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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中華成棒隊自 2008 年及 2009 年「兵敗雙京」後，行政院隨即提出「振興

棒球運動總計畫」，大興改革棒球運動。2013 年經典賽獲得亞洲第二佳績後，

便延續振興計畫，修正後另闢「強棒計畫」，繼續發展棒球運動(梁功斌，2013)。 

強棒計畫內容分層分段實施，包括振興職業球隊、場館設施經營、棒球教

練提升、棒球產業發展以及普及化棒球運動。其中普及化棒球運動為本研究重

點，鼓勵學校成立棒球社團，擴增基層棒球隊數，預計於民國 106 年成長至 1,200

隊。因此透過中華棒球協會於 2013 年籌辦黑豹旗青棒大賽，振興高中端之基

層棒球隊。 

黑豹旗青棒大賽成立至今，目的是希望臺灣高中棒球社團等級(含)以上之

學校參加，賽制仿效「日本甲子園」，採不分級、單淘汰且每場比賽皆有轉播

的特點，吸引隊伍參賽，由於是推廣性質未定門檻，使得參賽隊數逐年上升(溫

順德，2015)。第一屆黑豹旗青棒大賽參賽隊伍有 51 隊，而第二屆翻倍成長至

137 隊，第三屆更是第一屆的 3 倍，高達 162 支隊伍，也打破金龍旗參賽隊伍

數，其中臺中市參加球隊更是五都中排行第二，有 22 支青棒球隊參賽(許雅筑，

2015)。 

由於媒體報導與轉播之故，參賽學校獲得高度曝光機會而逐漸獲得學校正

視，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後，了解學校參加教育部體育署辦理之

黑豹旗青棒大賽效益，而成為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黑豹旗青棒大賽之起源歷史與現況 

(二) 了解學校參與黑豹旗青棒大賽之相關效益。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透過文獻分析了解黑豹旗青棒大賽之起源歷史、現況與效益。 

(二) 統計資料：統計網路轉播點閱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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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步驟 

貳●正文 

一、黑豹旗青棒大賽歷史及現況發展 

(一)黑豹旗青棒大賽發展起源 

1995 年臺灣青棒由年代體育台主導，舉辦「金龍旗高中棒球錦標賽」，賽制

採單敗淘汰制，參賽對象為社團以上球隊，目標成為「臺灣甲子園」，後因為職

棒簽賭案，及臺灣職棒大聯盟及中華職棒大聯盟兩聯盟紛爭，使金龍旗在 2003

年走入歷史，歷經 8 屆，學生棒球再度沒落，特別是學生棒球社團，影響國內

棒球運動之發展。 

由於金龍旗青棒比賽停辦，使得國家棒球發展陷入過度競技發展，辦理相

關比賽多以高中甲組球隊為主，例如玉山盃或王貞治盃等，較無法掀起學生棒

球的熱潮。直到 2013 年因為棒球振興計畫而由教育部體育署主導，由中華民國

棒球協會主辦成立黑豹旗青棒大賽，開啟臺灣青棒歷史的新頁 

(二)黑豹旗青棒大賽發展現況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為配合教育部體育署之「振興棒球總計畫」的推動，提

升學生的棒球能力、競爭力以及運動精神，而創立黑豹旗青棒大賽。賽制上與

其他盃賽最大的特色是不分級，採「單敗淘汰賽制」，並且開放高中鋁棒組及棒

球社團參與，還有媒體轉播與報導，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學生可以投入及關注棒

球運動，期許能恢復昔日「金龍旗」參賽隊伍破百的盛況，且能培養更多棒球

人才，於 2013 年辦理第一屆黑豹旗青棒大賽，其他特色如表一。 

 

⑥ 2015/12/21~31 

 產生研究動機 

 

① 2015/7/31 

 確立研究主題 

 

② 2015/8/5 

 整理相關文獻 

③ 2015/8/6~10/31 

 建立研究架構 

 

④ 2015/12/1 

結論與建議 

 

⑤ 2015/9/31~11/31 

 蒐集相關資料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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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黑豹旗賽事特色 

項次 內容 

1 不分級別讓所有學校都能參與 

2 單敗淘汰制 

3 可以使用鋁棒 

4 盡量做到每場比賽都有電視直（轉）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屆黑豹旗青棒大賽於臺北市天母棒球場展開，共有 51 隊參賽。第二屆受

到第一屆賽事轉播影響，吸引全國高達 137 隊高中球隊報名參加，創下每個縣

市皆有學校報名之盛況，甚至更出現首支「娘子軍」台北士林高商前來參賽。

第三屆比賽，共有 162 隊參賽，為首屆參賽數量之三倍多，球場部分擴增至非

職棒場地，包括觀山、社子島、高雄三民等共 16 座球場，都是賽是歷史的開端，

其他差異比較如下表二。 

（表二）2014~15 黑豹旗青棒大賽差異 

 2014 2015 

冠名 無 中信集團冠名 

分區預賽 無，全體打散分組 共北一、北二、中、南、離島五

區 

賽制 單淘汰 前兩輪分區但仍為單淘汰 

隊數 137 隊 162 隊 

比賽場地 天母、新莊、台中、洲際、斗六、

台南 

新增觀山、社子島、嘉義、高雄

三民、屏東等共 16 座球場 

開幕 11 月 22 日 10 月 3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一) 黑豹旗青棒大賽全國賽 LOGO (圖二)黑豹旗青棒大賽臺中市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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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單位參加黑豹旗青棒大賽相關效益 

學生可藉由社團活動培養活動企劃、領導管理、團隊合作和共同解決問題

之能力，從中養成良好人際關係以適應社會。而學校可透過運動性社團帶動校

園風氣，落實國家相關政策，培養學生運動習慣和自信心，甚至是認同感、歸

屬感和榮譽感(鄭賀珍，2011)。 

 (一) 落實國家政策 

1. 全國教育會議 

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之第三大議題為「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與運動直

接相關為：(一) 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二) 充實運動資源，健全體

育體制；(三) 營造優質環境，保障運動權益。透過學校積極推動，達成全民

之健康促進，以厚植國力為國家未來十年之重要教育方針。 

2.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六項主軸議題中，主要以落實「學校體育」和「全民運動」之核心目標。

學校體育方面，以建構精緻多元及整合體育課程與營造體育教學友善環境，

和發展適性體育、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為主；全民運動

方面，以提升現有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3%，並逐年成長，邁向體育運動先進國

家，推展傳統及優質運動文化，享受快樂運動人生為主。 

3. 強棒計畫 

在深耕基層棒球方面，鼓勵學校成立棒球社團，擴增基層棒球隊數，推

動青棒最頂級賽事為主，落實三級棒球賽制改革及球員保護措施。  

4. SH150（Sport & Health 150 方案） 

落實教育部體育署之 SH150 政策，成立運動型社團可於晨間、課間或課

後時間運動，亦可利用彈性課程及綜合活動時間實施體育活動，引發學生自

發性運動興趣。透過電視轉播達到運動觀摩方式，顯示推動運動的成果與方

式，透過典範學習，觸發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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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地方運動社團效益 

透過學生參與運動型社團，可彌補學校體育課程不足，亦可實現運動功能，

提升健康生活動態度，養成規律運動之狀況（郭進財、黃文成、孫美蓮，2010）。

本研究主要整理國內地方運動型社團發展情況，彙整效益後如下： 

1. 國內運動型社團發展現況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調查「103

年度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報告」參與狀況統計中發現高中生參與

運動社團有略為下降之趨勢，比起 100 學年度降低 0.8% ，男女學生差距高達

18.5%，對於運動社團的項目表示符合需求占 39%較為低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三) 黑豹旗青棒大賽參賽隊伍成長圖 

高中運動代表隊社團參與競賽部分，班際比賽占29.3%，校際比賽占57.5%，

縣市級比賽占 15.4%，全國與國際性比賽占 4.4%。參加運動性社團項目仍以

籃球項目居多占 9.1%，棒壘球項目占 2.1 %。第二屆黑豹旗青棒大賽參賽隊伍

數 137 隊，成長 153 %；第三屆參賽隊伍數 162 隊，成長 18%。 

2. 臺中市運動型社團發展現況 

臺中市運動型社團發展為目前中部地區最低，如圖三。民國 103 年起，

教育部體育署將配合國民體育法推動SH150方案，為增進學生課間運動時間，

藉由成立棒球等運動型社團，助提升校園和臺中市之參與運動型社團比例。

臺中市高中棒球社發展主要有 25 隊，參加木棒組的有 4 隊，鋁棒組的有 4 隊，

51 

137 

162 

19 

99 

125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總隊伍數(含甲組) 

社團隊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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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式組的有 4 隊。社團性質棒球隊 21 隊(含軟式組 3 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四) 中部地區參加運動型社團比例 

三、黑豹旗青棒大賽效益研究 

黑豹旗青棒大賽特點就是電視媒體轉播，透過媒體轉播將有助於增加學校

之曝光度，結合運動提升學校之正面形象，透過資訊傳達，達到球技交流和經

營社團之功用。本研究於黑豹旗青棒大賽賽後進行媒體資訊蒐集，本研究主要

整理臺中市青棒隊之比賽球評講述內容及平面媒體相關報導，彙整相關效益如

下： 

(一) 曝光度 

由於黑豹旗青棒大賽有媒體轉播，因此學校曝光度將增加，甚至比起社會

組棒球隊高許多(王翔，2014)。加上贊助商及官方政策的推動下，使得從原本第

一屆的 51 隊，在三屆比賽中增加至 162 隊(林文蘭，2015)，讓高中生不再只是

看棒球，而是一起來打棒球；同時觀看電視轉播比賽人數也逐年提升，甚至有

球迷或是球探來關注比賽，讓許多學校因此曝光在電視鏡頭前面。 

除此之外，透過企業贊助黑豹旗青棒大賽，邀請日本甲子園棒球隊來臺進

行對抗賽，讓球員們可以有機會與外國球隊切磋，增加國際觀，擴展自己的視

野；部分選手則透過比賽平台吸引球探注意，展現所學，實現夢想。 

21.6% 

32.4% 

23.8% 

28.90% 
30.60% 

26.50% 

臺中市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全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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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統計至民國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彙整 YOUTUBE 錄影轉播

臺中市高中棒球隊二十場比賽之重播點閱次數。以緯來電視台及愛爾達電視台

平均每場點閱次數為10952.9及3523.9次，而社團球隊部分緯來電視台為11327.6

次，愛爾達電視台 3546.5 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五) 臺中市高中球隊網路重播點閱次數 

(二)形象部分 

透過電視轉播主播及球評談話了解學校，提升正面形象。根據本研究於黑

豹旗青棒大賽賽後進行講評資料蒐集與整理後發現，學校部分以了解相關就學

或升學資訊居多，其次為棒球社團發展概況，藉由運動清新形象提升學校良好

形象；甲組棒球學校也可藉此招收到優秀學生。 

(三)資訊交流 

臺灣地區學校發展棒球，可藉由黑豹旗青棒大賽之平台交流資訊，如相關

媒體、網路 PPT 討論等。球隊透過球評介紹了解球隊經營及比賽、練習概況，

而成為全國相關社團資訊交換，成為經營之參考。 

(四)球技部分 

球技為一場比賽勝敗之關鍵，球評及觀眾透過賽前練習及比賽中表現可看

出球隊是否有在課業之餘提升實力，而比賽中球評也常提到隊是否訓練有素，

或者提供正確的棒球觀念，協助改正棒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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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研究結果 

(一) 落實國家政策 

主要以落實「學校體育」和「全民運動」之核心目標。精緻體育教學，營

造體育教學友善環境，提升現有規律運動人口逐年成長，邁向體育運動先進國

家，推展傳統及優質運動文化，享受快樂運動人生為主(教育部，2010)。學校成

立棒球社團，擴增基層棒球隊數，推動青棒最頂級賽事，透過電視轉播達到運

動觀摩，顯示推動運動的成果與方式，落實強棒計畫最終目標。 

(二) 提升地方運動社團效益 

為了讓更多學生加入黑豹旗青棒大賽，透過成立棒球相關社團，藉此培養

學生活動策劃、團隊合作、時間運用及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以增加人際關係並

適應社會環境。而學校可藉由運動性社團來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教導學生正確

的運動方式與技能，進而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提高學生的自信心(鄭賀珍，2011)。 

臺灣五都直轄市中發展運動型社團中以臺中市最低，民國 103 年起，教育

部體育署將配合國民體育法推動 SH150 方案，為增進學生課間運動時間，藉由

成立棒球等運動型社團，助提升校園和臺中市之參與運動型社團比例。 

(三) 增加選手與學校之曝光度 

學校參與黑豹旗青棒大賽，可以透過媒體轉播增加學校之曝光機會，有助

於提升學校知名度 (王翔，2014)，並且透過與國外球隊交流比賽機會，增加國

際觀，擴展自己的視野。 

(四) 提升學校形象，以利招生 

學校部分以了解相關就學或升學資訊居多，其次為棒球社團發展概況，藉

由運動清新形象提升良好形象，並透過資訊傳達，達到球技交流和經營社團之

功用。甲組棒球學校也可藉此招收到優秀學生。 

(五) 成為各球隊間之資訊交流平台 

球隊透過球評介紹了解球隊經營及比賽、練習概況，而成為全國相關社團

資訊交換，成為經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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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升選手球技與經驗 

透過比賽了解學校棒球發展，或藉由觀摩比賽得以修正棒球技術，使得技

術更純熟。 

二、研究建議 

(一) 相關政府單位 

舉辦黑豹旗青棒大賽明顯落實增加基層棒球人數、增加棒球社團數量及落

實多項政策及地方運動社團發展，提升學生運動習慣及提供正確棒球技術，因

此建議多舉辦類似比賽，強化棒球運動發展。 

(二) 學校方面 

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參加黑豹旗青棒大賽，藉由棒球社團達到擴增基層棒球

隊數，普及全民運動達成全民之健康促進，並發展適性體育、提升學生身體活

動量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帶動校園風氣，落實國家運動發展政策邁向體育運

動先進國家，推展傳統及優質運動文化，並透過此增加學校曝光率、知名度及

提升正面形象。 

(三) 學生方面 

建議學生多參加棒球社團，從中學習活動策劃、團隊合作、時間運用及學

習解決問題能力，並增加人際關係及適應社會環境，更可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增進棒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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