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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棒球場興建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之市場可行性評估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行政院體育署舉辦之黑豹旗青棒大賽進入第四年，每年都以「甲子園」為號

召，廣召青年學子投入棒球運動，逐漸成為高中棒球員築夢棒球的目標。伴隨著

球隊奮戰故事和精彩戰況，為臺中棒球場累積了不少故事和紀錄，更成為許多畢

業生忘不了的回憶，和茶餘飯後閒談的話題。儼然已經成為「學生棒球聖地」。 

說道學生棒球聖地，隨即與日本著名球場做聯想，高中生棒球聖地「甲子園

棒球場」和大學棒球聖地「東京神宮球場」，培育多位優秀日本職棒選手，並透

過棒球文化傳遞，結合周遭觀光景點，為該球場帶來龐大效益。 

臺中棒球場年久失修，卻充滿棒球歷史與文化，除了臺中人共同看棒球的回

憶之外，還有青春熱血的學生棒球記憶，本研究期盼透過市場和田野調查，針對

棒球文化與球場結合，改建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為主之觀光景點，進行市場

可行性評估。重新塑造臺中棒球場的定位，結合觀光找回昔日的光彩，為臺中帶

來觀光效益，成為本研究主要動機。 

中臺灣十大潛力景點裏，臺中只有逢甲夜市、大甲鎮瀾宮進榜，臺中地區觀

光獨缺景點觀光，呈現景點分佈不均、串連困難的現況(黃任膺，2016)。而臺中

市政府觀光局近年致力開發潛力景點，推出「77亮點計畫」，雖然臺中棒球場未

入選，但未來若配合整建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勢必成為臺中最具潛力之新

觀光亮點。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臺中棒球場現況與供需分析。 

(二) 探討國外案例分析─以甲子園和神宮球場為例。 

(三) 探討市場對於臺中棒球場使用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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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探討專家對於臺中棒球場未來使用情況建議。 

(五) 探討附屬事業可行性評估。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參考書及文獻進行分析。 

(二) 田野調查法：本研究實地探訪臺中棒球場兩次。 

1. 問卷調查前進行田野調查，針對外觀、設施等進行題項分析。日期為2016

年12月10日，上午9點~12點，觀察地點臺中棒球場。 

2. 問卷調查後進行田野調查，針對受訪者提出看法，進行實地檢視。期為2016

年2月4日，上午9點~12點，觀察地點臺中棒球場。 

(三) 問卷調查法：本研究調查於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16日，使用GOOGLE

問卷於網路上提供作答。回收問卷239份問卷，剔除作答不完整的問卷30份，

共計回收209份有效問卷份，有效問卷率87%。 

四、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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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棒球場興建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之市場可行性評估 

貳●正文 

一、臺中棒球場現況與供需分析 

(一) 臺中棒球場現況分析 

臺中棒球場創建於1935年，由日本人「折下及延」先生所完工，原名為「臺

中水源地棒球場」，臺灣光復後更名為「臺中省立棒球場」，在1998移交給。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更名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中棒球場」，2006年才把名稱改

為「臺中棒球場」，現由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代為管理。 

臺中棒球場原本特色幅員狹小，全壘打牆底矮，因此被戲稱「打者的天堂」

或「投手的焚場」。1998~2003年間受到職棒隊伍臺中興農牛隊維護之關係，將

興農高爾夫球場的草皮移植至內野，成為臺灣首座種植內野草皮的棒球場，2006

年配合國際賽進行整修闊建，將中外野擴建成400英呎，左右外野改成310英呎，

成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棒球場。 

但後來因為維護金過高，且觀賽品質不佳，加上2005年起臺中洲際棒球場

落成使用，使得臺中棒球場逐漸沒落。期間歷經職棒全盛時期，為中部地區共同

收看棒球回憶的地方，最重要的賽事應該就是「臺灣職棒首戰」於1990年3月23

日在臺中棒球場開打，是由「味全龍隊」對上「三商虎隊」當時觀眾人數達到7351

人是臺中棒球場的一場中要比賽也是歷史性的一刻，而進幾年自職棒退出臺中棒

球場後這裡就不再那麼風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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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中棒球場周遭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二)職業棒球使用臺中棒球場供需分析 

根據本研究統計近十年來臺中棒球供各級球隊使用情況顯示，球場供給部分

在2013年以前主要供給給職棒一軍和二軍使用，其次為大專或成棒為主。推測主

要受到2007和2009年職棒簽賭案影響，進場觀眾人數下滑近三成，導致職棒球隊

在經營成本考量上多選擇場租較為低廉的臺中棒球場。2013年Lamigo隊開始經營

桃園棒球場，效果奇佳，引領職棒各隊跟進認養風潮，加上許多研究報告均顯示

球隊對於球場對於服務品質設施為重要考量，且中信兄弟職棒隊於開始認養臺中

洲際棒球場，使得2013年後職棒將不再進駐臺中棒球場。 

(三)學生棒球使用臺中棒球場供需分析 

    臺中棒球場由於鄰近國立臺灣體大，因此球場主要委由該校進行認養，平常 

台中棒球場  

孔廟  / 忠烈祠  

臺中放送

臺中市體育場 

台中市長公館 

一中商圈  

中友百貨  

豐仁冰創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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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棒球隊練球之外，也提供中華棒協等單位舉辦比賽之用，學生比賽部分

多以大學成棒為主，其次為青棒。業餘成棒部分主要為大專棒球比賽為主，由於

職棒退出臺中棒球場後，空出許多場地使用空間，使得臺中棒球場成為此層級最

佳的使用場地。 

青棒部分由於2013年起受到全國黑豹旗青棒大賽影響，加上主辦單位多以

「仿效甲子園」為號召，除了賽程逐年提升外，還特別將有轉播場次安排在臺中

棒球場，透過電視轉播提升臺中棒球場新的形象，成為臺灣新的學生棒球聖地。 

 

(表一)臺中棒球場近年各級球隊使用情況分析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青少棒 10 0 0 0 0 0 0 0 

青棒 58 50 29 0 0 48 14 0 

業餘成棒 150 140 87 41 0 48 8 16 

職棒二軍 0 0 5 26 48 49 40 50 

職棒一軍 0 0 31 26 35 29 33 19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二、國外相關案例分析─甲子園棒球園區、明治神宮綜合體育園區 

(一) 甲子園棒球園區簡述 

    甲子園棒球場啟用於1924年8月1日，同年為甲子年，故稱為甲子園棒球場。

這座球場位於日本兵庫縣西宮市，主要是日本職棒阪神虎的主場，也是每年春夏

兩季舉辦全國高中棒球聯賽時指定球場。這座球場如棒球聖地，在舉辦高中比賽

時，像是棒球之神顯靈的聖殿，而職棒比賽時，又如宗教狂熱分子的祭壇，因此

又有很多人稱阪神甲子園棒球場為「高中棒球聖地」。 

甲子園球場至2005年底，分成三階段進行大改修，主要從內野看台開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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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球場入口移到二樓，增加進退場流暢度。第二階段改裝內野兩側的阿爾卑斯席

和外野席，增設橫向走道及看台內部迴廊，以及照明設備全部更新，並且設置包

廂和帶狀螢幕。第三階段是收尾，包括鋪設外野紅磚地，甲子園歷史館也完工啟

用。2011年又換上新的計分板螢幕。 

甲子園棒球場整修過後，結合球場周圍觀光資源，包裝球賽成為套裝行程，

深受國人喜愛，特別是搭配電影《KANO》風潮，許多旅行社開始新增運動遊程，

遊覽範圍新增甲子園棒球博物館、素鳴神社等，為關西地區帶來龐大的市場商

機。 

(二) 明治神宮綜合體育園區簡述 

明治神宮棒球場位於日本東京都新宿區明治神宮綜合運動園區內的棒球場，

在1925年12月動工，隔年10月1日正式啟用，周圍體育設施林立，現為職業棒球

隊伍東京養樂多燕子的主場。 

明治神宮棒球場位於明治神宮綜合體育園區內，主要掌管單位為明治神宮外

苑，項目包含藝術館、棒球場、相撲場、溜冰館、網球場和綜合公園等，此外尚

有代表文化意涵的結婚儀式和美術館、皇居歷史館、餐廳、結婚視場儀式等商業

行為，每年為神宮外苑帶進18億日圓的收入(陳良剛，2011)。 

球場於1926年開啟充滿傳統的日本六大學聯盟，由於戰況激烈，特別是早稻

田大學出戰慶應大學，更被視為票房保證，故此球場又被人稱為「日本大學野球

聖地」。然而神宮球場是日本僅存的老式球場，不僅外觀老舊，球場內的設備亦

是如此，因此於1982年進行電子計分板和人工草皮的整修，期盼更新設備有助於

提升觀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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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甲子園棒球園區、明治神宮體育園區和臺中棒球場比較分析 

 甲子園棒球園區 明治神宮體育園區 臺中棒球場 

行政區域 西宮市 東京都‧新宿區 臺灣‧臺中市 

認養單位 阪神電氣鐵道 宗教法人明治神宮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區域人口 48.26 萬人 33.76 萬人 278 萬人 

啟用日期 1924 1926 1935 

容納人數 47508 人 39733 人 8500 人 

場地面積 13000m2 12659m2 - 

中外野距離 387 英呎 393 英呎 400 英呎 

左右外野距離 311 英呎 319 英呎 325 英呎 

交通 鐵路、公路 鐵路、公路 公路 

球場設施 重訓室、廁所、淋浴間、按

摩室、播報室、記分板台、

監督休息室、牛棚區 

重訓室、廁所、淋浴間、按

摩室、播報室、記分板台、

監督休息室、牛棚區 

重訓室、廁所、淋浴間、

按摩床、播報室、記分板

台、牛棚區 

鄰近觀光景點 大阪章魚燒博物館、豐川公

園、手塚虫紀念館、野球

塔、甲子園歷史博物館、 

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

畫館、便當街、明治神宮、

神宮第二球場、國立競技

場、高爾夫球練習場、 

一中商圈、臺中放送局、

臺中公園、中友百貨 

球場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三、市場對於臺中棒球場使用情況分析 

跟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主要由男性居多，占 55.4%，女性占 44.6%，推

論近年受到國內職業球隊大力行銷女性球迷，使得關心棒球運動的女性增多。年

齡層以以 18 歲（含）以下為多，占總比例的 50.6%，第二 19～24 歲的 14.2%為

多，第三為 31～40 歲，占 11.2%。居住地部分以中彰投的區的占最多，占 82.4%，

推論本研究設定臺中棒球場為主要研究對象，較受到地域性影響，使得回收樣本

中以中彰投地區為最多。受訪者之職業以學生為主，占 64.1%，其次為軍公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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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占 12.1%。根據上述綜合推論，受到國內棒球政策和職棒行銷策略影響，18~24

之學生族群仍然是最主要族群，且女性球迷也逐步增長。此外受到地域性的影響，

以中彰投區為最主要研究對象。 

根據本研究針對臺中棒球場興建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之市場調查，其中

以觀眾參加過棒球場舉辦活動者進行調查，主要觀賞賽事為職業棒球者為最多，

占 66.7%，其次為中學棒球，占 51.6%，第三才是業餘棒球，占 28.6%。推論近幾

年受到中信兄弟認養臺中市洲際棒球場之影響，職業球賽逐漸退出臺中棒球場，

使得該球場以業餘或學生賽事為主，其中更以中學等級之黑豹旗青棒大賽為最主

要賽事。 

受訪者認為臺中球場最需要改進觀眾席座位者最多，占 69.6%，其次為球員

休息室(含淋浴間、廁所等)，占 36.8%，第三部分則是牛棚環境，占 32.8%。最低

部分為廣播系統，占 12.8%。臺中棒球場觀眾席主要以水泥地為主，常受到天氣

影響，無法給予觀眾舒服地看球空間，將上年久失修，部分地區還容易積水，令

人詬病。牛棚環境靠近觀眾卻無遮攔，選手與觀眾毫無界線，讓選手比賽起來較

無安全感，容易分心，影響比賽內容。休息室較為簡陋，雖然有按摩室、淋浴間，

但許多地方受潮，加上燈光昏暗，顯得較為陰暗。 

因此除了整修設施外，針對新增附屬設施部分中以便利商店為最多，占 68.3%，

其次為餐廳，占 49.6%，第三為停車場。本研究推論臺中棒球場之入口自 2011

年從雙十路改至電台街後，與一中商圈相隔甚遠，因此在美食部分成為觀眾困擾

部分，且停車非常不方便，僅能提供機車進駐，使得便利商店、餐廳和停車場成

為可增加之附屬設施。 

    對於未來球場周圍規劃棒球文化創意園區的贊成比率高達 95.1%，且若開發

相關商品，表示願意購買者占 90.2%，其中商品項目部分中以職業球隊商品最具

吸引力，占 62.9%，其次為紀念棒球，占 61.2%，第三為國家隊商品，占 50.9%，

第四為紀念服飾類，占 48.3%，第五為紀念毛巾類，占 46.6%。較不具吸引的商 

品為導覽商品，占 5.2%。因此本研究推論受訪者贊成臺中棒球場配合周圍規劃

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可搭配商品販售，其中以職業球隊商品、紀念棒球、國家

隊商品、紀念服飾和毛巾為主要銷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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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一) 台中棒球場在2013年後主要使用客群多為學生族群。 

2013年臺中棒球場以前主要供給職棒使用，其次為大專或成棒為主。2013年

之後受到洲際棒球場落成，台中棒球場主要客群轉移至學生棒球，對象包含大學

和高中，特別是高中棒球，受到黑豹旗青棒大賽影響，逐漸成為臺灣新的學生棒

球聖地。 

(二) 國內職業球隊大力行銷女性球迷，使得關心棒球運動的女性增多 

臺灣隊對於棒球運動的政策，並加上國內職棒隊伍大力行銷使得國內女性球

迷大量增加。 

(三) 進場看球受到地域性影響大，以中彰投學生多。 

國內棒球政策和職棒行銷策略影響，18~24之學生族群仍然是最主要族群。

此外受到地域性的影響，以中彰投區為最主要研究對象。 

(四) 臺中棒球場觀眾席被認為最需要改善的球場設施。 

臺中棒球場觀眾席主要以水泥地為主，常受到天氣影響，無法給予觀眾舒服

地看球空間，將上年久失修，部分地區還容易積水，令人詬病。牛棚環境靠近觀

眾卻無遮攔，選手與觀眾毫無界線，讓選手比賽起來較無安全感，容易分心，影 

響比賽內容。休息室較為簡陋，雖然有按摩室、淋浴間，但許多地方受潮，加上

燈光昏暗，顯得較為陰暗。 

 (五) 便利商店被認為最需要新增的附屬設施。 

臺中棒球場之入口自2011年從雙十路改至電台街後，與一中商圈相隔甚遠，

因此在美食部分成為觀眾困擾部分，且停車非常不方便，僅能提供機車進駐，使

得便利商店、餐廳和停車場成為可增加之附屬設施。 

(六) 贊成台中球場規劃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興建意願高，且願意購買周邊商 

    品。 

受訪者贊成臺中棒球場配合周圍規劃成棒球文化創意園區，可搭配商品販售，

其中以職業球隊商品、紀念棒球、國家隊商品、紀念服飾和毛巾為主要銷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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