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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造者運動起源自美國車庫文化，現今已被廣泛運用各個領域，體育創客亦
在美國快速發展，本研究將以美國體育創客個案為例，探討其發展及其應用對體
育產業的重要性。本研究將美國體育發展進程分為體育本質的進化與生活型態的
改變兩大類，並將美國體育產業現有賽事及公司個案進行分類舉例，分析創客價
值及其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體育文化和美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加上政府及教育
的推廣造就美國體育創客的蓬勃發展，從強化賽事、提升生活品質、改善觀賽體
驗等不同角度，美國創客文化都忠於既有的產品找到了新的應用，達到讓體育變
得更好的目的。最後，研究建議創客運動在各種領域的發展上都脫離不了生活，
若要發展體育創客，僅靠政府補助推廣並不足夠，需從教育著手，讓體育融入人
民的生活，才能達到實質的效果。

關鍵詞：自造者運動、創新、科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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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創 客 ， 又 稱 為 自 造 者 ， 最 初 是 由 美 國 雜 誌 (MAKE) 創 辦 人 Dale
Dougherty 於 2005 年提出 (Dougherty, 2012) ，Dougherty 認為只要透過自己
動手做的精神，將想法實體化的人就能稱為創客 (許裴晏，2018) 。自此之
後，大眾對於創客一詞有著廣泛的定義，創客必須熱衷於探索、擁抱科技、
堅持創新、樂於分享等，但其實都脫離不了 Dougherty 強調的核心價值「讓
生活變得更好」(徐威龍、徐章寧，2014) 。勞動部發展署在 2018 年做了一
系列的創客專題報導，從各個角度切入創客背後的價值及起源，其中特別提
及創客起源自美國的車庫文化。從 19 世紀開始，車庫是美國自造者們能盡
情放手去做的空間，而這種人們發自內心、沒有營利目的，在藝術、生活、
工業等領域動手做的次文化，就是被喻為第三波工業革命「自造者運動」的
起點 (勞動力發展數位平臺，無日期) 。目前全球品牌價值最高的三間公司，
蘋果 (Apple) 、谷歌 (Google) 和亞馬遜 (Amazon) 皆是美國車庫文化的代
表，因此擁有創客文化和致力發展創客空間 (Makerspace) 的美國也成了第
三波工業革命的領頭羊。
本文作者所認為的創客精神，不需侷限於特定創作方式，只要從發想到
生產的過程忠於改變、提升，進而解決體育產業的既有問題就符合其核心讓體育變得更好，如同邊莉 (2016) 所指創客不同於傳統的發明者，發明者
追求的是根本性創新，創客是改造和擴展已存在的技術或是尋找新的應用。
美國體育發展的軌跡不外乎體育本質的進化與生活型態的改變，本文將從以
上兩個角度搭配實例來論述不同創作型式的創客運動在美國體育產業的發
展。

貳、美國的運動創客案例
美國目前在體育產業上的發展及規模無人能出其右，四大職業聯賽：國
30

家美式足球橄欖球聯盟 (NFL)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美國職業
籃球聯賽 ( NBA) 、國家冰球聯盟 (NHL) 、全美大學體育協會 (NCAA) 及
其他職業與業餘賽事都帶來可觀收益。貴為職業運動發展最興盛的國家之一，
其背後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總是成為各商業機構爭相研究的指標。隨著科技與
運動的結合，全球的運動產業所創造出的價值更是蒸蒸日上。越來越多科技
產品改變了傳統的運動消費方式及思維，如今在美國與運動賽事相關的消費
已經完全做到一支手機就能滿足所有的需求。紙本票券除了已漸漸式微外，
取而代之的是官方認可的線上售票系統及線上安全二手市場。舉例來說，以
往為欣賞職業運動比賽皆須早早買票，但現今美國最大的官方線上售票平臺
Ticketmaster 與多個職業聯盟合作提供給消費者更方便且快速的選擇。除了
Ticketmaster 之外，StubHub、SeatGeek、TickPick 等官方認可二手交易網站
皆可做到在賽前最後一刻甚至比賽開始後還持續開放售票，因此在美國欣賞
運動賽事已經成為一件非常
如今在美國看球生態已經非常的便捷，舉例來說，住在紐約的洋基球迷，
下班後突然想去現場看比賽，那該球迷可在球賽開打前的最後一刻或球賽已
開打後以低價買進有官方認證的二手票。進入球場時，可特別選擇通過無須
排隊的克雷爾生物識別技術通關入口 (Clear Gate) 進入球場，隨後再以手機
把手上的電子票分票給尚未進場的友人。同時再以手機裡的洋基球場 App 選
擇看球時想吃的餐點和飲料，接下來還可以選擇自行取餐或是讓球場工作人
員送餐並以線上支付的方式完成付款。基本上連錢包都不需要帶就能看一場
球賽。而創造出如此方便的消費行為除了科技的進步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
球團和職業聯盟想讓看球變得更容易的的初衷。如同本文對運動創客所下的
定義，創客就是從發想到生產的過程忠於改變、提升，進而解決體育產業的
既有問題就符合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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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育本質的進化
在美國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活動就屬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即便國
家美式足球聯盟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在美國穩坐職業聯賽的龍
頭寶座，但美式足球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其健康問題，美式足球員在極高強
度的身體對抗下，經常造成嚴重的運動傷害，其中最致命的就是慢性創傷性
腦病變 (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CTE) ，這種腦部創傷斷送了無數
球員的職業生涯甚至因其後遺症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美國民眾更因為懼怕
CTE，全美從事美式足球運動的人數從 2006 年的八百萬人逐年遞減至 2017
年的五百萬人 (Statista, 2018) 。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的神經科學教授 Dr. Raymond Colello 某天看著家裡
冰箱上的磁鐵，發想出了潛在辦法解決美式足球員的腦創傷問題。根據研究
(Nuwer, 2014) ，球場上百分之六十的腦震盪都是由球員頭盔對撞所產生的，
因此 Colello 教授認為也許磁鐵間的反作用力能用來減緩甚至避免頭盔碰撞
產生的巨大衝擊力。Colello 教授在 2014 年有了這個想法後，使用家庭經費
購買了一些釹磁鐵就在自家及學校的研究室做起了新式頭盔的設計和碰撞
實驗。一般來說人腦只要承受 100 個 G 力以上就會大幅提昇腦震盪的可能
性，而 Colello 教授的研究數據表示比賽中美式足球員頭盔與頭盔的碰撞會
產生 20 到 150 的 G 力，實驗中若藉由釹磁鐵的反作用力延長撞擊的時間，
即便只有延長 5 毫秒都可以將 120 的 G 力降到 84 (Roehr, 2019) ，因此是非
常有機會大幅降低球員承受腦震盪的風險。這個想法後來還獲得維吉尼亞聯
邦大學的五萬美金補助，並得到 NFL 的重視，在 2017 年將 Colello 教授邀
請到 NFL 提案討論採用這款新式頭盔的可行性。縱使最終提案沒有被 NFL
採納，但 Colello 教授對此款頭盔仍舊有信心，希望在修正後，能進行正規
比賽的撞擊測試，並期望有朝能在 NFL 賽場上看到球員穿戴他所製造的頭
盔。整個研究過程，Colello 教授從創意到實作都充分體現了前述所定義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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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精神，並在體育泱泱大國不願面對的痛處尋求一帖藥方。
創客運動以多元化的型式廣泛地應用在體育產業中，傳統體育項目如前
述的美式足球，除了在硬體及裝備上追求升級，也在規則上明確限制了頭盔
撞擊的犯規條例。體育項目本身在制度及比賽型式上都在不斷創新，並且近
年來多項轉型體育活動在美國漸漸刮起炫風，而這一切也都始於美國體育界
想讓體育變得更好的創客精神。例如根據美式足球而改良的 Flag Football 奪
旗式美式足球或稱腰旗美式足球，即是一種簡化版的美式足球，即便腰旗美
式足球幾乎擁有和全裝美式足球相同的悠久歷史，但腰旗美式足球受重視的
程度遠不及全裝美式足球，直至近幾年因全裝美式足球的健康議題，腰旗美
式足球才重新聚焦在鎂光燈下。腰旗美式足球的進行方式有別於傳統全裝美
式足球，防守球員不需以激烈的擒抱方式阻擋進攻，取而代之的是防守球員
奪走進攻球員腰間的旗子或布來終結一回合進攻，這類安全性較高但不失比
賽張力的腰旗美式足球漸趨流行，甚至在 2017 年創立了首個美國職業腰旗
美式足球聯盟 (The American Flag Football League) 。腰旗美式足球的誕生
降低了美式足球這項運動的參與門檻，沒有昂貴且厚重的裝備壓力、減少身
體素質的要求、也減輕了因衝撞導致的運動傷害，因此腰旗美式足球這項運
動逐漸普及，也連帶降低民眾對全裝美式足球的排斥感。腰旗美式足球在比
賽型態上講求平易近人，從發明、推廣到普及的進程雖不算是完全的創新，
但是是在既有的美式足球的本質上進行修正並尋求差異化與安全性。
若要提到以創客的思維而衍生出來的新興體育，那由傳統路跑演變而成
的泥巴煉獄 (Tough Mudder) 就像是匹四蹄翻騰的賽馬，在體育產業這個賽
場上全速奔馳。路跑活動風潮席捲全球，愈來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開始投入
馬拉松、半程馬拉松、越野障礙賽、10 公里路跑或 5 公里路跑等各式路跑
競賽。美國每個城市幾乎每週末都有三到五場的路跑盛事，根據 Running
USA 美國路跑組織的年度報告 (2019) ，在 2012 年美國各項路跑活動參與
總和約只有 212 萬人次，但在 2018 年數據直接暴增到 1800 萬人次 。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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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間，參與各項路跑的人數呈爆炸性的倍數成長，除了可歸功於路跑活動
自身蓬勃發展之外，各式特色路跑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才是提升多數跑者
選擇參與各項路跑的主因。
其中最具話題性的 Tough Mudder 又稱為最強泥人挑戰賽或泥巴煉獄，
由來自英國的 Will Dean 與 Guy Livingstone 於 2010 年在紐約所創立。
Tough Mudder 這個風靡全球的障礙賽源自於 Will Dean 就讀哈佛大學商學
院時所提出的商業計畫。Will Dean 在學時根據傳統馬拉松賽事提出一份改
良版的越野障礙賽，也就是 Tough Mudder 的雛形，並以此參與哈佛大學商
學院一年一度的商業計畫比賽。Tough Mudder 是一個混合式越野障礙賽，
參加者在路跑的過程中需穿越層層不同的挑戰關卡，例如在泥巴堆中匍匐前
進、跳進深達兩公尺的泥巴湖再翻越長達五公尺的光滑鐵桶、像泰山一樣盪
過四公尺的跳臺等各種挑戰。Tough Mudder 的比賽採不計時制，參加者不會
有名次之分，更沒有完賽獎牌。參加者可選擇參加八公里組含十項障礙的短
距離挑戰賽，或是十六公里組含二十項障礙的長距離挑戰。Tough Mudder 的
障礙賽講求團隊合作的精神，因此多個障礙都必須要靠團隊協力才能完成。
在一次的訪談中，創辦人 Will Dean 表示：
「我不只想成為一個只在乎收益的
公司，我希望 Tough Mudder 能讓世界變得更好，讓人們學會合作，讓人們
更快樂」
。如同許多特色路跑一樣，Tough Mudder 障礙賽希望淡化競技運動
的競爭關係，因此不採用各項競技比賽之規則，而是選擇回到讓運動可以帶
給人們快樂的初衷來讓體育變得更好。
Tough Mudder 成立短短不到十年，在去年創下 350 萬人次參與的紀錄
(Tough Mudder, 2019) 。這個數字每年穩定的攀升最大的原因就是公司所創
造出的創客空間。2016 年，Tough Mudder 進軍上海前夕，懶熊體育做了一
個獨家專訪來探索這間公司成功的秘密。在專訪中，創辦人 Will Dean 表示：
「公司裡的人充滿創造力，願意創造新東西。而且大家也懂得團隊協作的重
要性，共同合作去達成目標 (懶小熊，2016) 。此外，公司每三個月會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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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哈佛商學院最新的案例來掌握每季的市場趨勢，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能每
年開發出新障礙項目的原因」 (Tough Mudder, 2019) 。近年來，有更多創意
路跑的活動出現，而 Tough Mudder 仍然能穩居其中的佼佼者，原因不外乎
是 Tough Mudder 掌握了創客最根本的精神：擁抱創造力並鼓勵員工動手做。

二、生活型態的改變
現今全球的體育營運模式有別於傳統體育講究比賽本身，更多的是想方
設法提供體育迷最好的參與體驗，因此創新成為現代體育用來吸引新世代體
育迷不可或缺的關鍵；科技則在一定程度上被體育應用來傳遞創新的媒介，
舉凡實境擴增 (Virtual Reality) 、夢幻運動競賽 (Fantasy Sports) 、無人機競
賽等無一不利用科技帶給體育迷全新的體驗，而恰恰創新與科技這兩者正是
當前普羅大眾對於創客運動所浮現的第一印象，當體育結合了創客，美國的
體育文化正掀起一波新的浪花。
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無疑直接影響了這股浪潮的走勢，從比賽進場人數
連年下滑，但電視轉播權利金卻逐年攀升的情況來看 (Mathewson, 2019) ，
家成為了一般大眾首選的體育場館，這現象不僅僅發生在職業賽事，也發生
在更貼近你我生活的個人健身上。健身房過高的年費、健身教練素質的參差
不齊、時間的安排、抑或是懼怕旁人眼光等因素，人們開始發現繳交給健身
房的費用似乎不一定能換來同等的熱量燃燒，YouTube 上的健身頻道開始大
量出現，人們都可以透過手機、電腦、平板等電子產品在家自己健身，
MIRROR 健身鏡便順應這個趨勢在 2018 年誕生。Brynn Putnam 為 MIRROR
的創辦人，一手催生了這項家用健身產品，Putnam 是位前芭蕾舞者，後來轉
型為健身教練並自己在紐約開辦了一間小型健身工作室，新入健身市場的她
發現自己的工作室沒有市場區隔，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於是結合了自己的
經驗開始著手打造 MIRROR 這面家用健身鏡。平時的 MIRROR 就是面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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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鏡子，但打開電源後它便化身為巨型的電子面板，用戶可以觀看實時播放
的健身課程，課程種類相當多元，從有氧到瑜伽皆可滿足多數人的運動需求，
用戶也可同時看到教練與自己的動作，不需來回檢視自己動作的準確度，
MIRROR 甚至可以計算用戶運動表現的各式數據並即時呈現在面板上。
MIRROR 的出現相容了家與健身房的優點，還同時克服了一般家庭電子面
板過小和固定式的缺點，MIRROR 在美國各大報章媒體獲得 The future of
fitness 的美譽。MIRROR 也是一個典型的在既有基礎下擴展出新的應用的創
客例子，Putnam 成功將 MIRROR 這個想法實品化，再將實品轉化為商品，
藉此滿足市場的需求。
近期剛結束的 2019 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 例行賽進場人數再次下跌，
根據大聯盟的官方數據，每隊平均進場人數衰退了 1.7% (ESPN, 2019) ，此
外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個球季進場觀眾數持續下跌。造成這個的原因除了棒球
本身冗長及觀眾群老化等原因外，日趨多元的觀賞運動賽事的方式也間接的
影響了觀眾進場的意願。在未來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更可能慢慢
成為造成觀眾進場下降的主要原因。虛擬實境是利用電腦技術模擬出一個立
體、擬真的 3D 空間，當使用者穿戴 VR 特殊顯示裝置就會有身歷其境之感
覺。近年來，虛擬實境產業擴張快速，根據 Statista 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9
年虛擬實境產業已創造出 64 億美元的的產值 (Statista, 2019) 。尤其在運動
場上攝影機攝影的角度已經從平面延伸到 360 度拍攝，越來越多的顯微鏡頭
捕捉到球場每一個角落。因此運動場上的 VR 直播正慢慢地衍生出一種新型
的觀看比賽方式。
其中 NextVR 就是一間專門轉播運動賽事的虛擬實境公司，NextVR 目
前與美國各大職業聯盟合作推出虛擬實境直播賽事，透過 NextVR 可觀看的
賽事包含 ESPN、FOX Sports、NBA、NFL、MLB、 NHL、NASCAR、WWE、
Boxing 等眾多主流賽事 (Dickson, 2016) 。使用者透過 NextVR 的平臺並戴
上特殊顯示裝置 (如 Samsung Gear VR、Google Cardboard 或 Oculus Ri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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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坐在動輒要價數百美金的場邊座位上，並可透過攝影機不同的角度
360 度的切換方向來欣賞比賽。目前 NextVR 的收費方式以推廣性為主，基
本上只要有購買特殊顯示裝置及購買各聯盟的 League Pass 透過 NextVR 平
臺即可免費欣賞特定場次的 VR 直播。此外，針對特定比賽 NextVR 也會透
過販售單場賽事的方式來收取費用。未來隨著虛擬實境的技術持續進步，越
來越多消費者會選擇透過 VR 直播的方式來欣賞運動賽事，新的生活型態也
正在一步一步的慢慢演變中。
Tailgate 是美國體育非常重要的文化，更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生活態度，
tailgate 指的就是運動比賽前，球迷會在球場邊的停車場或空地烤肉、喝酒、
玩遊戲，這種小型的賽前派對通常只需要一台家用車，打開後車廂拿出一些
摺疊椅、餐具、飲料、食物就能進行，因此車子的後車門英文 (tailgate) 就
直接被用來形容這樣的賽前派對。Tailgate 的規模可大可小，不論從社區比
賽到職業賽事都可見球迷在球場邊 tailgate，其中 tailgate 最為盛行的運動項
目還是美國人最愛的美式足球，對於部分美國球迷來說，有時 tailgate 的重
要性甚至超越了球賽本身，經常傍晚的比賽，早上就有成千上萬人湧入球場
周邊狂歡，更有許多球迷即便球賽開始後也不進場，他們只需要買一張停車
證就能 tailgate 一整天，然後帶著收音機、電視機、訊號接收器或看著球場
外的大螢幕轉播關心賽事，這樣就足以讓美國人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美國特有的 tailgate 文化催生了如 Party Shack 這類的體育公司，Party
Shack 看準了球迷的需求，專門提供移動式的快拆包廂，這個服務很像去露
營時本來搭帳棚，後來升級成了高級露營車的概念。美式足球賽季橫跨夏天
和冬天，在美國部分地區高溫可到攝氏 38 度，低溫亦到攝氏零下，這樣的
天氣不見得適合 tailgate，但 Party Shack 移動式包廂的室內冷暖氣輕易克服
了天氣因素，室內配有沙發、吧台等傢俱，舒適的環境、無限的餐食飲料，
只需要花費約一張球票的價格，又不需另外買球票和停車證，多邀個三五好
友又能平攤費用，對於那些只想 tailgate 而不進場的球迷來說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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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部分小型的比賽、不受場地限制的體育項目，Party Shack 的移動式包廂
是可以直接進駐在賽場周邊的，如此一來也等同於球迷們享有了包廂式的觀
賽體驗。Party Shack 將原本球場內必須花大錢才能享有的包廂概念，應用到
了球場外，在相同的條件基礎下提昇了球迷的賽事體驗，卻又不需提高付出
同等的代價，這樣創新且大幅改善體驗感的服務已被 NFL 球隊如傑克遜維
爾美洲虎隊所採用，就如同 Party Shack 的老闆 Joe Bowers 在 CBS 的專訪中
所說：「We think this is the future of tailgating」 (Dass & Jax, 2018) 。可以預
期這種由傳統包廂衍生出來的移動式包廂將更廣泛出現在美國眾多球場周
圍。

參、結語
美國，創客運動的先驅，體育產業的領頭羊，正在創新的道路上不斷前
進。就本文所舉案例來看，體育產業的創客運動並無不同於一般的創客運動，
只有在於如何應用及應用在不同領域的差別，創客順應生活而生，生活因創
客而改變。基本的創客運動已經開始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但專注在體育的
創客文化除美國外尚未見其被重視，主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美國的體育文化已
經是美國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體育未必是其他國家所專精或投
入資源發展的項目，因此美國可以在體育賽事的本質上就與其生活習慣連結，
進而在其所需之處尋求滿足之道，這並不代表美國必定優於其他國家，而是
每個國家有其擅長之處。另外，除了體育文化高度融合居家生活外，政府的
推廣及教育的培訓都扮演關鍵的角色。近年來，即便創客運動在全球的推廣
及研究尚不臻完全，但從各領域的經濟指標到創客基礎教育的投資，甚至前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其任內還推動了自造者日 (National Day of Making) 及教
育創新十年計畫 (Educate to Innovate) ：以培養十萬名 STEM (科學 Science、
技術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學 Math) 科系學生為目標，鼓勵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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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效仿創客精神，將動手實作的能力帶入教室藉以提升學生的科學能力
(DT 時代周刊，2015) ，可見創客精神的重要性其實不言可喻。如同作者之
一於就讀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運動商業學系 (Sports Business)
期間曾參與過由紐約噴射機隊 (New York Jets) 和學系合作開設的運動創客
工作坊，工作坊為期八週，每次三小時。這個工作坊談論的主題完全不設限
制，希望藉由腦力激盪激發出爆炸性的創意，從各個角度面相切入來幫助球
隊營運，舉凡增加球隊收入、提高進場人數、降低球團支出或是創造更好的
進場體驗等，這個工作坊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參與者除了思考之外，最重要的
是要付諸實踐。這樣的產學合作是美國體育創客運動的重要推手，這類的產
學合作也在其他國家普及地應用於不同領域，並且在這些領域都帶來了成長
與進步。
為有效的活化創客運動，除了政府補助之外，教育產業的產學合作及教
育規劃更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作者建議如中華職棒等職業聯盟跟球團可與學
校合作，舉辦運動創客比賽及運動創客系列講座來刺激臺灣的運動創客發展。
此外，臺灣的運動文化雖日漸普及但尚有許多不足之處，若可以培養出更多
運動球迷並養成固定欣賞運動賽事的習慣，未來當參與運動的年齡層漸廣，
更多人會一起朝著讓運動更好的目標去發展，運動創客文化更能蓬勃發展。
作者希望藉由本文給予讀者粗淺的美國體育創客文化案例，激發讀者對
體育創客的興趣。就像本文所定義的創客精神，不需侷限於特定創作方式，
只要從發想到生產的過程忠於改變、提升，進而解決體育產業的既有問題就
符合其核心 - 讓體育變得更好。體育，作為全世界共通的交流語言，作者希
望有朝一日體育能因創新而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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