練習次數 

1 二年級 48% 2~3 次 33% 是 57% 超過 5 小時 48% 

2 一年級 35% 5次以上 31% 否 43% 3~4 小時 21% 

3 三年級 15% 0~1 次 26% ─ ─ 1~2 小時 19% 

4 大一 2% 4~5 次 10% ─ ─ 未滿一小時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參賽動機 

參賽動機為每個人處在不同時期所屬的心境不同，而在動機因素會有明顯差

異，透過參與合適的活動來適時抒發情感(廖淑靜，2011)。本研究將了解高中生

參加棒球聯賽之動機，以利政府或學校單位推行相關政策。 

(一) 內在動機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主要很喜歡投入比賽的感覺，且認為棒球比賽是

很有趣的，其中滿意(含)以上居多，占 50%，無意見者占 32%，不滿意(含)以下

占 18%，如圖三。因此辦理中都棒球聯賽能提升受訪者投入棒球運動，藉由比賽

方式提升內在動機，助於提供學生投入棒球運動。 

          (圖三) 內在動機                    (圖四) 提升棒球技術 

(二) 提升棒球技術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藉由參與比賽來提升個人棒球技術部分，其中

非常滿意居多，占 45%，其次為滿意者，占 33%，第三為無意見，占 16%，如上

圖四。因此參與中都棒球聯賽是可以提升個人棒球技術。 

7% 
11% 

32% 27% 

23%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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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33% 

33% 

25%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7% 

11% 

32% 27% 

23%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四、參加中都棒球聯賽之滿意度 

滿意度是顧客對產品或服務之前後預期和體驗後之差異程度，若感受大於預

期則會滿意，反之則會失望。本研究將了解高中生參加棒球聯賽，對於比賽滿意

度之看法(朱薏媃；2012)。 

(一) 球場設施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對於球場設施滿意度以滿意者居多，占27%，

其次為無意見，占 32%，第三為非常滿意者，占 23%，最後為不滿意(含)以下，

占 18%，如下圖五。本研究顯示參加中都棒球聯賽之選手滿意球場設施。而未達

滿意者未超過 50%，推估受到臺中棒球社團等級之比賽場地有限，球員對於有場

地即可以打球之心態下仍滿意目前的現狀。 

本研究發現目前臺中地區發展學生社團球隊主要以宜昌棒球場為主，而該球

場每季仍須應付近 20 隊使用，場地分配嚴重不足，加上實地探究發現部分設施

仍不敷使用，特別在九月颱風過後將簡易的球員休息室吹倒，使得目前包含球員

休息室在內，訓練設施和記分板也都呈現不足之情況，如下表一。其中訓練設施

仍有安全上的疑慮，建議相關政府單位重視設施不佳之問題。 

         (圖五) 設備與設施                   (圖六) 賽程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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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宜昌球場之設施說明 

項次 項目 照片 說明 

1 區域 太平區(祥順運動公園內) 

2 觀眾席 

階梯式戶外觀眾席 

球場觀眾席主要為戶外開

放式，環繞球場內、外野，

無遮雨棚。 

3 球員席 

 

無球員席 

球場球員席較為簡陋，主要

為一三壘側邊，屬於開放空

間，過程因為颱風後將遮雨

棚吹倒後，就呈現無遮雨

棚。未來建議增設球員休息

區， 

4 訓練設施 

 

無訓練設施 

宜昌球場隸屬於太平區祥

順公園內，球場周圍為觀眾

席和行人走道，完全無訓練

設施，未來建議增設投手練

習區和打擊練習區。 

5 比賽場地 

 

有燈柱 

球場設施和設備完備，擁有

燈柱可進行夜間賽事，且場

地維護確實，壘包保養良

好，唯獨受到球場多為開放

空間，部分設備容易遭竊。 

6 記分板 

 
簡易記分板 

記分板部分為使用簡易白

板和數字磁鐵做成，較為簡

易，為來若有經費建議提升

記分板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賽程規劃與管理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對於賽程管理安排方面以滿意者居多，占為

33%，其次為非常滿意，占 25%，如圖六。參加中都棒球聯賽之選手滿意大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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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46% 

28%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12% 

8% 

30% 26% 

24%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賽程管理部分。本研究團隊克服賽程容易變動問題，訂定競賽規程，提供對戰圖

卡，吸引更多選手或是社區居民收看賽事。 

(三) 裁判規劃與管理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對於裁判管理方面以滿意者居多，占 26%，

其次為非常滿意，占 24%，如圖七。因此參加中都棒球聯賽之選手滿意大會關於

裁判管理。裁判管理對於參與賽會之選手來說最為重要，本次研究僅 50%滿意裁

判部分，顯示仍有進步的空間，目前中都棒球比賽中每場裁判情況，主審為聘請

至少 C 級裁判以上之專業社會人士，壘審部分交由學生派員擔任，學生部分主

要鮮少學習產生過多的誤判，而推測導致滿意度不高之情況，未來可透過考核、

研修裁判制度，促進提高裁判滿意度部分。 

(圖七) 裁判規劃與管理                 (圖八) 整體滿意度 

(四) 整體滿意度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對於整體滿意度方面以滿意者居多，占46%，

其次為非常滿意，占 28%，第三為無意見者，占 25%，如圖八。因此參加中都棒

球聯賽之選手對於整體規劃是滿意的。 

五、中都棒球聯賽服務品質 SWOT 分析 

服務品質是指顧客與服務者間之利害關係，且分成有形服務和無形服務，前

者主要透過實體設施設備，後者為使用者感受過後的想法來，而服務者透過對顧

客的問卷及評量來了解其服務品質，進而作修正，以提供更完善之服務給顧客(鄭

莞蓉，2014；鄭紹成，2014)。本研究將透過 SWOT 分析以增進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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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都棒球聯賽服務品質 SWOT 分析 

 內部分析 

外

部

分

析 

優勢 劣勢 

1、全臺中唯一以高中端學生社團為

主的發展聯盟，共 20 支球隊互

相交流。 

2、良好的賽程安排。 

3、球場有燈柱，將可供夜間比賽。 

4、球場周圍交通方便，公車和 Ubike

均可抵達。 

5、增加學校支持。 

1、球場設施較為簡陋，無球員休息

室、練習設施等。 

2、20 隊共同使用球場，呈現賽程擁

擠的情況。 

3、裁判專業度有待提升，主要為各

校支援裁判部分。 

4、球員因為場地設施不佳易產生傷

害，或達不到訓練效果。 

機會 威脅 

1、臺中市為報名黑豹旗賽事全台第

二大行政區。 

2、臺中市社團球隊在黑豹旗賽事中

獲得球評肯定，晉級 64 強共 8

支球隊。 

3、鄰近參賽學校多。 

4、能提高各校球員之棒球技巧。 

5、縮小與各組間之差距。 

1、中、小學或其他聯盟至球場辦理

比賽增加場地擁擠。 

2、3~5 月間為臺中雨季，容易出現

賽程排定困難。 

3、球場為開放空間，設備易遭竊。 

4、社區居民認為棒球運動是危害到

他們的運動空間。 

5、因為家長在乎學業，而限制球員

參加聯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參●結論 

一、研究結論 

(一) 參與中都棒球聯賽主要受訪者為參加過黑豹旗青棒大賽之高二男生 

受到行政院體育署強棒計畫影響，不僅在國內推動大型賽事之外，亦鼓勵地

方棒球社團成立，甚至成立聯盟賽事。而臺中地區在黑豹旗賽事中一直為參加球

隊數中佔有相當的比例，因此在參賽球隊維繫上，仍得靠地方或官方組織維繫。

中都聯盟為目前臺中地區唯一提供高中社團球隊之比賽聯盟，而聯盟中以高二男

生且參加過黑豹旗青棒大賽者為主要對象。 

(二) 參與中都棒球聯賽之受訪者內在動機強烈，且盼藉此提升球技 

受訪者中對於參與中都棒球聯賽動機強烈，多數受訪者很喜歡投入比賽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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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且覺得棒球比賽是很有趣的，期盼透過棒球比賽增強球技，而願意積極參加

中都棒球聯賽。未來建議除了聯賽之外，尚可以結合臺中市政府舉辦相關盃賽，

透過比賽交流，提升球技和建立臺中棒球環境。 

(三) 中都棒球聯賽提供之球場設施以滿意者居多 

受訪者中對於中都棒球聯賽使用之宜昌球場設施感到滿意，但根據實地考察

後發現球員休息室、訓練設施和記分板較為簡陋，未來可以提供給臺中市政府體

育處等相關單位，最即時和專業的設施和設備，以確保有安全、專業的球場得以

使用，同時提升觀眾服務品質，建立真正的棒球之都。 

(四) 中都棒球聯賽提供之賽程管理滿意者居多 

本研究團隊透過安排競賽章程、賽程、增加圖卡和行銷賽事等多元方式，讓

賽程管理部分滿意者提升，提供一個絕佳的賽程管理。中都聯盟賽程管理方面，

目前主要透過網路平台公布賽程和討論賽事，未來若人力、物力足夠將持續發展，

結合隨手可得之資訊，提供更專業之賽程管理部分。 

(五) 中都棒球聯賽提供之裁判管理部分滿意者居多 

本研究顯示受訪者中對於裁判管理方面以滿意者居多，目前中都棒球比賽中

裁判情況，主審為聘請至少 C 級裁判以上之專業社會人士，壘審部分交由學生

派員擔任，學生部分鮮少學習裁判法，導致於產生過多的誤判，因此推測不滿意

部分為此情況，未來可透過考核、研修裁判制度，促進提高裁判滿意度部分。 

二、研究建議 

(一) 中都聯盟方面 

聯盟可透過此研究調查學生對於此項賽會整體之滿意度，以利修正未來發展

方向，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進而影響學生再次參與本項賽會之意願，提升臺

中地區棒球運動發展。 

(二) 學校方面 

學校可透過學生對於參加中都聯盟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每周在超過五小時

的練習時數下，達成教育部體育署之 SH150 之方案，落實國家政策，增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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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參加棒球運動的肯定與支持。 

 (三) 學生方面 

學生可透過參加中都聯盟來增加自己的棒球技術，享受較好的設施與設備，

透過以球會友的方式增加自身的人際關係，結交更多同好，並培養自身規律的運

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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