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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政府及民間單位在近年的路跑風潮下，紛紛以辦理路跑賽事方式促進地
方觀光，惟是否「辦理路跑賽事 = 推廣運動觀光 = 促進觀光發展？」，這樣的
假設似乎普遍存在於路跑賽事辦理單位，但卻未經檢視其合理性或成立的特定條
件。因此本文以運動觀光的角度，檢視我國路跑賽事的市場環境、辦理單位及跑
者特徵的相關議題，以釐清路跑賽事、運動觀光與觀光發展之間的關係，並提供
因應策略。

關鍵詞：馬拉松、觀光效益、重遊意願、再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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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運動與觀光，在政府政策、產業實務及學術研究上可以各自是獨立且完整的
領域與議題，但也可以透過結合而更加精采。在產業實務上，運動與觀光的結合
發生得很早，在數百年前，甚至更早，人們即在觀光旅遊過程中參與運動，進行
實際所謂運動觀光，只是當時其規模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與討論。直到 1980 年
代，部分歐洲學者 (De Knop, 1987, 1990; Glyptis, 1982, 1991) 開始對人們在觀光
旅遊的過程中參與運動的行為進行研究與論述，而後逐漸擴展至其他經濟狀況較
好的國家，在全球產業實務、政府政策、學術研究及人才教育等領域漸漸受到關
注與討論，並迅速發展出融合運動與觀光的政府政策、商業模式、公私立單位、
研究領域及學位課程等 (Gibson, 1998, 2003) 。
對於運動觀光的崛起，Ross (2001) 將其原因歸納為經濟因素、科技因素及
人們態度及價值觀的改變 3 個因素。在經濟因素方面，從事運動觀光活動確實需
要比較充裕的金錢和時間，由於近代人們整體的工作時間下降，休閒時間及可支
配金額的增加，使得人們有錢、有閒從事運動及觀光。在科技因素方面，交通科
技的發達使得人們從事觀光旅遊更為便利，並促進住宿的需求；媒體科技的發達
使得運動賽事得以透過各種管道向各地的人們宣傳，甚至個人的旅遊及運動經驗
也得以在社群網站廣為散佈；而製造科技的發達也使得運動器材更為便宜及大眾
化，人們可以負擔購買更新、更專業的運動器材，也促使運動得以廣為發展，提
升參與人口。在態度與價值觀的改變方面，人們逐漸認為除了強調競爭與成就的
競技運動之外，也可以用輕鬆、休閒、結合興趣、健康促進及自我實現的角度來
從事運動。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運動與觀光皆各有明顯成長，並使結合兩者的
運動觀光同時受到人們的喜愛與重視。
教育部體育署 (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為了推廣運動觀光，自 2012 年開始
辦理優質運動遊程徵選，並補助民眾購買獲選的優質遊程。由旅行業者所規劃的
參選遊程，必須符合參與或觀賞運動的遊憩時間達 35%以上，天數 2 天以上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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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辦以來，獲選遊程幾乎都是屬於參與型運動觀光遊程，活動內容以單車最
多，其他運動如健行、划舟、浮潛、溯溪、登山、攀樹、滑翔、直排輪、滑草、
立槳、遊艇、高爾夫、衝浪等，也都陸續被業者納入遊程並獲選，顯示我國政府
對運動觀光的政策方向及國人運動觀光的偏好。

貳、運動觀光的種類與特色
有關運動觀光的定義，各家學者皆有不同，其中較有共識的部分是「離開居
住地去參與或觀賞運動的行為」，至於運動是否為旅行的主要目的？要離家多
遠？要離家多久？是參賽還是休閒？是否進行有組織的運動？是否為工作所
需？運動占行程的比率高低？學者各有主張。對於運動觀光的種類，有學者將運
動觀光分為主動型運動觀光與被動型運動觀光 (Ritchie & Adair, 2002; Standeven
& De Knop, 1999) ，Gibson (1998) 則將其分為參與型運動觀光、觀賞型運動觀
光及懷舊型運動觀光等 3 類，另有學者將運動觀光分為更多種類。本文採用
Gibson (1998) 的運動觀光分類，並對與路跑賽事較相關的參與型運動觀光及觀
賞型運動觀光進行較多討論。

一、參與型運動觀光
有關參與型運動觀光，指的是人們在觀光旅遊的過程中實際參與運動。這一
類的運動觀光較受到歐洲地區民眾與學者的喜愛與討論，常見的運動種類包括滑
雪、高爾夫、網球、健行、自行車、帆船、潛水等，且常見的運動參與模式為「前
往具有運動所需天然資源、設施設備、或固定服務的運動場域，並實際參與運動」
。
參與者以青壯年、經濟充裕、教育程度高、健康情況良好的男性較多，這些人為
了要參與他們喜愛的運動願意長途旅行，並傾向持續從事這樣的運動觀光到退休
之後。在目的地的選擇條件上，此類參與者偏好不要過於擁擠的戶外環境、以活
動為主的場域、並有現代化且便利的設施設備 (Attle,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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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的參與者，在參與型運動觀光的行為模式並不相同。Richard (1996)
發現不同技術程度的滑雪運動觀光參與者有不同的行為模式，技術程度較高的參
與者，比較重視運動相關因素，如雪的品質、地形的多樣性及挑戰性等；技術程
度較低的參與者，則比較重視非運動相關的因素，如價格、住宿品質等。這樣的
結果與 Csikszentmihaly (1975) 所提出的流暢理論相似，該理論認為運動技術程
度高的人傾向重視運動表現相關的因素，並選擇較高的難度，以追求挑戰，避免
無聊感的產生。

二、觀賞型運動觀光
有關觀賞型運動觀光，指的是人們在觀光旅遊的過程中實際觀賞運動賽事或
活動。人們常懷著朝聖的心情與態度，親自前往重要或大型的比賽現場觀賞賽事
(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盃足球賽) 。由於舉辦大型賽事經常耗費政府及民
間大量經費及各種資源，且賽事的經濟效益也較明顯及容易進行研究，使得學者
常關注賽事的經濟效益，並以遊客的支出估計賽事經濟效益，只是這樣的估計難
以準確地估計其經濟效益，也不容易把不同賽事的經濟效益進行比較 (Gibson,
1998) 。除了經濟效益之外，辦理大型賽會的場館可能成為未來懷舊型運動觀光
目的地，所做的各項基礎建設也可以讓該地區煥然一新，其他如城市知名度提升、
城市的新風貌、族群的融合與團結、民眾運動風氣的提升、運動場館的品質提升、
環境的改善、工作機會的增加等，皆可能成為辦理大型運動賽會的有形或無形效
益。國際奧會即認為辦理奧運的過程可以為主辦城市及國家，在運動、社會、環
境 、 都 市 及 經 濟 等 各 面 向 ， 留 下 珍 貴 的 遺 產 與 效 益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7) 。然而，賽事的效益經常被誇大，且潛在的負面衝擊，如賽事
對居民生活品質、環境及文化的衝擊，則相對較少被考量 (Ross, 2001) 。當許多
城市都將辦理運動賽事視為促進城市發展的方法，Sack 與 Johnson (1996) 卻發
現，城市是否爭取辦理大型賽事，經常是由其中的少數菁英份子所決定，而且對
於運動賽事預期能帶給城市的效益常過份地誇大，甚至有第三世界國家舉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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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運動賽事，而賽事所帶來的許多利益卻被第一世界國家的跨國公司所掌握的
情形 (Andreff, 1988) 。為此，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要求 2008 年及以後的奧運主
辦城市，必須針對辦理賽事過程所留下的「遺產」進行規劃、執行、及評估，希
望藉此讓主辦城市留下各種有形及無形的效益，促進城市的發展。
惟在美國波士頓、義大利羅馬、德國漢堡、及匈牙利布達佩斯陸續退出爭取
2024 年的奧運主辦權，國際奧會宣布 2024 年及 2028 年奧運分別由所剩下的法
國巴黎及美國洛杉磯主辦之後，辦理國際大型運動賽事的效益似乎已無法說服民
眾投注龐大的資源，或認為資源應該投注在其他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務上，而
非辦理這類國際大型賽事。另外，在大型賽事舉辦之前的各種基礎建設及場館建
設，常使該地區陷於混亂與不便利的”施工中”狀態，不利於觀光旅遊及會議展
覽產業之發展，而賽事舉辦期間的眾多人潮、擁擠的交通、飆高的物價，也常使
得當地區民暫時離開該地，對賽事沒有特別興趣的觀光客，也常避免在賽事舉辦
期間造訪，這些都是發展觀賞型運動觀光應考量評估的重要因素。

三、懷舊型運動觀光
懷舊型運動觀光，係指人們在觀光旅遊的過程中選擇參觀運動場館 (如：奧
林匹克運動會主場館、東京巨蛋棒球場) 、運動名人堂 (如：棒球名人堂、籃球
名人堂) 、博物館等，緬懷過去運動發展過程中重要、精彩、難忘的場地、人物、
事蹟等 (Ritchie & Adair, 2002) ，惟此類運動觀光研究或討論相對較少。

参、路跑賽事、運動觀光與觀光發展的關係
許多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在近年路跑風潮之下，紛紛以辦理路跑賽事為促進
地方觀光產業的手段，惟辦理路跑賽事、推廣運動觀光、及促進觀光發展之間的
關係究竟為何？是否辦理路跑賽事 = 推廣運動觀光 = 促進觀光發展？這樣的
假設似乎普遍存在於路跑活動的辦理單位，但卻未經貼近檢視其合理性或成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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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本文以運動觀光的角度，檢視我國路跑賽事的市場環境、辦理單位及跑
者特徵的相關議題，以釐清路跑賽事、運動觀光與觀光發展之間的關係，並提供
適當的因應策略。

一、路跑賽事的市場環境
我國在 2012 至 2014 年間經歷了賽事及跑者數量快速增加的路跑風潮，各種
不同類型、目的、特色的路跑賽事紛紛推出，舉辦地點從都會區、鄉鎮、國道、
山林、海濱、離島、風景區、農特產區等遍布全國，但在 2014 年後，路跑賽事
數量成長幅度逐漸趨緩，甚至開始呈現負成長 (跑者廣場，2017) 。針對我國路
跑市場情況，郭豐州 (2016) 觀察指出，原本在 2013 及 2014 年常見路跑賽事報
名一票難求的情況，在 2015 年全國賽事成長到 700 場，同時路跑風潮也逐漸趨
緩時，開始發生粥多僧少的情況。部分跑者隨著風潮減退而不再跑步，部分跑者
在體能增進後轉戰鐵人三項運動，另外部分跑者則恢復原來的跑步習慣，不再瘋
狂參加路跑賽事。整體長期而言，路跑的人口仍在穩定成長，只是參賽熱潮消退
而已。預估未來新的路跑賽事仍會不斷的推出，而既有的賽事則會在市場競爭中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建立新的供需平衡。
觀光目的地的永續發展必須吸引足夠的遊客數量，並使遊客有較高的重遊意
願，同樣地，路跑賽事也需要吸引足夠的跑者，並使跑者有較高的再參與意願，
才能使賽事永續辦理，穩定發揮促進觀光發展的效果。對於已經具有高度觀光吸
引力的地方，路跑賽事能再有加分效果 (楊欽城、柳立偉、羅怡旻、徐婉庭，2015) ，
但若是在原本吸引力較低的地方，每年一次的路跑賽事並不足以支撐觀光產業的
發展，如何進一步延長或擴大賽事期間的效益，吸引民眾在非賽事期間前來跑步
或從事其他觀光活動，便成為賽事辦理單位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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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跑賽事的辦理單位
一般辦理運動賽事的目的通常與賽事主辦單位的組織宗旨有密切相關，但路
跑賽事的目的與主辦單位的組織宗旨的關係則比較多樣化。常見的路跑賽事的辦
理目的如運動推廣、促進觀光、健康促進、教育、公益、城市行銷、地方產業行
銷、善盡社會責任、休閒娛樂、特殊主題路跑等。而路跑賽事主辦單位、承辦單
位、協辦單位、贊助單位等可能洋洋灑灑數十個，常見的單位有下列五種：
(一) 政府單位：中央政府機關、地方政府、鄉鎮公所、農業單位、觀光單位、
教育單位
(二) 運動相關人民團體：協會、體育會、慢跑會、基金會等各種體育運動相
關人民團體
(三) 非運動相關人民團體：各種非運動相關的協會、基金會、人民團體、公
益團體等
(四) 公司企業 (間接獲益) ：透過辦理賽事，提升企業知名度、品牌愛好、
顧客忠誠度、企業形象、善盡社會責任等，但未直接透過辦理賽事獲利，
又可細分為運動相關公司企業 (如：美津濃) 與非運動相關企業 (如：
高雄捷運)。
(五) 公司企業 (直接獲益) ：透過自行主辦賽事或接受委託辦理賽事獲利，
如：晴天專業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辦理一場路跑賽事的準備工作繁多，且經常必須向政府單位進行各項申
請 (如：申請辦理活動、場地借用、路權、交通管制) ，因此常見由政府單位或
具有公益色彩的人民團體擔任主辦單位，以利各項申請作業程序或降低支出，而
有營利性質的公司企業則擔任共同主辦、承辦、協辦、或贊助單位，但可能實際
上的角色及權責分配又有不同。
路跑賽事必須能夠使跑者滿意，並願意再次參加，才能持續舉辦並且發揮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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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觀光的效果。而在眾多的辦理單位當中，承辦單位應該是對於賽事品質、跑者
滿意及跑者再參與意願最具關鍵性的單位，並且這樣的單位通常由運動相關人民
團體或可直接獲益的公司企業擔任，政府單位經常只是賽事的擁有者或出資者。
選擇一個有經驗、有口碑、可信賴的運動相關人民團體或公司企業來承辦賽事、
提供諮詢及建議，將有較高的機會舉辦一個成功的賽事，也才有機會發揮促進觀
光發展的效果。

三、 路跑賽事的跑者
跑者的居住地點及運動技術程度將影響賽事觀光效益。許多著名的路跑賽事
能吸引大量跑者從外地前往參賽，不論這些外地跑者是否在參賽之餘進行其他觀
光活動，都已實際促進了當地旅宿及餐飲業等觀光產業。不過，在路跑熱潮稍微
減退，可選擇賽事變多的情況下，許多跑者傾向選擇參加當地或鄰近的賽事。當
一場路跑賽事的跑者大部分都是當地或鄰近居民時，將難以符合運動觀光的定義，
對促進觀光發展的效益也將相當有限。對於希望以路跑賽事推廣觀光的單位，應
致力於吸引外地跑者前來參與賽事，才能有效推廣觀光發展。
此外，有關於跑者參與賽事的動機及行為模式，也與賽事是否有助於觀光發
展有密切關係。許多研究並未列入跑者的觀光動機 (運動筆記，2017；Master,
Ogles, & Jolton, 1993) ，尤其是運動技術、運動承諾感較高的運動觀光參與者，
對於其中觀光的部分較不重視 (Green & Chalip, 1998; Richard, 1996) 。因此，路
跑賽事如果將初學跑者設為主要目標市場，則賽事籌辦單位應重視周邊活動、觀
光特徵、價格住宿等因素；若目標市場是經驗、技術、體能較好的進階跑者，則
預期跑者會較重視運動相關的因素及條件 (如：賽道、補給) ，而忽略周邊活動
(如：觀光) 。路跑賽事吸引多少比例的當地跑者與外來跑者，多少比例的初學
跑者與進階跑者，將影響其可能促進觀光發展的能力，辦理單位應仔細評估組織
內外部資源，規劃相應的活動內容及行銷策略。

本期專題

肆、結語
一、 路跑賽事在特定條件下可視為運動觀光
跑者有參與運動的事實，但不一定有離開居住地，也不一定有觀光的心理或
行為特徵。若一場賽事的跑者多為當地居民或對運動有高度承諾感的進階跑者，
則賽事的運動觀光特徵將較不明顯，而接近於一場單純的運動活動。賽事辦理單
位應依據組織目的、內外部環境、資源及特色，釐清目標市場，並規劃相應的賽
事行銷策略。

二、 路跑賽事在特定條件下有利觀光發展
賽事必須長期並穩定地吸引跑者前來參賽或觀光，對於觀光的發展才有助益，
如果地方原本即為觀光吸引力高的景點，路跑賽事能再強化其吸引力。至於原本
觀光吸引力較低的地方，單一或無法持續舉辦的賽事對於發展觀光的助益則較小，
賽事辦理單位須設法擴大或延長賽事效益，才能有效推動觀光。

三、 路跑賽事的長期效益及衝擊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路跑賽事的短期經濟效益受到較多研究與討論，但長期對地方造成在經濟、
環境及社會文化的效益與衝擊則較少學者或民眾進行討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
對長期辦理單一賽事的地點或每年辦理多場賽事的地點，探討路跑賽事對該地區
的效益及衝擊。

四、 路跑賽事的多元價值
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的主要籌辦者 Dave McGillivray 曾被問及：「路跑賽事的
籌辦者是在做甚麼的？」，Dave McGillivray 回答：「路跑籌辦者的工作是讓成千
上萬的跑者提升他們的自信、自尊感，激勵他們，給他們生活奮鬥的目標，完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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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為一生永遠無法完成的事。」當路跑對觀光、經濟、文化、環境等的效益
與衝擊不斷地受到檢驗與討論時，或許他們已經達成本身最重要、且無可取代的
目的與價值，值得未來研究者多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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