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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在歷經「國民體育法」修正、頒布「產業發展綱領」與「運動服務產業」後，運動產業在臺灣
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運動產業發展不僅可以提升競技水平、刺激經濟、開創就業市場，
也能激發運動相關產業的附加價值。本研究目的在於針對政府政策導引下之相關運動消費、習慣、發展
等調查報告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分析國人在運動政策、環境、服務等改變下，對於運動服務產業的需
求；探討運動服務產業下之「運動旅遊」發展歷程。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
「運動現況調查」報告，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鼓勵運動產業與異業結盟，辦理「優質運動遊程徵選活
動」
，透過將運動元素納入旅遊行程的規劃，發展創新服務並提升民眾觀賞性或參與運動消費支出。印證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為 33.5%之國人，對於呼朋引伴及前往提供運動設施的場所需求，和對休閒運動與觀光
休閒選擇的重視程度。民眾對於運動的期待已不是傳統基礎的運動教育，而是具有複合產業結合面向下
的休閒運動社交行為與休閒活動多元模式的運動旅遊。在「運動」與「旅遊」的結合下，運動不再只是
運動、旅遊不再只是走馬看花的形式，而是具有國人基礎運動和人格教育發展以達到個人身心靈休閒放
鬆效果，並具備相關產業結盟的觀光效益。
關鍵字：運動旅遊、運動產業、運動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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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行政院於 100 年 5 月 9 日頒布「產業發展綱領」
，以追求「提升國際經貿地位」
、
「轉型多元
產業結構」
、「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等為三大願景。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4 條規定：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展計畫，報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各產業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責推動所主管產業之發展。因此，教育部研擬「教育部產業發
展計畫」
，並擇定以「運動服務產業」
、
「高等教育輸出產業」及「數位學習產業」等項作為其子
計畫。教育部體育署除現有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之外，理應針對產業發展現況、產業結構及關連
性提出現階段之重點政策。
隨著「國民體育法」修正案於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正式施行，啟動臺灣運動協會改革，期
望提供運動員更加公平及更保障的運動環境。而國民體育法對於國民運動參與、健全體育環境、
推動國家政策等目的，希望讓臺灣從一般民眾到職業運動員的運動權益都受到保障。國民體育
法更訂定每年的 9 月 9 日為「國民體育日」
，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於該日開放公共體育場館提供民
眾免費使用，也鼓勵民間業者跟進，創造臺灣運動友善環境，讓民眾養成運動習慣。
「運動服務產業」在國外先進國家已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不僅可以提升競技水準、
活絡經濟、創造就業市場，也能衍生關聯產業的附加價值 (林長慶，2012)。臺灣隨著國民所得
提升與注重健康養生，運動已逐漸成為全民重視的生活休閒環節，加上職業運動的風行與全球
化，使得運動服務產業日益的蓬勃發展與受到重視。但運動服務產業中的運動旅遊是否也在政
策導引或是旅遊潮流中快速發展呢?這個發展速度值得我們來進一步探索。

貳、研究目的
臺灣正面臨全球性的變化和發展趨勢環境，如何成為眾多先進國家中具備競爭力的國家之
一，在此發展階段極為重要。「運動服務產業」是在 20 世紀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新興產業
之一。根據財政部「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101 年 8 月)第七次修訂版本，將「運動服務
業」定義為：從事職業運動、運動場館經營管理及其他運動服務之行業。其中包括職業運動業、
運動場館業及其他運動服務業。
截至目前為止「運動服務產業」伴隨著相關產業的發展，逐步邁向成熟；「運動服務產業」
儼然成為 21 世紀的明星產業一份子；
「運動服務產業」的成長，是供應鏈中的各個相關產業外，
更應該與其相關產業具有重疊性的水平產業間產生共鳴效益，使其能資源共享並提升產業所創
造的經濟價值。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針對政府政策下之相關運動消費、習慣、發展等調查報告進行資料收
集與分析。(二)分析國人在運動環境、服務等改變下，對於運動服務產業的需求。(三)探究運動
服務產業下之「運動旅遊」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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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採用「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和「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
文獻探討法泛指一切以紙本或電子媒體所呈現的資料，如期刊、論文、報紙、摘要、評論、
圖書、雜誌、研究報告、微縮軟片、網路上的電子資料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本研究檢視與探討的
文獻來源主要以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
與期刊、報章新聞等。希望透過文獻探討瞭解臺灣體育運動下的運動觀光發展歷程。
次級資料分析則是延續文獻探討進行資料分析，從與主題相關的文獻或以前的調查中蒐集
現成的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次級資料分析是運用既存的政府統計資料與過去收集的資料，來
對研究主題進行實證的探究。
本研究收集教育部體育署公布 100-107 年的「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100-107 年的
「運動現況調查」
、101-107 年的優質運動遊程徵選活動補助金額，針對統計數字進行整合分析。
分析國人在 100-107 年運動環境、服務等改變下，對於運動服務產業的需求。進一步探究運動
服務產業下之「運動旅遊」在 101-107 年政策鼓勵發展歷程。

肆、文獻探討
運動產業涵蓋範圍廣泛，舉凡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運動場館等，皆為運動產業範疇。臺
灣運動產業在早期，主要以運動用品製造業市場為產業主力。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營造運
動產業良好的經營環境，積極提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並為國人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運動
產業發展條例於民國100 年7 月6 日制定公布。2017年更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部分修正
案，將「電子競技」及「運動經紀及管理顧問」納入運動產業範疇。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所稱運
動產業，指提供民眾從事運動或運動觀賞所需產品或服務，或可促進運動推展之支援性服務，
而具有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提升體能及生活品質之下列產業：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二、運
動休閒教育服務業。三、運動傳播媒體或資訊出版業。四、運動表演業。五、運動旅遊業。六、
電子競技業。七、運動博弈業。八、運動經紀、管理顧問或行政管理業。九、運動場館或設施
營建業。十、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批發及零售業。十一、運動用品或器材租賃業。十二、運
動保健業。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根據財政部「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105年1月）第十次修訂版本，將「運動服務業」定義為：
「從事職業運動、運動場館經營管理
及其他運動服務之行業。其中包含職業運動業、運動場館業及其他運動服務業。」
。在臺灣的運
動消費統計中，從民國102年開始有了連續的調查與記錄。有了運動消費統計資料對於運動服務
產業的規模估算提供了很大幫助，尤其是當發展運動旅遊時，是基於願意在運動付費基礎上才
會更進一步在旅遊時將選擇放在運動旅遊體驗與觀賞上。

261

德霖學報「第 33 期」

運動旅遊是在旅遊的目的中為了休閒或是比賽，而離開居住地去參與運動、觀賞運動賽會，
或是在旅遊中去參觀運動景點的一種旅遊型態。曾有學者以旅遊業者的角度檢視我國運動旅遊
的現況與發展，透過訪談兩位從事旅遊業達十年以上的業者，蒐集旅遊業者對於運動旅遊的基
本看法，並試圖找出相關發展我國運動觀光的重要因素與有待解決的問題。得到三個運動觀光
遭遇之發展困境結論：旅遊業者的認知與實際差距、我國整體市場需求過小、附屬型行程變成
運動觀光主流（林智偉、王宗吉，2013）
。
但在檢視運動旅遊演變歷程前我們可以先針對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輪廓，從社會變遷、國
家政策、運動項目改變及運動產業改革四大面向來回顧相關研究。

一、社會變遷下的體育運動發展趨勢
體育運動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現象（王宗吉，1992）
，所謂「社會變遷」是指
社會的結構、制度、人群關係，與生活中所遭遇一切情形的改變，社會變遷不僅是社會結
構的重組改變，也包含了人們態度行為與價值觀念的變更。隨著臺灣社會環境不停的改變
及所處國際社會環境的變化，臺灣體育運動在社會上的發展在不同階段有其不同的發展過
程，並且發展出其自己認同的體育運動社會經驗。
根據廖清海、張志成(2008.12)的看法，目前世界體育運動的社會變遷與現象，大致朝
著以下趨勢在發展；包括一、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趨勢－外來文 化的衝擊。二、商
業化 (commercialization) 的趨勢－唯利是圖走向。三、新國家 (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認
同的趨勢－意識型態主義。四、運動休閒化 (sport recreation) 的趨勢－民眾運動觀改變。
其重點如下：

(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外來文化的衝擊
「全球化」主要是由各種科技媒介進步所產生時間和空間的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進而使得空間距離消失，也就是所謂「地球村 (global village)」的形成。
以棒球為例來觀察體育運動的全球化結果，美國職棒大聯盟可視為跨國企業的一分子，
為了本身和世界的消費巿場，願意提供高薪尋求球技高超的球員，全世界各國的棒球
精英無一倖免，全都投效美國職棒。運動全球化的結果也造就了一群高薪的新移居工
作者，高度商業化的職業運動如美國職棒、美國職籃、臺灣職棒、歐洲職業足球…等，
提供工作機會給來自全球各地表現優秀的運動員，造成了一群新的運動移居工作者，
臺灣運動界超人氣王建民就是最佳的例子。

(二)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的趨勢－唯利是圖走向
在自由經濟巿場的社會裡，運動走向商業化是必然的趨勢。根據葉公鼎(2001)針
對國內外學者專家們所做過的運動產業結構分類，認為運動核心產業是由參與性運動、
觀賞性運動及運動專業證照向外延伸周邊產業所構成，運動周邊產業則包括運動相關
專業組織、運動用品製造、運動用品販售、授權商品業、場地設施建築、場地設施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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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運動傳播、運動資訊出版、體育運動行政組織、運動管理顧問、運動旅遊、合法
性運動博奕、運動歷史文物業及其他等。運動走向商業化的結果就是造就出發達的運
動相關產業，而獲取最大的金錢收益變成是涉入運動最重要的事。

(三)新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m)認同的趨勢－意識型態主義
奧運會是種族(國家)主義者或是反對(叛)勢力可以利用的舞臺；參與國際運動賽
會，並且表現優異戰勝所謂的強國，是最經濟且最佳的方法，舉辦奧運會這樣全球性
的媒體事件，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同時對外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國家文化，對內凝
聚國家民族愛國的意識，這種無形的效率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對各國執政者而言，
「體育運動」已成為現代凝聚民心的新「武器」。

(四)運動休閒化(leisure and recreation)的趨勢－民眾運動觀改變。
推展休閒活動成為先前國家的重要政策後，全世界開始重視運動發展的產業化，
並強調其在經濟上的價值，是基於人們對休閒活動的參與增加，而發展運動休閒活動
最重要的意義正在於滿足人類與生俱來對身體活動的渴求。能夠參與休閒活動被視為
是幸福的一項重要指標。臺灣對運動的推廣有長時間含有深層的政治意涵，當政府開
始將運動與教育、健康、藝術、文化、環境保護、觀光旅遊等做結合，影響民眾開始
注意健康休閒運動的生活選擇。從民國96年起政府結合民間業者的力量，開始在臺北
世界貿易中心舉辦「臺灣運動暨休閒產業展」，將臺灣在休閒運動方面的產業推廣給
全民，運動開始以休閒的面貌維度呈現在眾人眼前。

二、國家政策下的體育運動發展目標
要具備有未來競爭力的國家，有競爭力的國民是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先進國家均將運
動服務產業的推廣發展視為產業轉型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重點產業之一(蔡芬卿，
2008)。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體育署」前身)在民國88年的「體育政策白皮書」中已將
運動產業納入為未來發展目標之一；也陸續於民國91年提出多年期推動的「運動人口倍增
計畫」及民國99年起的「打造運動島計畫」，積極推廣全民運動、促進健康體能及推動運
動產業。行政院於民國93年針對「我國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觀光、運動休閒服務
業」，提出重點計畫—運動休閒服務業推動計畫。顯然說明臺灣的運動組織與發展，仰賴
政府資源的挹注與輔導，在運動產業市場也處於緩慢起步的階段。直到民國101年3月公告
實施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建構優良運動環境及促進產業發展之優質運動產業。
傳統運動強權美國，在民國99年提出「健康民眾2020」的目標；澳洲將體育政策為「澳
洲運動：邁向成功之道」；日本提出「運動立國的戰略」做為未來十年的運動發展策略。
而臺灣在民國102年針對未來的體育發展提出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規劃民國102年至112
年的臺灣體育相關施政，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為願景，期望達成「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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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文化」
、
「傑出運動表現」及「蓬勃運動產業」三大目標，並設定「學校體育」
、
「全民
體育」、「競技運動」、「國際及兩岸運動」、「運動產業」、「運動設施」六大主軸(教育部體
育署，2017)。透過改善國內運動相關軟硬體設施、提升國民終身運動習慣等策略加以實
現其目標，在政府積極地宣導下，全民參與運動的風氣也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

三、臺灣運動項目之發展與轉變－以高爾夫運動等為例
臺灣的「高爾夫」歷史，開啟於民國3年時日本人在臺北縣淡水鎮開發了三個球洞的
球場，這臺灣最古老的首座高爾夫球場就是「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球場」的前身。政府遷臺
後致力於經濟發展，帶動了高爾夫運動人口快速成長。然而，高爾夫運動雖然是一項多功
能的活動，除了運動與休閒外，同時兼具社交之功能，被視為健康且高雅、高貴的良好休
閒運動。
從民國58年金龍少棒隊獲世界少棒冠軍，到1992年中華成棒隊在巴塞隆納勇奪奧運銀
牌，棒球是我國在國際體壇上唯一可名列前芧的團隊運動項目。「棒球」運動深受國人喜
愛，民國79年職棒開打，大量球迷擁進球場開啟了棒球新篇章。
民國69年成立的「克拉克健康俱樂部」，是臺灣第一家設備齊全的健康體適能俱樂部
為，為美商克拉克先生與友人在臺投資，引進美國健康俱樂部訓練方法與營運方式，從此
便開創了臺灣健身業的時代。王丁林(2006.5)指出臺灣「運動健身俱樂部」的發展，最初
則是由美軍顧問團設立，目的是為因應美軍需求而產生的定點單店式俱樂部；之後於民國
66年的「太平洋聯誼社」與民國73年的「臺北金融家俱樂部」成立，屬於城市俱樂部，經
營項目以商業聯誼為主，至於其他週邊設施，如網球場、健身房、游泳池等附屬設施，是
國內最早的運動健身俱樂部雛型。早期的運動健身俱樂部多是以機械式的健身器材為主，
並且多位在郊區，費用昂貴，入會費動輒數十萬元，負擔得起的人不多。
而馬拉松賽事是在1896年的雅典奧運成為正式比賽項目，之後各國才逐漸重視起這個
運動。臺灣在日據時代其實已經陸續有些路跑賽事出現，但是第一次採用”マラソン(馬拉
松)”名稱的，應該是1916年1月份由日籍商店公會「府前會」在重慶南路舉辦的路跑賽，
分為大人與兒童組。路線是從目前的總統府前出發，右轉愛國西路再左轉，到中山南路再
左轉，然後一路跑到圓山飯店（當時為臺灣神社），不過這場賽事並沒有臺灣人參加。第
一次有臺灣人參加的賽事，是在1916年4月23日，由當時臺灣的最大報社「臺灣日日新報」
（後來的臺灣新生報）舉辦的空前賽事「全臺馬拉松大賽」。當時臺灣人對於馬拉松這個
名詞相當陌生，也很少有人會拿跑步當做興趣。直到民國97年左右，各地的愛跑的民眾自
組的路跑社團開始自辦小型馬拉松賽，在彼此串連與協助，於是馬拉松賽像遍地開花式的
遍及全島各地，形成臺灣馬拉松賽的一個特色，例如臺北馬拉松、臺中馬拉松、臺南古都
馬拉松等。臺灣路跑發展往全民化、休閒化、極限化方向發展，量的增長很可觀，但是質
的方面還有待提升，競技的方面偏弱。
鐵人三項，簡稱「鐵人賽」，是由三項運動組成的比賽；游泳、腳踏車、長跑，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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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順序組成，運動員需要連續完成3個運動項目，轉換項目時更換衣服和鞋的時間亦計
算在比賽時間之內。因此，若運動員只擅長其中一項，並不代表比賽佔有優勢。運動員進
行比賽前需要適當地鍛煉體能和耐力，以確保每個階段都能夠順利完成。可被稱做不親近
普羅大眾的一項競技運動。
臺灣自行車業的近70年歷史，從無到有、從仰賴進口日本車到土法煉鋼的製造、從各
自為政到統一規格、從內銷到行銷全球與國際化分工生產以及策略聯盟，創造了臺灣自行
車業的奇蹟，奠定臺灣自行車王國的厚實基礎。然而，從光復前到民國97年間，臺灣的自
行車價格昂貴，只有少數上流社會才能擁有的交通工具，演變到每個平民老百姓的基本交
通工具，後來又被汽機車所取代而逐漸沒落。直到現在能源短缺、高油價的環境下，提倡
環保、健康樂活的觀念興起，自行車搖身一變成為M型社會的休閒娛樂，而其價格也成M
型分布。民國98年起，臺灣開啟資源共享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經濟。民國101年11月，經濟
建設委員會委員會議通過投入12億元，加強連結縣市交界處的自行車「斷鏈帶」
，民國104
年12月30日打造出臺灣的「自行車國道」。臺灣自行車道的完整與普及，也是寂寞星球旅
遊雜誌將臺灣選為2012年最佳旅遊國的原因之一。
運動中心在先進國家而言，具有培養國民運動風氣、養成規律運動人口之作用。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規劃發展之國民運動中心，目的為「民眾日常運動、休閒、活動」之場所，
並具業餘體育與娛樂休閒效果。興建國民運動中心計畫以(一)契合體育政策發展需求、(二)
符合國民生 活型態、(三)融入在地特色與運動文化、(四)符合國際潮流、(五)培養運 動產
業專業人才、(六)以民眾休閒為主體、(七)支援辦理運動賽會，為規劃之概念目標。國民
運動中心之設施內容至少應包含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韻律教室、羽球場、綜合
球場及桌球場等六項必要之核心運動設施，其量體大小、設施等級與規格應依在地市場之
需求特性及周邊設施之競爭狀況而加以調整；附屬服務設施範疇如兒童遊戲室、哺乳室、
棋藝閱覽室、會議室、運動傷害防護室、行政管理辦公室、服務臺、販賣部、 廁所、淋
浴間等，則依法規或視營運需求設置。國民運動中心計畫始自民國98年起，臺北市12個行
政區目前皆各設有一座運動中心，由於臺北市運動中心均座落於都會區，除交通便捷外，
再加上「平價的消費與高品質的運動設施」等特點，普遍獲得臺北市民好評與讚賞，並開
始於臺灣其他縣市開始遍地開花。

四、臺灣體育運動之改革
隨著「國民體育法」修正案於民國106年9月20日正式施行，宣告臺灣運動協會改革開
啟，期望提供運動員更加公平及更保障的運動環境。而國民體育法對於國民運動參與、健
全體育環境、推動國家政策等目的，希望讓臺灣從一般民眾到職業運動員的運動權益都受
到保障。國民體育法更訂定每年的9月9日為「國民體育日」，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於該日開
放公共體育場館提供民眾免費使用，亦鼓勵民間業者跟進，創造臺灣運動友善環境，也養
成民眾運動習慣。
在「學校體育」方面，為普及學生的運動習慣，教育部體育署持續鼓勵學生在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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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每週至少運動150分，並延續「普及化運動推廣計畫」
，期望學生能夠更充足的運動。硬
體方陎補助學校進行體育場館修建，特別在棒球方面，推行經費補助計畫，支持基層校園
棒球隊(教育部體育署，2018)。
在「全民體育」方面，教育部體育署於民國105年推動「運動i臺灣」全民運動推展中
程計畫，規劃自民國105年開始至110年，以「自發、樂活、愛運動」為願景，透過各項體
育相關政策的推動，提升臺灣民眾對於運動的愛好，達到自主自發運動，讓運動與生活結
合之目標。此外，在達成運動文化扎根於民眾之日常生活方面，推動地方特色運動，甫縣
市政府遴選具地方特色的的代表性賽事或活動，同時擬定結合縣市特色的行銷計畫，讓運
動不傴是個人活動，而是串聯起民眾的大眾文化(教育部體育署，2015)。
在「競技運動」方面，持續推動運動員獎勵與補助計畫，讓優秀選手和教練可以全心
投入備戰。教育部體育署於民國105年提出「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第
二期）」
，目的在於建構國家級的競技訓練園區，包含國家訓練中心以及運動訓練基地，提
供菁英運動員培訓、生活照顧、資料研究及行政支援（教育部體育署，2016）
。民國107年
規模最大的國際運動賽事為印尼亞運，我國選手總共得到17金19銀31銅的優異成績，為近
20年最佳，足見在選手訓練與培育上的成果，未來將會持續相關政策，不僅是備戰2020年
東京奧運，更讓臺灣選手在最充足完善的訓練環境下，在世界舞臺上爭取榮耀。
在「運動產業」方面，推動補助運動服務業職前訓練課程、就業課程、職能導向證照
及運動專精課程，此外，也研議「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
，
持續推動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建置作業。另一方面，為鼓勵運動產業新創團體，教育部
體育署開辦「我是運動創業家」競賽，提供民眾申請補助。更進一步，行政院成立「體育
運動發展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國家體育運動政策及重大措施，以達「運動全民化、運
動產業化、運動國際化」的目標，讓運動產業成為臺灣邁向未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一
環(教育部體育署，2017)。
在「運動設施」方面，教育部於民國106年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
運動環境計畫」，著眼於保障各族群之平等運動權，因而需要建設多元運動設施，以滿足
社會大眾不同的運動需求。在相關建設方面提出包含「運動場館設施計畫」
、
「營建友善自
行車道計畫」
、
「水域運動環境改善計畫」等，透過舊更運動設施的翻修以及增設新式體育
場館，讓民眾得以享更豐富的運動環境，同時也讓臺灣未來在籌辦國際運動賽事上更具本
錢（教育部體育署，2017）
。
在體育署的政策努力下，有越來越多消費者投入運動觀光的休閒旅遊消費型態，黃美
珍(2018 )指出臺灣運動觀光的推展，可藉由善用運動觀光資源、多樣化運動觀光型態、舉
辦運動賽會、開發運動觀光景點、發展運動觀光政策以及善用行銷推廣的策略，以擴大臺
灣運動觀光的面向，創造更多特色的運動觀光發展。但目前對於政策誘導下運動服務產業
的發展所影響的「運動旅遊」卻未見相關研究。
基於上述，本研究將收集體育署的政策作為與具體數字成果，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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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運動產業與異業結盟，經由將運動元素納入旅遊行程的規劃，發展創新服務並提升民
眾觀賞性或參與運動消費支出。來針對國人在運動環境、服務與政策等外在因素改變下，
對於「運動旅遊」參與及消費的發展與演變歷程。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民國 108 年 6 月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及其歷年報告資
料，由下表 1 及圖 1，可知臺灣地區近 8 年在整體運動消費支出總計上是逐年增加。經「107 年
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結果，國人對於未來對運動消費支出方面，表示在經濟和時間
狀況允許下，願意增加運動消費支出的比例皆維持在五成五左右，並優先增加之運動項目皆為
「購買或維修服裝及用品」
，其次依序為「運動課程」及「運動場館的場地或設備」等項目；此
外，民眾回答可能增加運動消費支出的情況中，歷年比例較高的前三項情況依序皆為「有朋友
或家人一起參與」、
「有交通便利且舒適的運動場地」及「運動休閒與觀光結合」
。
表 1 民國 100~107 年國人運動消費統計(單位：元)
運動消費支出項目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參與性運動
25,762,260 26,698,664 27,728,538 28,210,943 28,127,074 28,340,140 28,756,505 29,004,591
消費支出總計
運動課程 9,739,278 10,237,657 10,609,917 10,837,932 10,908,994 10,971,803 11,171,060 11,315,987
單純運動指導費 1,777,718 1,890,274 1,922,532 1,938,388 1,915,111 1,930,223 1,963,624 1,984,319
入場費、會員費
7,639,130 7,717,521 7,806,152 7,836,677 7,702,547 7,769,535 7,884,638 7,995,296
場地設備出租費
運動社團費 1,543,758 1,609,665 1,630,270 1,634,640 1,616,216 1,606,170 1,607,134 1,618,032
參加運動比賽
5,062,376 5,243,547 5,759,668 5,963,306 5,984,205 6,062,409 6,130,051 6,090,957
衍生費
觀賞性運動
4,167,958 4,265,809 4,252,366 4,395,103 4,530,615 4,585,025 4,655,816 4,706,773
消費支出總計
觀賞運動比賽
372,472
343,663
514,079
494,098
587,575
626,066
697,846
687,064
門票費
看運動比賽
336,567
310,090
416,457
394,321
450,443
478,422
537,884
518,649
衍生費
購買、訂閱
3,458,919 3,612,056
3,321,80 3,506,684 3,492,597 3,480,537 3,420,085 3,501,060
媒體費
運動彩卷支出 12,827,119 15,146,495 14,933,575 24,048,117 28,152,229 31,124,150 33,058,355 43,416,081
臺灣運動彩卷費用
運動裝備
消費支出總計
運動服
運動鞋
購買及維修
運動用品與器材
總計

12,827,119 15,146,495 14,933,575 24,048,117 28,152,229 31,124,150 33,058,355 43,416,081
56,450,922 57,867,026 58,947,149 59,256,282 58,085,814 58,662,751 59,748,507 60,432,935
25,980,706 26,436,354 26,823,233 26,837,998 26,237,355 26,671,136 27,153,374 27,450,023
10,334,791 10,714,402 10,937,270 10,976,946 10,787,150 10,817,475 10,980,687 11,130,054
20,135,425 20,716,271 21,048,348 21,297,237 20,905,345 21,010,530 20,453,592 20,670,113
99,208,259 103,977,994 105,861,628 115,910,445 118,895,732 122,712,066 126,219,183 137,56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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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國 100~107 年國人運動消費統計

再就教育部體育署每年進行之「運動現況調查」
，具體呈現國人運動參與的實際情形；經長
期的推廣全民運動下，其結果已充分反應在歷年的調查上，詳如圖 2，我國在民國 107 年的運
動現況調查結果，已有超過八成的國人有運動習慣，也有超過三成的國人有規律運動習慣。其
調查結果表示若政府要持續繼續普及全民運動的精神，初步擬定五項政策建議：深入推展職工
族群運動人口、向不運動的銀髮族提倡不必站著也能運動、持續推行女性運動相關政策、根據
都市化程度適度開放活動中心或其他空閒場地、依不同縣市的環境特性推廣不同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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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民國 100~107 年國人運動習慣統計

此外，教育部體育署為鼓勵運動產業異業結盟、推動運動元素納入旅遊行程規劃中，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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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創新商品或創新服務，依運動產業輔導獎助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八款規定，建立
異業合作模式，提升民眾從事觀賞性及參與性運動消費支出，特訂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優
良運動遊程輔助作業要點」
。
民國 101 年起教育部體育署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優良運動遊程輔助作業要點」
，為促進
運動產業發展，鼓勵運動產業與異業結盟，辦理「優質運動遊程徵選活動」
，透過將運動元素納
入旅遊行程的規劃，發展創新服務並提升民眾觀賞性或參與運動消費支出。目的在：有效提倡
民眾從事觀賞性及參與性運動相關活動，並培養國民持續參與及養成運動習慣；鼓勵運動服務
產業與旅遊業異業結合，提供創新優質服務，結合觀光旅遊與運動賽事活動或運動專業指導，
打造我國運動觀光新商機；鼓勵國人將運動元素納入旅遊行程規劃概念，引領新型態的旅遊方
式，進而提升運動消費比例增加運動服務業產值，帶動國民運動健康觀念；行銷臺灣優質運動
遊程，增加運動旅遊業之產值及就業人口；開發及培訓具有潛力之運動遊程創新與創業團隊。
自「優質運動遊程網」中，可知活動辦理之前三年服務對象較廣，分國內和國外組別的運
動遊程路線，自民國 104 年起觀光局對於國民旅遊的重視，除遊程競賽活動不分組別外，更於
國 107 年的辦理條件中，增訂不予對外國人的補助條件。歷年優質運動遊程獲選路線統計結果，
如圖 3，可發現獲選路線逐年增加，雖然民國 107 年獲選路線為 10 條，但深究其規劃內容，卻
更為多元與服務質量提升，詳參圖 4；就圖中可獲國人於民國 104 年起，在運動、休閒、旅遊
方面的需求提高，民國 103 年以前之資料，因收集上較為困難，無法就補助經費的變動來判斷
補助結果的差異性，僅能看出旅行社在運動旅遊遊程出團上的補助申請是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因為旅行社的獲選路線會經由賣出多少位出團來計算申請補助金額，也就是有獲獎但沒消費者
出團時並不會獲得補助。但如果以每年有 1400 萬總額的補助預算來分析最後所申請的金額時，
可以看出目前在運動旅遊的推廣上，政府與業者仍有相當大空間可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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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民國 101~107 年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優質運動遊程」獲選路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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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國 101~107 年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獲選運動旅遊活動獲選路線申辦補助經費結果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上述文獻回顧與研究結果，發現臺灣運動項目中「高爾夫、棒球、健身俱樂部」是從日
據時代與政府播遷來臺分別開始萌芽，然而現在高爾夫和健身俱樂部已經為時下流行的社交行
為之休閒運動項目，高爾夫運動為國人帶來運動、休閒社交及健康的好處。而棒球已經成為國
球，提供民眾觀賞之團體競技運動娛樂。從民眾休閒生活中發展出的運動項目如跑步、游泳和
騎自行車等，隨後發展成「鐵人三項、馬拉松(路跑、跑步)、自行車、自行車道、國民運動中心」
等，可以發現閒選擇的運動項目趨勢的發展已由「高級的休閒化」轉換為「大眾的休閒化」
，更
朝向「運動旅遊」的休閒旅遊性質演化。
就文獻資料的收集分析結果，印證國人消費的提高與有運動人口、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有著
息息相關的鏈結，在在顯示大部分國人已有規律運動習慣，並養成呼朋引伴及前往提供運動設
施的場所的趨勢。在社會潮流變化和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民眾對於運動已不是基礎的體育活動，
而是具有多元面向的呈現，如團康活動模式的體驗教育、休閒活動模式下的親子運動旅遊、青
壯年的友好運動旅遊、銀髮族模式下的健康運動旅遊。在「運動」與「旅遊」的結合下，運動
不再只是運動、旅遊不在只是走馬看花的形式，而是具有國人基礎運動和人格教育發展、相關
產業結盟的刺激效益和達到個人身心靈休閒放鬆效果。由此可以發現國人在運動休閒化的文化
發展演變後，以及對運動環境、服務等需求改變下，對於運動服務產業的需求也就日趨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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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各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結果，國人對於未來對運動消費支出方面，民
眾回答可能增加運動消費支出的項目，歷年比例較高的前三項情況依序皆為「有朋友或家人一
起參與」
、
「有交通便利且舒適的運動場地」及「運動休閒與觀光結合」
。這代表運動旅遊已經在
運動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消費者也期待藉由運動來成就觀光旅遊及社交行為的優質生活
需求。由此可以感受到在運動服務產業不斷推成出新服務產品下，
「運動旅遊」的發展歷程在消
費者心中已經從舒適的運動環境、交通方便性到結合社交生活的休閒需求，演變到運動體驗結
合觀光模式的運動旅遊模式。

二、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資料收集分析為研究結果，在體育署的「優質運動遊程網」上進行資料
收集時發現尚缺乏部分重要資料，這是本研究資料分析不完整之主要原因，建議未來如果體育
署提供相關完整資料及數據後，包括各遊程核定補助金額與參與人數等資料，可以進一步檢視
與分類，針對相關運動消費、習慣和旅遊需求分析，以探就臺灣體育運動下的運動旅遊發展實
際面向。
從歷年優質運動遊程獲選路線統計結果，發現獲選路線逐年增加，深究其規劃內容，卻更
為多元與服務質量提升，從資料分析看出國人於民國 104 年起，在運動、休閒、旅遊方面的需
求提高。因為旅行社的獲選路線會經由賣出多少位遊客出團來計算申請補助金額，也就是有獲
選路線但沒消費者出團時並不會獲得補助。所以建議體育署可以提供相關核定補助資料來進行
進一步分析。
就教育部體育署累積「運動現況調查」截至 107 年度的資料來看，可以具體呈現國人運動
參與的實際情形，已有超過八成的國人有運動習慣，也有超過三成的國人有規律運動習慣。未
來如果能針對下面五大方向來推廣，可以讓規律運動習慣人口更為提升，包括 1 深入推展職工
族群運動人口、2 向不運動的銀髮族提倡不必站著也能運動、3 持續推行女性運動相關政策、4
根據都市化程度適度開放活動中心或其他空閒場地、5 依不同縣市的環境特性推廣不同的運動
項目。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下列方向來進行更深入資料收集與分析：
1. 企業推動運動風氣對運動旅遊的影響。
2. 銀髮族在運動習慣建立對於運動旅遊的發展歷程。
3. 女性運動風氣建立後對運動旅遊的需求。
4. 都市節慶活動舉辦對運動旅遊的推動影響。
5. 各縣市旅遊資源對運動旅遊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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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aiwan’s revision of the National Sports Act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the sports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stimulate
the economy, create employment, but also stimulate the added value of sports-related indus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on relevant sports consumption, habits, development and other
investigation repor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alyz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n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changes of sports policies, environment and services.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under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O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encourage the sports industry to form alliances with
different industries, handle sports travel selection, and integrate sports elements into the planning of travel
itineraries, develop innovative services and enhance people's enjoyment or participate in spor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It confirms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a regular movement of 33.5%, the need fo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go
to places that provide sports faciliti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leisure sports and sightseeing and leisure choices.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for sports is no longer a traditional basic sports education, but a sports tourism with a
multi-model of l sports social behavior and leisure activities combined with a composite industry.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sports tourism is a tourism benefit with basic sports and leisure and
relaxation effects, as well as related industries.
Keywords: sports tourism,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sport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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