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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專籃球麻辣旋風： 
「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賽」個案研究 

唐宏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石明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老四川麻辣火鍋與大專籃球（UBA），近年來漸漸

緊密結合在一起，該企業藉由贊助大專公開第一級球

隊，及舉辦「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賽」國內籃球比賽，

為國內籃球注入不同的運動文化，已引起籃球圈及媒體

報導的話題。本研究以訪談的方式，藉由訪談經營者、

行銷者及相關人員，進而瞭解贊助背景、贊助方式、行

銷手法、贊助效益等研究目的。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點發

現：1.小型連鎖企業贊助籃球的模式，已經讓「老四川」

這個品牌跟籃球產生連結，進而改變大專籃球的文化；

2.藉由媒體增加企業曝光率，小額資本的付出，贊助球

隊，實為企業內部的核心理念；3.比賽獎金制度的改變，

落實主客場制的文化，發展球隊特色及球迷的向心力，

大專籃球的文化因老四川而有所改變。大專籃球就是老

四川最好的代言。老四川的成功經營活絡了大專籃球文

化，讓 UBA 與其他聯賽之間不再有落差，球員有其他

發揮球技的舞臺，配合媒體及球衣掛名以及場邊活動的

行銷方式，讓大專籃球漸漸的在學生籃球文化更加有特

色及鮮明。 

關鍵詞：UBA、老四川 

聯絡人：唐宏儒，E-mail: ron49230008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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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不曉得您是否聽過「老四川」1這一個小型連鎖企業已悄悄的進

入大專籃球聯賽的賽場中，近幾年喜愛及經常關心國內大專籃球比

賽球友們，應該在電視轉播籃球運動賽事會看過有球隊的球衣上繡

著「老四川」的字樣，或許一般的觀眾對於「老四川」這個名稱感

到陌生，或者大家對它的印象是來自於餐飲界的店名。但其實近年

來老四川對於發展國內基層運動注入了相當大的心力，透過舉辦頗

具規模的大專籃球校隊邀請賽，希望國內大專籃球運動的發展，能

夠像現在的 HBL 高中籃球聯賽一樣蓬勃，進而提升整體大專籃球

的技術水準，並將高中籃球聯賽的熱情延續至大專籃球的賽事層級

中。 

老四川其實是一間連鎖的麻辣火鍋專賣店，第一間店起源於大

陸的哈爾濱，而之所以稱為麻辣旋風是因為老四川麻辣鍋的知名度

幾乎是家喻戶曉，所以老四川進入大專籃球聯賽造成了一股新文化

的衝擊，研究者就稱之為麻辣旋風，而這股麻辣旋風已經引起了很

大的迴響，大專的籃球在企業的介入下改變了其原有的籃球生態及

文化。 

一般而言，企業贊助運動組織的對象可以分為：運動組織、運

動員及運動賽會，2老四川籃球邀請賽，是由國內知名餐飲連鎖企業

所舉辦的比賽，目的在於回饋予大專基層籃球，給予大專籃球注入

全新的活力，以小型企業的力量回饋大專籃球運動。筆者從老四川

邀請賽中探討與大專聯賽的不同與改變，介紹老四川的經營理念及

贊助大專籃球的動機，如何幫助球隊，改變大專籃球風氣，注入新

文化，從中發現不一樣的元素。 

有別於傳統的大專聯賽，以單一個場地，分組預賽、複賽、以

及決賽的比賽方式，老四川舉辦了更不一樣的賽事方法，主客場

                                                 
1 老四川官方網站，http://www.oldsichuan.com.tw/about_02.aspx, 2014 年 7 月 21

日檢索。 
2 程紹同，《第五促銷元素》（臺北：滾石文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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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更多不一樣的元素，球隊可以自己設計屬於自己的球隊的

Logo，強調各校各隊的特色融入其中，不但讓比賽更加具有可看

性，也可以觀察出各個籃球隊的特色及經營籃球的風格。 

研究者認為舉辦大專籃球邀請賽這個突破，是一個值得深入研

究以及討論分析的課題。本文先從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賽事結構制

度，有別於大專籃球聯賽不同的觀點做出分析比較，從賽制、場地、

獎金制度做比較分析。其次再從老四川經營者的方向及觀點中，以

訪談的方式，從經營管理者的角度了解老四川籃球邀請賽舉辦的初

衷，深入了解邀請賽的舉辦原因，及經營管理者對於籃球運動的理

念。 

本中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大專籃球聯賽與老四川籃球邀

請賽的差異做介紹與討論。第二部分為贊助背景，介紹老四川為何

要贊助大專籃球聯賽及舉辦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原因及意義。第三

部分為贊助方式，老四川舉辦大專籃球邀請賽藉由獎金制度的改

變，更有實際意義的幫助到參與的大專籃球校隊，給予選手比賽的

舞臺以及經費上的幫助。第四部分為行銷手法，從老四川藉由大專

籃球聯賽在各隊的比賽服裝上印上企業名稱贊助討論老四川的行

銷手法。第五部分為贊助效益，從老四川贊助大專籃球校隊服裝以

及舉辦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贊助效益做探討，了解老四川企業在這

一系列的活動中改變了大專籃球的變化。第六部分為老四川企業對

籃球發展的理念，從言語訪談中了解老四川股東對於大專籃球運動

的看法以及贊助的原因，以及老四川企業未來的規劃，真正的從企

業的角度了解如何改變大專籃球的願景及想法。 

一般來說，運動贊助的基礎建立在贊助者與被贊助者交換之過

程。從訪談的過程中了解經營管理者的理念，不但了解老四川企業

為何對國內的大專籃球做出贊助行為，也讓讀者可以了解不同於大

專籃球聯賽另一股籃球新文化即將注入大專籃球運動中，藉由舉辦

比賽的經營理念以及比賽未來的規劃，從人的觀點結合比賽的舉

辦，做出最後的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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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麻辣旋風 

老四川邀請賽的特色有別於過去的 UBA 大專籃球聯賽，提供

了一個可以讓籃球選手有更多發展的平臺，以及不一樣的比賽環

境、比賽制度，做出不一樣的改變，為大專籃球的發展注入了不一

樣的特色，以下就針對比賽制度以及獎金制度進行比較及討論： 

一、賽制差異 

（一）UBA 大專籃球聯賽3 

本賽事於 76 學年度（1987 年）在教育部的指導下開始辦理，

是仿照全美大學體育協會之組織構想與方式，將原全國大專盃籃

球錦標賽改為聯賽方式，並區分為大學院校及專科學校兩個聯

盟，各經由分區預賽，再進行複賽、決賽，進而產生各聯盟的年

度盟主。女子組賽事於 81 學年度（1992 年）才開始舉辦。 

由於球隊分級制度不夠健全，導致各隊實力強弱懸殊。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進行改革，將大學與專科兩組中以球員

實力細分為甲、乙兩組。但因大學甲組與專科甲組裡，有少許球

隊之球員組成是以國手為主要班底，為了建立起公平及兼具挑戰

性之賽制，逐漸改革成目前實行以實力分為三級和依學校所在地

分區之制度。 

本賽事原由教育部直接委託輔仁大學、中央大學等大專院校

承辦，直至 88 學年度（1999 年）改由大專體總主辦。94 學年度

起 UBA 開始與超級籃球聯賽進行切割，球員只能代表其中一邊

出賽。100 學年度公開女一級也開始逐年與女子超級籃球聯賽切

割，由於是以老四川籃球邀請賽做比較分析，所以就以男生組的

賽制、分級做比較。 

男生組：比賽分級為公開組第一級、公開組第二級與一般組

共三個級別，其中公開組第一級與二級存在升降關係。 

公開組第一級共有 16 支球隊，由上一年度之第 1 名至第 12

                                                 
3 大專體總官網，http://web2.ctusf.org.tw/, 2014 年 7 月 2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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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球隊與公開組第二級第 1 名至第 4 名之球隊所組成。 

公開組第二級由上一年度之公開組第一級第 13 名至第 16 名

之球隊、公開組第二級第 5 名球隊及招收運動績優生或一般組自

願升級之球隊組成。 

一般組則為未具公開組參賽資格之球隊。 

賽制：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預賽階段：16 支球隊分成兩組進行單循環比賽，取各組前五

名晉級至複賽。另外各組第 6 名至第 8 名之球隊進行第二階段的

單循環比賽（外卡賽），此階段保留預賽成績，並取前二名之球

隊晉級至複賽。而未晉級之球隊，將以第二階段比賽成績作為決

賽成績，依序排名為第 13 名至第 16 名。 

複賽階段：12 支球隊進行單循環比賽，並保留預賽成績，取

前六名之球隊晉級至決賽。而未晉級之球隊，將以此階段比賽成

績作為決賽成績，依序排名為第 7 名至第 12 名。 

決賽階段：複賽第一名與第二名之球隊為種子球隊，分別對

上複賽第四名與第五名之勝利隊伍及複賽第三名與第六名之勝

利隊伍。勝者晉級至冠軍賽，而敗者至季軍賽。 

（二）老四川籃球邀請賽介紹4 

第一屆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賽，共有臺師大、銘傳、輔大、

臺藝大、世新、醒吾、高師、義守、明道、屏教大、臺體大、首

府等 12 間大專院校參加。 

比賽共分兩階段，預賽 12 隊分兩組進行，各組依積分取前 4

名進入到 8 強決賽（預賽獲勝球隊得積分 2 分，敗戰球隊扣積分

2 分），決賽時分組前 4 名採單淘汰交叉決賽，爭取最後的冠軍。

預賽採用主客場制度，目的是希望各學校的同學能在主場為自己

的學校球隊加油，各個球隊的球員更能體驗在自家主場為學校比

賽的榮耀感，希望將主客場籃球文化帶進校園中；而決賽的部分

                                                 
4 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社團，http://www.mobile01.com/newsdetail.php?id=

13369, 2014 年 7月 2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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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選在北部的輔大中美堂舉辦，這次最後進入決賽的球隊有臺藝

大、明道、臺師大、首府、醒吾、義守、輔大、高師大等 8 支。

圖 1 為老四川邀請賽的官方圖片：5 

 
圖 1 老四川邀請賽的官方圖片 

資料來源：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比賽採用的獎金制度很有意思，一開始各球隊可以獲得 3 萬

元（12 支球隊總獎金共 36 萬），預賽的部分每隊各自需進行 10

場比賽，每場比賽獲勝可以得到 2 千元，落敗則扣 2 千元，所以

就算連敗 10 場被淘汰的球隊，最後至少都能拿到 1 萬元的補助

獎金。由上述的比賽制度以及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獎金制度可以

看出一些不同的區隔，以下分析比較這兩個賽事不同的點在於： 

1.主客場制 

有別於 UBA 大專籃球聯賽的比賽場地，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的比賽場地在預賽的階段是採取主客場制的，目的是希望各學

校的同學能在主場為自己的學校球隊加油，由於目前國內的國

中、高中、大學的聯賽並沒有主客場制比賽的制度，至於耳熟

能詳的 NCAA 美國大學聯賽是以主客場為主要比賽場地的制

度，各個球隊的球員更能體驗在自己的學校比賽為了學校的榮

譽感使出更多的拼勁，也希望將主客場籃球文化藉由老四川籃

球邀請賽進入校園中，為校園帶入籃球的麻辣旋風。 

                                                 
5 圖片來源為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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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獎金制度 

由於老四川籃球邀請賽屬於自辦性質的籃球賽事，有別於

UBA 大專籃球聯賽是給予球隊達到名次的高低做補助，老四川

籃球邀請賽的獎金制度是贏球的球隊可以拿到獎金，而輸的一

方會被扣除獎金。一開始每一個隊伍都會以自己的獎金為籌

碼，贏的賺取獎金，輸的扣除獎金，即使最輸的球隊依舊有獎

金可以拿。不同於一般盃賽，老四川籃球邀請賽輸球是會被扣

獎金的，一般的比賽輸球不會被扣獎金，利用這樣的積分獎金

方式希望讓賽制更有趣，不但讓各參加球隊都能拿到補助獎金

之外，也促使各隊能更努力爭取高額獎金。這項賽事是有參加

的球隊都有藉由球技交流之外還有實質上經費收入的意義。 

二、贊助背景 

贊助經費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影響著運動賽事能不能繼續經營

下去的主要關鍵，而如何吸引贊助者以及贊助者的來源，這一部分

始終都是經營者想征服的地帶。對於此，研究者發現老四川企業對

於國內基層籃球運動的投入是因為老四川的股東成員中，有籃球專

長的運動員，他們對於籃球這項運動在國內的發展還抱有很大的熱

情及想要幫助籃球發展的願景，所以就在公司的梁董事長大力支持

下，整合了多方的資源後舉辦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賽，希望能讓這

個比賽做出口碑後成為領頭羊，而讓更多的企業也願意投入資源到

國內的基層運動中以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以目前國內的基層體育

發展而言，的確是很需要企業界的介入及幫忙，帶動其他企業贊助

校園運動的風潮。 

或許因著有籃球背景的股東，所以對於籃球運動員希望有更多

舞臺可以大顯身手的心情感同身受，老四川的股東表示，現在國內

HBL6高中聯賽的比賽經過多年的電視轉播而知名度大增，加上學校

的動員及投入，常常讓人看了很感動很熱血，但是球員畢業後上了

大專，能發揮的舞臺就瞬間變少了；而 UBA 大專籃球聯賽的轉播

及校園的投入風氣和 HBL 相較，的確是有一段落差，在於場邊的

                                                 
6 高中籃球聯賽 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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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校啦啦隊的熱血，以及球員的拼勁，而往往練球練得這麼辛苦也

只有個賽程很短的大專籃球聯賽可以打，一旦預賽階段沒有晉級，

比賽的機會就幾乎喪失了，這樣實在非常可惜；而且這些大專球員

很多都是以前 HBL 甲級的球員，條件身手都不錯，所以辦這個比

賽就是要讓他們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又由於這些股東們自己本身曾經打過球，明白每支球隊經營時

常遇到的問題就是經費不足，這也是目前以學校為單位的各項目代

表隊常常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如：比賽需要報名費、外出需要交通

費，甚至添購一些籃球訓練及比賽所需要用到的器材等等都要花

錢，這使得一般學校想比賽卻因經費不足就此作罷，而老四川的邀

請賽，正解決了許多球隊所面對的困難。基於此，該企業為了讓各

球隊有更好的資源，舉辦這場比賽除了補助各球隊的車馬費之外，

也提供獎金讓各球隊用自己的實力來爭取，進而達到球技上的交流

以及經費上實際的幫助。 

三、贊助方式 

贊助的方式是以比賽獎金制度中的方式來進行，利用獎金制度

的比賽賽制，提供籃球選手同場競技的機會，除了吸取比賽經驗，

讓比賽更加有競爭力之外，更可以讓選手藉由想要獲勝的心態，爭

取更多屬於球隊的經費。有別於傳統的獎金制度，老四川籃球邀請

賽是各隊都有機會賺取自己隊上經費的機會，獎金的多寡，取決於

球隊的戰績，即使球隊戰績敬陪末座，最低仍有一萬元的獎金，這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及改變，突破的點在於隊隊有獎金，則增加企業

的籌辦比賽成本，對於企業的實質效益以及幫助卻不一定會有同樣

的收支平衡回饋。 

以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對於籃球的領域老四川籃球邀請賽像是

無私的回饋，利用自己本身企業的力量贊助籃球，回饋籃球，提高

運動贊助效益。由於企業股東本身也是體育人，更能夠了解國內籃

球比賽平臺的缺乏以及球隊運作的困難，以至於能夠提供更大更有

意義的實際幫助。以往國內的籃球賽事平臺提供獎金的比賽大部分

是三對三鬥牛，並非是五對五全場的比賽，因為對於正統的五對五

的比賽而言，其時間不但要拉長，人力、物力、財力都需較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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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內幾乎沒有願意提供高額獎金的籃球比賽，老四川即針對此

點而作了改變。從贊助方式的觀點來看，老四川不但提供了大專籃

球校隊的比賽平臺，更給予經費上最實際的幫助，贊助或許就是奉

獻、回饋，以一個運動人的觀點去照顧運動人，企業家願意關心基

層的籃球，籌辦比賽，老四川籃球邀請賽願意為國內大專的籃球做

出創舉，值得大家肯定及鼓勵。 

四、行銷手法 

在行銷手法的部分，老四川企業針對球衣的贊助方式，是以在

球衣的正面及背面印上公司的 LOGO，配合媒體轉播大專籃球聯賽

的賽事引起注意，幾乎所有參加大專籃球聯賽的球隊都有老四川的

LOGO，透過轉播更加深人們的印象。提到贊助活動不僅是一個行

銷溝通平臺，更重要的是要連結消費者、經銷商及媒體等才得以發

揮其價值。7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希望透過比賽每

一個參賽的大專球隊能把自己當作一個品牌經營，每一個參加的球

隊需要設計自己的專屬校隊 LOGO，藉此表現各球隊的特色及風

格。圖 2 為各隊隊徽及賽制圖：8 

 

 
圖 2 老四川邀請賽參賽隊伍之隊徽及賽制圖 
資料來源：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7 L. Ukman, IEG’s Complete Guide to Sponsorship (IL: IEG, 1996). 
8 圖片來源為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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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把球隊當品牌經營的這個目標，老四川並非只是做一個初

步的規劃而已，而是有後續更完善的方案，只要各隊對於自己學校

比賽場地經營上有任何的規劃與想法，提出一份完整企劃書進行申

請，經審核通過他們就會提供各隊所需要的所有經費，直接對各球

隊進行最實質上的幫助；甚至各校球隊如果想要印製專屬的刊物或

是發行任何相關實體商品，老四川也會協調各方資源，提供最有力

的協助，希望能將美國大學籃球的熱鬧氣氛帶入國內，各大專籃球

隊有自己主場的模式及特色。 

以筆者以前高中當籃球選手的經驗來說，在自己學校比賽總是

會有許多自己學校的同學師長來為自己的學校加油，讓場上的球員

更有向心力，更加有想贏的感覺，讓我們一起為學校打拼並爭取榮

譽的感覺，這樣的感覺或許是老四川所要營造的，讓校園籃球風氣

更加凝聚。 

五、贊助效益 

一般來說，企業贊助球隊，其最渴望的就是效益與回饋，依研

究者觀察發現，人們已慢慢地把大專籃球聯賽跟老四川做連結，由

於大專籃球聯賽藉由老四川的贊助模式並利用球衣及媒體轉播的

曝光率加深球迷及收視觀眾的印象，並且提升老四川的品牌知名

度、好感度、以及結合運動的品牌形象，藉由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

賽的籌辦，聯結大專籃球聯賽及老四川籃球邀請賽，將國內的大專

籃球跟老四川企業緊緊聯結，密不可分，這就是最明顯的贊助效益。 

目前很多熱愛籃球並關心大專籃球運動的人口，無論是觀眾、

球員，想到老四川就想到大專籃球，一說到籃球就想到老四川，就

因為老四川對於國內大專籃球做出許多支持與貢獻，舉辦比賽、辦

活動。如同上述所言，老四川已與大專籃球運動相聯結，成功將企

業的名聲注入大專籃球的領域中，如同在職業棒球中，球迷總是不

自覺的會將兄弟、義大、統一，這些企業的名稱與職棒做連結一般。

球員的球衣上繡有老四川的企業名稱，以師大及高師大球員為例

（如圖 3、圖 4）。9 

                                                 
9 圖片來源為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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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師大球員的球衣上繡有老四川的企業名稱 
資料來源：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圖 4 高師大球員的球衣上繡有老四川的企業名稱 
資料來源：老四川籃球邀請賽 Facebook 社團 

六、老四川企業對籃球發展的理念 

老四川企業對於國內大專籃球運動的支持讓研究者產生研究

動機，特別是在於該企業無私的贊助以及以籃球經驗為回饋基礎的

股東之理念。研究者對於老四川企業幫助大專籃球的動機以及支持

大專籃球的發展理念有了心中的一些疑問：為什麼要支持大專籃球

的發展以及經營理念？因緣際會之下，在與老四川的股東之一，有

籃球背景的經營管理者的談話中，了解老四川對於籃球發展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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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以及模式如下： 

（一）研究者：請問老四川為什麼要幫忙大專籃球發展？ 

股東：因為要上下四方，廣結善緣，行銷公司，建立品牌形

象，結合球迷、球員的信任。 

藉由品牌形象的建立，上下四方的行銷介紹給大眾認識

品牌，藉由行銷品牌進而行銷公司，建立品牌知名度，利用

運動的力量，取得球迷以及球員的信任，增加品牌正面形

象，提升運動贊助效益。 

（二）研究者：請問對於老四川籃球邀請賽的籌辦是基於？ 

股東：利用我籃球界的人脈，想改變比賽，進入校園，直接

幫助球隊，給予最直接實質的幫助。 

藉由經營者在籃球界的背景與人脈，利用對籃球本身的

專業知識及力量，直接改變比賽的籌辦方式，帶入不同的比

賽風格，進入校園，改變校園籃球風氣，從經費、經營、風

格等許多層面，給予大專籃球隊最大的支持及最大的幫助。 

（三）研究者：請問老四川籃球邀請賽與大專籃球聯賽最大的區別

在於？ 

股東：突破傳統，球隊經營自己球隊特色、改變球隊文化，

利用主客場制，比照 NCAA，設計球隊 LOGO。 

改變大專籃球氣氛，建立真正的主客場制，讓學生籃球

文化確實進入校園，並讓學生自己經營自己的球隊，發展自

己球隊的特色，結合主客場制，比照美國 NCAA 的經營模

式，把不同的籃球氣氛文化注入大專校園中。 

（四）研究者：請問為什麼願意籌辦比賽，又要改變獎金制度？ 

股東：利用企業結合企業，不要單打獨鬥，把應酬的錢拿出

來幫助球隊也是一種行銷，應酬吃飯的錢不如贊助籃

球基層，做點功德回饋籃球。 

以企業的力量聯結企業的力量，發揮出更大的力量來幫

助籃球的運動領域，除了老四川之外，同時也有不少其他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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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廠商，都提供比賽相關所需要的資源。為了提升整體大專

籃球水準，老四川也希望各學校球隊能培養專業的記錄相關

人員，讓各主場的比賽都由自己學校的學生進行記錄；甚至

決賽現場也請到 DJ 主持活動與播報，讓現場氣氛熱鬧不少。

將一些應酬及不必要的開銷，拿出來給予大專球隊最直接最

實質的幫助，更深入基層，幫助更多基層參與籃球運動的學

校，用作功德以及回饋的感恩心，回饋籃球運動，促進大專

以及基層的籃球發展。 

（五）研究者：請問最想藉由老四川籃球邀請賽改變大專籃球的方

向是？ 

股東：利用人的因素，感情的投入，建立主客場的文化，建

立球隊的向心力，活絡校隊及校園籃球。 

藉由主客場的籃球制度落實，讓隊員及隊員的感情更加

密切，讓校隊的球員對自己學校的感情更加投入，在自己學

校的球迷前，用拼勁贏下每場比賽，藉由主場比賽時人的連

結及對於學校的向心力，讓校園中的籃球增添一翻活力以及

為自己學校的爭取榮譽感的心。 

（六）研究者：請問未來老四川對於運動賽事的籌辦方式是？ 

股東：給球員更多的舞臺，未來將舉辦更多比賽，不只是第

一級的比賽，還有三打三，系隊等等。 

從老四川大專籃球邀請賽踏出第一步，在之後的籃球各

層級的比賽中，老四川企業將不會缺席，還會舉辦更多比

賽，如三打三鬥牛賽以及大專院校各系際盃等賽事。 

從以上的訪談中可以發現老四川的經營者是真正想要幫助籃

球這個領域的發展，用經營者對於籃球的知識背景加上企業的力

量，真正的改變國內大專籃球，為大專籃球帶出新的面貌，注入不

一樣的氣氛，帶入美國大學籃球的比賽風氣。至於行銷的方式及幫

助，經營者是以做功德及回饋的心態，不優先看回報的真正為臺灣

的籃球付出，以大專籃球的發展作為第一步的回饋及幫助，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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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營的企業力量進入更多層級甚至基層的籃球發展，幫助更多喜

愛籃球的選手，讓更多的籃球選手得到最大的幫助及舞臺。 

參、結論 

依研究者的研究資料，並與經營管理者的訪談內容中可以得

知，老四川似乎已成為大專籃球的最佳代言及連結，藉由老四川邀

請賽的籌辦，以及比賽服裝的冠名贊助，讓老四川企業成功的進入

大專籃球中，並以整合行銷的方式提升運動贊助的綜合效益。 

一、老四川成功的經營大專籃球，改變了大專籃球的文化 

（一）結合主客場，讓參加比賽的學校經營自己球隊的特色，加入

了人的因素；因為有了主場經營，讓球員獲得同校的情誼與

支持，讓人的因素更加確實，讓球員與自己學校的情感及榮

譽感更加緊密。 

（二）籌辦比賽讓球員有更多發揮的舞臺，讓球員藉由更多的比賽

讓球技更加增進、成長，讓大專聯賽沒有斷層，銜接高中籃

球，營造更多的舞臺，更加活絡了大專基層聯賽與籃球的運

動風氣。 

（三）突破傳統，球隊經營自己球隊特色改變球隊文化，設計球隊

LOGO。從自己設計自己的球隊 LOGO，增加對自己球隊的

歸屬感，配合獎金制度加深球員對自己球隊比賽的榮譽感及

求勝企圖心。 

二、老四川以小型連鎖企業的腳步，踏入大專籃球聯賽，從行銷的

手法，冠名贊助球衣，藉由比賽的籌辦及獎金制度，直接給予

球隊比賽經驗上的提升，以及經費上最直接實際的幫助，用小

小的力量，做出大大的效益，真正的回饋籃球運動，而且企業

願意以做功德的方式幫助籃球運動，不以利益為第一優先，真

正的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地方，避免把錢浪費在其他事物上。 

三、國內的大專籃球介於高中籃球聯賽以及超級籃球聯賽之中，相

較之下是比較沒有受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數卻是最多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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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這個小型的連鎖企業看到了這個領域，老四川配合媒體

轉播，以及球衣的掛名贊助方式，大大的讓大專籃球聯賽的文

化不同於其他層級的籃球聯賽，讓大專的籃球更有特色，相對

於高中籃球聯賽、超級籃球聯賽，大專籃球的文化更加鮮明有

特色。 

具有籃球背景的經營者之一，藉由本身對籃球的認識及了解，

給予臺灣大專籃球運動注入很大的衝擊，有別於大專籃球聯賽，老

四川籃球邀請賽藉由籃球專業領域的經營者，有了新氣象，讓國內

的觀眾及大專籃球選手，有不一樣的體驗與創新感。經營者以回饋

做功德的心態，支持國內大專籃球，也因為有老四川的支持，國內

大專籃球才會更加熱鬧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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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College Basketball Spicy Tornado: "Old Si-

chuan" Case Study 

Hung-Ju Ta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imon Shih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ld Sichuan hotpot and college basketball (UBA) have connected 

closely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any sponsored college teams, and or-

ganized the "old Sichuan Cup" national basketball tournament brought 

different sports culture and media coverag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ways, and effectiveness of sponsorship and marketing 

through the interviews with operators, marketers and related personne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a small chain of corporate sponsors 

basketball team model has combined the brand “old Sichuan” and the 

basketball team, and then change the culture of college basketball; sec-

ond, the company’s core concept is using few budget to support the 

basketball team, however, it gains more exposure with the media in re-

turn; third, because of the “old Sichuan”, the game's bonus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and the culture of home team has been rooted in both 

players and fans mind. UBA is the best endorsement of old Sichuan.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the old Sichuan has activated the college bas-

ketball culture, and there is no gap between the UBA and other leagues. 

With the media and other marketing promotion, not only the players get 

a better stage to perform themselves, the college students’ basketball 

has become more distinctive. 

Keywords: UBA, Old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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