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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挺在地球隊：地方認同對地方依附與球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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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援引環境心理學中的地方依附、地方認同兩構面，探討Lamigo
桃猿隊球迷對地方 (桃園) 及球隊情感間的關係。研究目的為了解地方依附和球
隊認同間的關係，並確認地方認同是否在以上兩者間扮演調節角色。方法：以
問卷調查方式，採取便利抽樣於桃園青埔球場抽取600位球迷，其中支持Lamigo
桃猿隊且為桃園人的填答內容則為本研究的有效資料，有效問卷共221份。結
果：資料分析發現：一、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顯著正面解釋力；二、地方認
同作為一調節變項，對地方認同與球隊認同間的關係有正面增強效果。結論：
球迷的地方依附能轉化為對球隊的認同，地方認同高低則決定這個轉化效果的
強度，研究結果指出臺灣職業球團透過在地經營拓展球迷基礎的可能。最後，
本研究提出強化球隊與地方間連結的屬地經營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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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aking Lamigo Monkeys (LM), a Taiw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fans’ psychological ties with
their home city relates to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ir sports team or franchise. Two
relevant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constructs,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were adopted in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fans’ place
attachment on their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lace
identity on the aforementioned relationship.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es were
drawn from 3 LM home games at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Baseball Stadium.
Among the 600 respondents, 221 were LM fans from the local Taoyuan community;
their responses were used for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a) Place attach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b) place identity, as a moderator,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and team identif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strongly
individuals felt attachment with their home city, the more strongly they identified
with their team.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their place identity determined the strength
of this relationship.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rofessional teams in
Taiwan could potentially build a larger fan base by focusing their operations and
marketing efforts on the local community. Finally, we suggest several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a stronger and deeper association between a team and its home city.
Keywords: franchise, professional sports,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hom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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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深厚且穩固的球迷基礎是職業運動球團經營成功與否的關鍵。職業球隊主
要收入之一來自於門票銷售，故經營的首要之務是吸引球迷進場觀賞比賽，而
後更應進一步促使球迷產生球隊認同 (team identification) 與忠誠度。有高度認
同感與忠誠度的球迷，會持續以實際行動支持球隊，包含到現場觀看比賽、購
買商品、認定自己是球隊一份子，甚至願意向他人推薦，是球隊營運能否成功
的重要關鍵。因此，球隊認同是球迷行為相關研究範疇中一個重要的指標，球
隊認同的概念源自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Fink, Parker, Brett, &
Higgins, 2009) ，用於檢驗社會的力量如何對個體認同之程序造成影響 (Tajfel &
Turner, 1986; Turner, 1999) 。社會認同理論指出，認同是一種主動的過程，是
個人認同某一個社會團體，並以自我概念界定其本身與其認同之團體為一相互
關聯的關係。具體而言，個體會主動了解所要認同的團體，並逐漸將個人價值
和自我形象歸屬至這團體 (Ashforth & Mael, 1989) 。
球隊認同是一種心理依附，提供球迷在一個大型社會結構中的歸屬感
(Wann & Branscombe, 1993) ，讓他們對特定球隊產生的高度情感依附與心理連
結，且對球隊產生承諾 (commitment) 並反應在其持續的忠誠 (allegiance) 行為
上 (Funk & James, 2006; Wann, Melnick, Russell, & Pease, 2001) 。球隊認同是影
響球迷進場觀賞比賽的重要因素，當球迷對球隊具高度認同時，他們視球隊勝
負為個體勝負，並更願意融入於球賽中；如果球迷對支持的球隊抱有高度認同
感，他們的球迷忠誠度也不易受低迷戰績等負面因素影響而改變 (Wann &
Branscombe, 1993) 。此外，球隊認同感的確有助於提高球迷現場比賽觀賞次
數，並增加其支持球隊的相關行為：當球迷球隊認同越高，他們對相關產品、
服務或球賽的再購意願或支持行為都越強 (Fisher & Wakefield, 1998; Laverie &
Arnett, 2000; Ohnishi & Harada, 2008) 。球隊認同感會增強觀賽意願與購買行
為，和職業運動收益息息相關，是職業運動球團必須積極營造的重點。
綜觀全球，職業運動球團大多透過屬地主義經營策略提升球迷對球隊的認
同：以球隊駐紮、球迷居住的城市為著力點，先建立居民與球隊的關係，再經
營居民對球隊的認同，進而將居民轉變成高度認同球迷，並在這個過程中，獲
得球團經營所需之經濟財源。屬地主義 (franchise) 為職業球隊和主球場所在城
市合而為一的概念，亦即「球隊=城市」(戴佑宏、鄭志富，2013) 。全球第一支
職業運動球隊為美國的辛辛那提紅人隊 (Cincinnati Reds)，1869 年成立時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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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加上所在城市名稱以獲得在地球迷的認同，建立「球隊=城市」的概念，也是
現代職業運動球團屬地主義發展之濫觴。
反觀臺灣目前唯一的職業運動－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 (以下簡稱 CPBL) ，
在西元 1990 年創立初期基於推廣的立場將比賽拉到臺灣球場，而非採用屬地主
義的經營模式 (六角獸，1998) 。1992 到 1994 年兄弟象 (現中信兄弟) 第一次
三連霸，掀起 CPBL 第一波的票房熱潮，當時兄弟象球迷的高度認同，部分源
自球員後援會組織動員所形成的認同，另外，「龍象大戰」挑起的對峙氣氛與
比賽張力也進一步強化了象迷認同。CPBL 球迷的球隊認同的程度與力道，因為
1997 年及 2007 － 2009 年的兩次球員涉賭事件衝擊受到嚴格的考驗。2008 北
京奧運與 2009 世界棒球經典賽連續兩次輸給中國，臺灣棒球國際賽成績低谷，
成了另一重傷，球迷對球員與 CPBL 的認同銳減，反映在驟減的 CPBL 球迷進
場觀眾人數上，例如 1997 年第一次職棒簽賭事件讓單場平均觀眾人數較 1996
年下降 55.12%；又中華隊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及 2009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連續兩
年輸給中國隊使得 2010 年單場平均觀眾人數較 2009 年下降 28.11% (中華職棒
大聯盟全球資訊網，2015) 。透過 CPBL 過往球迷認同經營方針的觀察，可以
看出以明星球員及話題對戰組合為主的策略，容易受球員及球隊表現影響，並
非長遠之計。球迷要對球隊產生長期之認同，先決條件即是球隊經營模式能否
引起球迷內心之共鳴 (戴佑宏、鄭志富，2013) ，而屬地主義是職業球團深化球
隊認同有效的策略 (方正東，2015) 。球隊在屬地上之特色化經營，更可喚醒並
提升球迷的認同程度，以日本職棒東北樂天金鷹隊為例，自 2004 年成立後該球
團靠著「地域密著式」的經營方法，雖連續四年戰績排名聯盟後段，還是能吸
引大量球迷支持 (佐藤主祥，2016) ，證明若能吸引在地球迷入場並培養其忠誠
度，即使非常勝軍，亦可成為受歡迎的人氣球隊。美國 NFL 綠灣包裝工人隊
(Green Bay Packers) 雖位於人口約十萬的威斯康辛州綠灣 (Wisconsin Green
Bay) ，2015 – 2016 年球季主場賽事單場平均觀眾人數達 78,413 人，幾乎可在
容納 81,435 人的主場地 Lambeau Field 達成滿場，這是球隊致力與地方結合而
提升球迷認同的成果 (NFL Attendance - 2015, n.d.) 。
雖然 1998 年 CPBL 在臺灣大聯盟 (已於 2003 年初解散) 推行屬地主義的壓
力下採行「責任主場制」 規定球團必須選定一個城市的球場作為主場地，但可
自行決定比賽場地，所以當時球迷最多的兄弟象隊仍選擇巡迴全臺灣球場，屬
地主義並不落實。真正落實執行屬地主義的 CPBL 球隊實為 2011 年自高雄搬遷
至桃園的 Lamigo 桃猿隊 (以下簡稱 LM) 。搬遷至桃園後，認養球場並實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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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場策略，讓 LM 成為 2014 年 CPBL 平均單場觀眾人數最高的球隊 (中華職
棒大聯盟全球資訊網，2015) 。2015 年上半季，LM 總票房收入 6100 萬元，打
破中職記錄 (謝岱穎、賴德剛，2015) ；2015 全年，LM 60 場主場票房累積為 1
億 1 千萬，為首支中職單季例行賽票房破億的球隊 (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 ，
LM 的成功，足以證明屬地主義經營模式在臺灣職業運動發展上的可行性。
從上述職業運動經營的案例都能看出，球隊所在城市居民應為球隊主力觀
眾來源，當職業球團建立或遷入一城市時，如何獲得在地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是職業球隊重要的課題。「地方」是運動行銷策略中重要的一環，美國職棒大
聯盟球團往往利用「地方」符碼包裝職業球隊，經營者結合「地方」和「球隊」，
激發居民認同球隊，進而獲利 (Ross, Russel, & Bang, 2008; Westerbeek &
Shilbury, 1999) 。另一方面，居民也可能因為居住區域與球隊根據地重疊，進
而成為該球隊球迷 (de Carvalho, Scheerder, & Boen, 2015) 。城市、居民和球隊
這三者間的關係是職業球團經營上不可忽視的環節，然而過往球隊認同提升策
略之相關研究，著重於探討球員、教練、球迷後援會與球迷互動等 (張曼玲、
姚立言，2010； Yoshida, Heere, & Gordon, 2015) ，並未將居民與城市之關係納
入討論範疇。若要完整呈現屬地經營模式下之球迷認同，球迷與「城市」間的
連結是不能遺漏的要素。因此，本研究援引環境心理學中兩個理論構念，來建
構屬地主義中城市與居民之間的關係，分別為「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和
「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 。
地方依附，是指個體對居住地發展出的正面情感連結；地方認同則是通過
與地方相關聯的情感交流過程，長時間接觸累積之下，對地方所產生的認同感
與歸屬感 (Bonaiuto, Aiello, Perugini, Bonnes, & Ercolani, 1999; Brown, Perkins,
& Brown, 2003; Giuliani, 2003; Manzo, 2003) 。Shannon 與 Edward (1995) 指
出，當地方被賦予某些積極意義或特色，促使人與地方之間產生正面的情感連
結，人就會有地方依附。地方依附會隨著時間而增強，它不僅代表著對物理環
境本身的依附，且包含對環境中發展的社會關係的依附 (危芷芬，2008； Tsai,
2016) 。在 Scannell 與 Gifford (2010) 的三元框架理論中提到，地方依附可透
過 「人」、「地方」與「心理歷程」三個面向形成：榮譽與快樂等情感、區域
特色、實質與社會環境與個人經驗等等，都是地方依附的內涵。一支城市的球
隊正有扮演塑造地方依附媒介的能力，球隊的勝利可以帶給居民快樂與榮譽
感，在地球隊與球場可以是城市的象徵，而球賽本身是居民從事社會活動的重
要場域，與球隊、球員、吉祥物與其他球迷的互動可創造出不同的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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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支與所在城市劃上等號的球隊可以是地方依附中的重要元素。
相較於地方依附，地方認同是一較長的情感交流過程，且地方依附與地方
認 同 為 兩 相 關聯的 不 同變數 (Hernández, Hidalgo, Salazar-Laplace, & Hess,
2007)，地方認同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涉及並反映環境與社會之於個人的意
義，是從情感及象徵意義的角度來看此環境 (Hunziker, Buchecker, & Hartig,
2007) 。地方認同是透過心理層面的情感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 與符號象
徵，培養出對地方的情感 (Williams & Roggenbuck, 1989)。Nanzer (2004) 認為
人的地方認同高低程度，受到兩個因素影響：個人對特殊地方或景點的情感投
入，以及人與地方關聯性的期間長短。個人受到內心情緒或感官的影響，而對
一個地方或景色產生特別的感覺，人亦可能隨著停留時間的增長，而投入更深
刻的印象和知覺。當個體經過長時間與居住環境的接觸，產生對居住環境的認
同感及歸屬感，並認為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便會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如聲援
屬地球隊。
屬地經營模式的實務意義是，球團透過各種方式 (行銷、球場等) 與地方結
合，促使在地居民對球隊產生認同感並進場支持球隊。為什麼球團能透過與地
方的結合達到提升球隊認同的目標？我們認為可以透過人與地方之情感建構模
式來解析。地方依附是地方居民對感覺舒服及安全的特定區域之情感連結，而
地方認同為人們與地方之間的長期情感建構過程，代表人們對特定區域產生歸
屬感，進而認定自己是特定區域的一份子，地方變成自我認同的一部份，因此
地方依附是一個較地方認同更早萌芽、更有變動性的的心理構面 (Dixon &
Durrheim, 2004; Hernández et al., 2007) 。當職業球團成功與特定區域 (城市、地
方) 建立連結，當居民心裡有了「職業球團是城市一份子」的認知，居民的地
方依附感中便含有屬地球隊的成分，居民對於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情感也就有可
能擴散到以該城市為根據地的職業球團身上，他們強烈的地方依附感因而有了
進一步轉化為球隊認同的可能。另外，居民地方認同越強，對於地方事務越有
投入意願，支持屬地球隊也算是一種地方事務，所以地方認同越強，地方依附
與球隊認同間的移轉關係也會更強烈。當居民對地方認同感較低時，地方依附
轉化為球隊認同的情況則較不明顯。因此本研究推論，地方認同為地方依附與
球隊認同關係中之干擾變數。本研究試圖將地方依附與地方認同視為兩個獨立
變項，討論 LM 球迷的地方依附、地方認同與球隊認同間的關係。研究目的為
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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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解地方依附對於球隊認同是否有顯著影響。
(二) 了解地方認同在地方依附與球隊認同間關係之調節 (干擾) 效果。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討論LM球迷的地方依附、地方認同與球隊認同間的關係，將地
方依附、地方認同視為兩個獨立變項，提出以下調節模型 (或稱干擾模型) 及相
關假設，見圖一。

圖1 研究架構
H1：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顯著正向解釋效果，即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
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 。
H2：地方依附和地方認同之交互作用，會對球隊認同有顯著正面影響。意
即，地方認同會對於地方依附與球隊認同之間的關係，產生正向調節效果
(moderation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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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者
LM為CPBL史上唯一將整季主場安排在單一球場的球隊，其意為深耕地
方，與本研究核心理論屬地主義相仿，故本研究以桃園本地LM球迷為研究對象。
為避免球季末段戰績排名底定後，影響球迷入場意願，本研究選擇球季初
LM在主場分別與另外三隊對戰間隔時間最短的賽程進行資料收集，正式問卷於
西元2015年 (職棒26年) 4月2日 (統一7-ELEVEn獅 對戰 LM) 、4月3日 (義大
犀牛 對戰 LM) 、4月9日 (中信兄弟 對戰 LM) 三場中職球季例行賽發放。問
卷發放地點皆為LM主場地－桃園青埔球場。以這三場比賽的入場觀眾為抽樣範
圍，採取便利抽樣且不限定填答者是否為桃園當地的LM支持者，以避免以下兩
個研究設計問題： (1) 若直接徵求桃園人填答問卷，無法避免高度桃園認同者
更願意填答問卷的情況，恐造成自我選擇誤差 (self-selection bias) ； (2) 僅限
定桃園人填答，也會讓填答者更容易猜測到實驗假設，導致需求特徵問題
(demand characteristics) 。
每場比賽各發放200份問卷，共發放600份，有效問卷為545份，無效問卷包
括：單題重複填答、僅填答部分題項及回答題項均為同意或均為不同意。545份
有效問卷中，選擇「支持球隊」為LM且在「您覺得您是哪裡人」一題填寫「桃
園」者為221人，這221位填答者即是本研究的樣本。自認為「非桃園人」的324
位受試者則不納入資料分析。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內容包含個人屬性題項、球隊認同量表、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
量表。個人屬性題項，包括性別、年齡、過去一個球季LM主場賽事每月平均觀
賞頻率、過去一個球季LM商品每月平均購買頻率，共4題；球隊認同量表參考
Wann 與 Branscombe (1993) 所提出之Sport Spectator Identification Scale (SSIS)
編製，Wann 與 Branscombe已確認該量表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α = .91) 和效標
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 。我們將SSIS量表以LM為主題改編，共7題，以八點尺
度計分，題項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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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您自己認為自己是 Lamigo 桃猿隊球迷的程度？ (1 完全不是 － 8 非
常死忠)
您的朋友認為您是 Lamigo 桃猿隊球迷的程度？ (1 完全不是 － 8 非
常死忠)
在職棒球季中您到現場或從電視轉播、收音機、報紙、新聞關心 Lamigo
桃猿隊比賽的程度為何？(1 從來不看 － 8 幾乎每天看)
成為 Lamigo 桃猿隊的球迷之一，對您來說有多重要？ (1 一點也不重
要 － 8 非常重要)
您自己覺得自己討厭 Lamigo 桃猿隊最大競爭對手的程度為何？ (1 不
討厭 － 8 非常討厭)
您會將 Lamigo 桃猿隊的隊名或隊徽等展現在您的工作場所、住處或衣
著上的程度為何？ (1 從來不會 － 8 經常)

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出自於環境心理學領域，過去文獻及研究工具大多著
重於遊憩場所之依附感及認同感。Hernández等 (2007) 的研究，開啟了一系列
關於居民對「城市」的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之探討 (e.g., Casakin, Hernández, &
Ruiz, 2015; Devine-Wright, 2011; Vidal, Valera, & Peró, 2010) ，以「城市」為依
附及認同主體，與本研究主旨吻合，因此我們參考此系列研究使用之量表
(Devine-Wright, 2011; Hernández et al., 2007) ，編寫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量表。
此量表在過去研究中展現高度內部一致性 (α > .80) ，其兩構面測量模型架構也
經確認，為具有效度之量表 (Vidal et al., 2010) 。
本研究改編之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量表，要求填答者先選取自己所屬之城
市 (如：臺北市、桃園市等)，再以所選取之城市為標的，填答量表。其中，地
方依附部分共8題，地方認同部分則有4題，兩部分皆以五點尺度計分，1代表非
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題項整理如下：
地方依附部份
1. 我喜歡住在這個城市。
2.

我覺得跟這個城市有情感連結。

3.

如果我必須搬到其他城市，我會感到非常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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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我離開這個城市一陣子，我會很想要回來。

5.

我覺得這個城市就是我的家。

6.

當我離開這個城市，我會懷念這個城市。

7.

這裡是我最喜歡居住的城市。

8.

當我離開這個城市，我會很期待回來。

地方認同部份
1. 我認同這個城市。
2.

這個城市能代表部分的我。

3.

我覺得我屬於這個城市。

4.

我覺得我來自這個城市。

四、資料分析
問卷整理後，使用 SPSS 20.0 以及 LISREL8.70 作為資料分析之工具。量化
資料分析之分析統計方法包含：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及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

參、 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發放之 600 份問卷中，符合抽樣原則之樣本共 221 份。填答者基
本背景資料、LM 主場賽事及商品消費行為概況，整理於表１。Spearman 相關
分析顯示，球隊認同與球迷 LM 主場觀賽頻率 (ρ = .43, p < .01) 及商品購買頻
率 (ρ = .49, p < .01) ，皆有顯著中度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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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敘述性統計結果摘要表
項目
性別

年齡

過去一個球季 LM 主
場賽事每月平均觀
賞頻率

過去一個球季 LM 商
品每月平均購買頻
率

內容

次數

百分比

男

145

65.61%

女

76

34.39%

10-19 歲

44

19.91%

20-29 歲

71

32.13%

30-39 歲

65

29.41%

40-49 歲

29

13.12%

50 歲以上

12

5.43%

無

17

7.69%

每月低於 1 次

36

16.29%

每月 1 次

43

19.46%

每月 2 至 3 次

68

30.77%

每月 3 至 4 次

18

8.14%

每月 5 次以上

39

17.65%

無

31

14.03%

每月低於 1 次

99

44.80%

每月 1 次

52

23.53%

每月 2 至 3 次

22

9.95%

每月 3 至 4 次

6

2.71%

每月 5 次以上

11

4.98%

二、信效度分析及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分別檢測「球隊認同量表」、「地方依附及地方
認同量表」之效度。多變項常態性檢測 (test of multivariate normality) 發現兩量
表之多變量偏度 (skewness) 及峰度 (kurtosis) 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 ，資料
不符合多變量常態假設，因此我們使用強韌最大概似法 (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進行測量模型配適度之檢驗，結果整理於表2。除RMSEA外，球隊認
同量表在其他各項指標均達到標準以上。球隊認同的單一構面測量模型具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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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適度。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量表則是兩構面測量模型。除GFI及RMSEA略
低於標準外，其他指標均高於標準，量表效度亦在可接受範圍，地方依附及地
方認同為兩不同測量構念。最後，兩量表中三構念的Cronbach’s α係數 (見表
3) ，皆高於 .70，有高度內部一致性。
表2
量表測量模型整體配適度指標
χ2 (df)
配適度標準

χ2/df

RMSEA

SRMR

GFI

CFI

<5

< .08

< .10

> .90

> .90

球隊認同量表

56.70 (14)

4.05

.12

.05

.90

.97

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量表

145.56 (53)

2.75

.09

.05

.84

.98

註：配適度標準參考Kline (2005) ，此標準值代表模型有合理配適度 (reasonable fit) 。兩量表
卡方值之 p 值皆小於 .0001。

本研究三個主要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及Pearson相關係數，整理於表3。填
答者的LM球隊認同程度、桃園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皆相對偏高。地方依附與地
方認同間有高度正相關，而這兩個變數與球隊認同分別有低度正向相關。
表3
各量表信度、平均數、標準差及量表間相關係數摘要表
Cronbach’s α

平均數

標準差

球隊認同

球隊認同

.88

6.13

1.34

-

地方依附

.93

4.11

0.80

.32**

-

地方認同

.91

4.08

0.87

.32**

.85**

地方依附

地方認同

-

** p < .01。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驗證本研究所假設之調節模型 (moderation model)。
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兩自變數，亦先經由平均數集中化 (mean-centering) 處
理，以改善下列兩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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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模型中包含兩個自變數相乘所得之交互作用項，可能導致共線性問題
(multicollinearity) ；
(二) 自變數迴歸係數無實質解釋意義 (Hayes, 2013) 。本研究調節模型中 (見
表4) ，自變數迴歸係數b31代表地方認同為0時，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的影
響。b32則可解釋為當地方依附為0時，地方認同對球隊認同的效果。然而，
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兩自變數皆以五點尺度測量，沒有真正零點
(zero-point)，以上敘述之自變數迴歸係數解釋並不成立。平均數集中化將
變數零點挪移至變量平均值上，即可改善此解釋問題。
我們以球隊認同為依變數，平均數集中化後的地方依附、地方認同以及兩
者相乘項為自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來檢驗地方依附與地方認同的交互作
用 (Frazier, Tix, & Barron, 2004) 。此多元迴歸統計模型中，各自變數容忍度
(tolerance) 皆大於0.1，變異數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皆小於
10，所有條件指標 (condition index) 皆小於30，自變數間沒有嚴重共線性問題。
分析結果摘要，見表4，詳細討論如下。
如表4模型一所示，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 (F(1, 219) = 25.40,
p < .001; b11 = 0.54, p < .001) ，本研究之H1成立。當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兩自變
數同時解釋球迷認同時 (即模型二) ，雖然此模型仍為一顯著模型 (F(2, 218) =
13.62, p < .001) ，兩變數卻都不是球隊認同顯著解釋因子。模型三則為本研究
所假設之調節模型。由表4模型三結果可知，調節模型達顯著水準 (F(3, 217) =
11.12, p < .001) ，包含交互作用項在內的三個自變數解釋了球隊認同13.33%的
變異量 (R2 = .13) ，地方依附與地方認同的交互變項顯著提升了模型的解釋力
(∆R2 = .02, p = .02) 。此外，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顯著正向條件效果
(conditional effect; b31 = 0.42, t(217) = 2.04, p = .04) ：當地方認同在平均水準 (得
分= 4.08) 時，地方依附每增加1單位，球隊認同會提高0.42單位。最後，地方依
附與地方認同間的交互作用亦達顯著 (b33 = 0.20, t(217) = 2.36, p = .02) ，意即地
方依附對於球隊認同的解釋力會隨地方認同程度不同而改變。每當地方認同增
加1單位，每單位地方依附改變對球隊認同的影響力也跟著增強0.2單位，也就是
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的線性斜率提升0.2。此外，交互作用項解釋了2.22%的球
隊認同變異量。本研究之研究假設H2成立：地方認同會正面增強地方依附和球
隊認同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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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球隊認同

步驟一

地方依附
2

(∆R )
步驟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0.54***

0.31

0.42*

0.25

0.32

(.10***)

地方認同
2

(∆R )

(.01)

步驟三 地方依附x地方認同

0.20*

2

(∆R )
合計R

(.02*)
2

調整後R
F值
自由度

2

.10

.11

.13

.10

.10

.12

25.40***

13.62***

11.12***

1, 219

2, 218

3, 217

註：表中標示之迴歸係數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地方依附和地方認同皆經過平均
數中位化處理。交互作用項為平均數中位化處理後之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的相乘
項。各模型常數項分別為：Constant模型一 = Constant模型二 = 6.13; Constant模型三 = 6.02。
* p < .05 *** p < .001

確認調節作用顯著後，我們利用PROCESS Macro (Hayes, 2013) 進行聚光燈
分析 (spotlight analysis) ，進一步解析交互作用。首先，將以平均數加減一個標
準差為標準界定出的高、低地方認同，以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得出的高、低
地方依附，分別代入表4模型三所得之調節迴歸方程式中，即可計算出相對應之
球隊認同估計值，繪製出交互作用示意圖，見圖2。在高、低地方認同情況下，
PROCESS Macro可分別估計、檢驗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的條件效果 (或稱簡單
斜率；simple slope) ，討論如下。
對於地方認同相對低的球迷 (得分 = 3.22) ，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並沒有顯
著解釋力，條件效果為0.25 (即圖2中虛線斜率；t(217) = 1.23, p = .22) 。然而，
在球迷有較高地方認同 (得分 = 4.95) 的情況下，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則有顯著
正面影響，條件效果為0.59 (即圖2中實線斜率；t(217) = 2.54, p = .012) ，解釋力
也比地方認同在平均水準時 (得分 = 4.08) 的0.42更為強烈；在高地方認同球迷
身上，地方依附每提高一單位，球隊認同則提升0.59單位。
60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17(1), 47-69

Johnson-Neyman分析法更進一步指出，若地方認同高於4.00，地方依附對球
隊認同就有顯著正面解釋力，條件效果為0.40 (t(217) = 1.97, p = .05) ，且隨著地
方認同逐漸提升，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的解釋力漸趨增強，亦就是說：在有一
定地方認同程度的球迷身上，地方依附轉化成球隊認同的情況較為可能發生，
且轉換強度會隨著地方認同度提高而增強。

圖2 地方認同對地方依附與球隊認同間關係之調節效果示意圖

肆、 討論
本研究旨在討論 LM 球迷的地方依附、地方認同與球隊認同間的關係，將
地方依附、地方認同視為兩個獨立變項，試圖了解地方依附對於球隊認同的影
響，以及地方認同在地方依附與球隊認同間關係之調節效果。
填答者背景資料分析顯示，球隊認同與球迷觀賞頻率及球迷購買頻率有顯
著正向關係，此發現跟 Lee 與 Kang (2015) 研究結果類似，證明職業球團提升
球迷對球隊認同感，可影響球迷觀賞意圖與購買商品等消費行為，進而提升職
業球團之整體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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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第一個假設成立：地方依附對球隊認同有
顯著正向影響；球迷對地方的依附程度可能轉化為球隊認同，越是依附所居住
城市的球迷，對於根據地在同一城市的球隊有越高度的認同。地方依附與地方
認同間的交互作用亦達顯著，本研究第二個假設也成立：地方認同對於地方依
附和球隊認同之間的關係，有正面調節效果：地方認同程度可強化地方依附與
球隊認同間的正向關係；地方認同程度較高，地方依附及球隊認同間會存在更
強的轉化關係。
過去提升球隊認同相關研究多從球員、教練與球迷社群的角度來探討 (張
曼玲、姚立言，2010； Yoshida et al., 2015) ，本研究沿用環境心理學的概念，
將球迷與「城市」的連結納入球迷行為討論中，補足臺灣職業運動球迷行為研
究中相對薄弱的部分，也為屬地經營模式提供實證上的支持。這份針對桃園本
地 LM 球迷進行的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有一致觀點及發現 (林若慧、林濰榕,
2014； Ninomiya, 2010, 2011) ，顯示職業球團確實能透過屬地主義經營提升球
迷認同。首先，透過和在地城市密切結合的營運及行銷活動，在居民心裡建立
「職業球團 ＝ 城市」的認知，並使其地方依附感中含有屬地球隊的成分，這
樣的地方依附感會更進一步轉化為球隊認同，使地區性的球迷對在地球隊產生
歸屬感。球隊認同與歸屬感的塑造，對於職業球團相當重要，球隊認同感除了
增強觀賽意願與購買行為外，對球迷的球隊忠誠度、觀賽滿意度等亦有正向影
響，進而帶動門票、商品販售以及轉播權利金等收入。再者，職業運動球團也
能透過球隊認同塑造來拓展運動贊助商機，帶進更多財源。高度認同球隊的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有 較 高 認 知 ， 且 展 現 較 正 面 的 品 牌 態 度 (Donahay &
Rosenberger, 2007) ，品牌能因此獲取較高贊助效益，從而更願意贊助球團。為
期營運成功，職業運動球團必須培養高度認同的球迷基礎，與在地城市密切結
合是確實可行的切入方法。事實上，屬地營造不單指球隊與城市間的結合，屬
地主義衍生而出的城市與城市間的對抗氛圍，亦是提升球迷球隊認同的著力點
之一：球隊在鄰近社區的代表性、同儕或家人為共同球隊之支持者、球隊所代
表的區域性等，均有可能進一步提升球迷對球隊認同感 (Fink, Trail, & Anderson,
2002) 。例如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 最具代表性的波士頓紅襪隊 (Boston Red
Sox) 與紐約洋基隊 (New York Yankees) ，以及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的皇家馬
德里 (Real Madrid Club de Fútbol) 與巴賽隆納 (Fútbol Club Barcelona) 之間的
比賽，都帶有濃厚的城市對抗氣氛，進一步強化球隊在所在城市的象徵意義，
亦加深球隊與城市居民間的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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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職業運動可運用屬地主義經營的概念，透過在地經營吸引在地球迷，
深化城市、居民與球隊的關係與連結性。因為城市居民會將他們對地方的依附
情感轉化為對球隊的認同，
「屬地主義」經營應強化球團與地方連結，在居民心
裡留下「球隊 ＝ 城市」的認知，並利用地方依附到球隊認同的轉換機制，塑
造高度球隊認同。
由實務角度檢視本研究結果，我們建議臺灣職棒球團可從以下三個方向衍
伸屬地主義經營策略，加強球團與地方之連結：
(一) 經營球場吸引地方球迷
目前臺灣職棒球團都有認養在地球場，但礙於經費對於維修或整建既有球
場的設施的做法比較保守。然而，職業運動須在特定地點產出及消費，球場對
於球迷來說是個特別的場域，是代表「家」的地方 (Charleston, 2009) ，在地
球隊與球場同時是城市的象徵，球賽本身又是居民從事社會活動的重要場域，
這些都是讓「球隊」成為地方依附感一環的重要關鍵，因此營造球場氣氛、提
供球迷優質的服務，是吸引在地球迷首要之務。
(二) 建立與屬地城市社區之關係
社區關係會影響球隊認同及球迷觀賞意願 (Ohnishi & Harada, 2008) 。屬
地主義概念上，將球隊視為這個城市或地區的一份子，球隊積極參與所在城市
事務，有助於「球隊 ＝ 城市」認知的塑造。CPBL 每年辦理的「基層棒球巡
迴列車」
、LM 認養桃園地區國小棒球隊以及在桃園各地方招募「應猿店」
，皆
是建立長期社區關係的策略。2011 年 311 東北大地震後，日本東北樂天鷹球
團擔任起鼓舞東北地區災民的應援團，從 2012 年開始至今已經在東北六縣發
起多項聲援活動，球員們親自到災區慰問並與球迷們互動，讓東北球迷更加支
持樂天鷹。職業球團深耕地方，並持續拉近與居民之關係，有助於球隊認同的
提升。
(三) 與地方政府緊密合作
LM 的主球場青埔球場雖然位於桃園的邊陲地帶，但桃園市政府計畫性地
設立機場捷運桃園體育園區站，通車之後球迷到球場觀賞比賽將更為便利。球
團應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積極將球團與地方結合，例如球團
可以透過地方政府的宣傳媒介如觀光局等來宣傳球隊，而地方政府可藉由球賽
對球迷宣導地方政府的政策。另外，球團亦可優先僱用當地居民為主場球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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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球團與政府密切合作的各項正面綜效，應能
增加居民對城市的依附情感，甚至進而提高居民對球隊的認同。
在職業運動球迷經營的實務工作中，城市、居民和球隊三者間的關係往往
是職業球團關注的焦點，球迷行為研究卻甚少將居民與城市之關係納入討論範
疇。本研究引入環境心理學中的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兩項理論構念，為屬地經
營模式下球迷與地方間的連結和球迷認同間的關係，提供了實證。由於本研究
僅針對現場LM球迷之地方認同、地方依附及球隊認同探討，建議後續研究可收
集桃園市各地區LM球迷與非球迷之樣本，進行更廣泛的分析。另外，CPBL各
球隊、各主場城市及其居民間的關係，都值得深入探討。透過各組合研究結果
交叉比對，我們將更深入了解臺灣職業球團、球迷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亦有助
於建構更多元的球迷行為模式理論。
環顧全球，職業運動球隊大多採用屬地模式經營，從深耕地方開始，來獲
得球迷認同。本研究發現，球迷與地方的關係確實可強化球迷對球隊的認同感，
屬地主義也適用於臺灣職業運動環境。棒球雖被視為臺灣極為重要的運動發展
項目，但CPBL的人氣往往得仰賴國際賽戰績才能提升，實非職業棒球運動發展
之福。身為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領航員，CPBL應在地方關係、規章制度與行銷
策略規劃等與國際潮流接軌，導入屬地經營模式，才能帶動臺灣棒球運動的永
續經營，全面提升臺灣運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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