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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芬 臺北市信義國小退休教師 

李加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棒球是臺灣的國球，除了是日常的休閒活動，也幫

臺灣人爭取了無限榮耀。棒球能超越族群、性別與年

齡。眾多的球迷中，女性球迷是棒球世界裡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在棒球運動的相關研究中，並無針對女性球

迷的個別研究。因此想藉由本研究，透過女球迷參與觀

賞棒球運動的經驗，進入女性球迷觀賞活動的情境中，

瞭解棒球與她們生活及人生的意義。本研究以深度訪

談，透過十位研究參與者的現身說法，整理歸納出女性

球迷的看球經驗。研究結果發現是「愛」連結她們和棒

球，在她們的棒球世界裡，起初因對家人的愛開始與棒

球結緣，卻在看球過程中發現了：對球員的關愛、對球

賽的熱愛、對球場氛圍的喜愛，與球迷之間的友愛，而

這些支持讓棒球進入她們的生活與記憶裡。而棒球原本

以休閒的姿態進入女球迷的世界，女球迷卻因為愛上球

賽的引人入勝、愛上球場的熱情氛圍、愛上球迷之間的

堅固友誼、愛上美好棒球記憶，女球迷把愛棒球的心，

串連成棒球之愛，成為生活最重要的一環。對女性球迷

而言，她們只是愛棒球，當棒球進入了她們的生活，這

群女球迷對棒球的執著與熱情，也豐富了臺灣的棒球比

賽的氣氛。透過本研究可看見棒球在女性球迷的人生風

景中留下了深刻的情感與記憶，棒球一直在她們的生命

裡，不曾遠離。 

關鍵詞：兄弟象隊、女性球迷、看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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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棒球對臺灣的意義，已不僅是日常休閒的餘興活動，更是臺

灣人爭取榮耀的憑藉，超越族群、性別與年齡。這段由無數榮耀

所聯繫而成的歷史，不僅專屬於棒球迷所有，且是一段屬於臺灣

人的集體記憶，有助於認識與認同臺灣的共同歷史。1 

對身為女球迷的我來說，在看棒球的人生中，保存著一些甜美

難忘的記憶，翻開自己的記憶盒，發現在那個美好的角落裡，一大

部分是屬於棒球的回憶。因為棒球而一直研究著自己與一群女球迷

生命裡最重要的一環，熱愛棒球，是我最甜蜜的宿命。認識我的朋

友，都知道我得了「棒球癌」，是體育臺主播徐展元口中那種喜愛

棒球、熱愛棒球，沒有棒球就吃不下飯、就睡不著覺，甚至就會活

不下去的棒球痴、棒球狂。過去臺灣職棒十九個球季裡，職棒圈裡

是非不斷；球迷來來去去，我卻仍然無怨無悔買票進場支持著臺灣

的職棒運動，在我的生活行程表裡，看棒球是永遠的第一優先。然

而，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文獻中女球迷的角色，卻與我的認知有著

很大的出入。在潘宇航所撰的〈運動場上的眾聲喧嘩：臺灣棒球迷

與職棒球場中的空間氛圍、人群互動分析〉一文，2指出在臺灣喜歡

看球、談球的仍是以男性為主，有些女性（母親、女友）在球場上

往往扮演一種陪伴的角色；「偶像迷」多半指的是那些看長相多過

看球技的女球迷；另外，蕭忠閩的〈獅迷迷失〜獅子軍啦啦隊加油

行為之研究〉，3也認為女球迷通常較多只看球員不看球技的精彩層

面。然而我身邊常接觸到的女性球迷，卻個個都是棒球達人。因此，

身為一個女球迷，想藉由此研究，整理出屬於女球迷的看球經驗世

界與棒球文化的另一種觀點。  

再者，根據梁莉芳在〈田野中的反思：姊妹情誼力量大〉一文

說明，4早期婦女運動致力建立女人之間情感的連結，透過許多陌生

                                                 
1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城邦文化，2003）。 
2 潘宇航，〈運動場上的眾聲喧嘩：臺灣棒球迷與職棒球場中的空間氛圍、人互

動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6）。 
3 蕭忠閩，〈獅迷迷失〜獅子軍啦啦隊加油行為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碩士論文，2008）。   
4 梁莉芳，〈田野中的反思：姊妹情誼力量大〉，《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6

（臺北，2000.01）：32。 



愛「棒球」什麼：職棒兄弟象女球迷看球經驗之研究 

49 

的女人，彼此之間所建立起情感的連帶，女人可以分享她們在求

學、工作、婚姻、家庭裡所面臨到的問題和困境，從中獲得支持和

幫助，不再覺得無助和孤單，才有姊妹情誼此概念。而劉曉嵐〈未

曾戀愛的成年前期女性之同性情誼探究〉的研究中提到，5因為自己

沒遵循規則，嚐到失去友誼的苦果後，才懂得遵守女性團隊中的隱

性規則，進而有機會在後來的生命中，感受到女性那般的濃稠、親

密的友誼。唯有瞭解存在於女性團隊中的規矩，才能融入她們的生

活圈中享受屬於彼此親如姊妹般的友誼互動，更能瞭解女人是可以

分享彼此在生命中所面臨的困境，從而獲得支持和幫助，不再覺得

無助與孤單。6除此之外，周桂霙的〈「你是我的姊妹？！」已婚中

年女性參與社團過程中同性情感經驗之研究〉中，7亦有提及女性參

與社團的意涵不單只是學習和成長，更深層的來說，也呈現她們對

於自我價值及意象的肯定和形塑。 

對於我這種熱愛看棒球的人，從臺灣職棒在 1990 年成立之

後，職棒的紀事年，就成了我記憶裡的年分了。還記得職棒元

年，當味全龍、三商虎、統一獅和兄弟象四支球隊正式成立了中

華職棒聯盟時，自己正面臨是否轉業的人生轉捩點，一方面很喜

歡原本可以雲遊四海的領隊生涯；一方面又嚮往有寒暑假的教師

生活，而最後，促使我毅然決然換跑道到教職工作的理由，正是

下班後可以準時進場看棒球。從此以後到棒球場為喜歡的兄弟象

隊加油，是我生活的重心，不管是熱身賽、例行賽、季後賽或甚

至是總冠軍賽，每一年近八個月的球季，數十場的現場看球，二

十年來如一日，而令人驚訝的是有不少的女性同好也和我一起守

著這個風雨不斷的職棒世界。每每在球場相遇，大家都會會心一

笑，也因為姊妹們都是買季票進場，有固定座位，你會不知不覺

中習慣她們的身影，出現在妳熟悉的角落。這可是屬於我們最特

                                                 
5 劉曉嵐，〈未曾戀愛的成年前期女性之同性情誼探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碩士論文，2005），7。 
6 梁莉芳，〈田野中的反思：姊妹情誼力量大〉，《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6：

32。 
7 周桂霙，〈「你是我的姊妹？！」已婚中年女性參與社團過程中同性情感經驗

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3），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QTZH/record?r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QTZH/record?r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QTZH/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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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棒球緣分，因為有對棒球的愛，在球場裡，我們沒有距離。

我們都是愛看棒球的女球迷。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述說女球迷的觀點，是我最美的初衷，本研究想藉由這群支

持臺灣棒球運動的女球迷看球的經驗，探索棒球與女球迷生活與

人生的關係。在上述目的引導之下，本研究將循序漸進的進入女

球迷的看球世界。首先探討這群女性球迷的身分背景與相識過

程，進而理解棒球在她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解析女球迷與

棒球的情感關係，最後詮釋棒球在她們看球歲月中存在的深層意

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研究者多年球場的參與經驗為基礎，採深度訪談

蒐集資料，選取研究參與者的方式，以深入性、多元性、可接近

性為考量，希望找到能提供豐富資訊的研究參與者。研究者在先

與購買季票的女球迷初訪後，以意願高做為本研究現象的研究參

與者。這十位女球迷都是在職棒環境最低迷的時刻，仍然以購買

季票的行動，來支持她們最愛的球隊與職棒運動。研究參與者的

基本背景介紹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資料一覽表 

編號 暱稱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職業 學歷 觀賞球齡 
與研究者 

認識時間 

1 愛美麗 女 42 未 企劃 大學 18 年 13 年 

2 明潔 女 33 未 化學老師 碩士 15 年 8 年 

3 小護士 女 30 未 護士 大專 10 年 4 年 

4 小凌 女 34 未 英文老師 碩士 12 年 3 年 

5 小華 女 38 未 電腦程式設計 大專 13 年 3 年 

6 阿嬤 女 58 已婚 家管 國中 19 年 8 年 

7 素蓮 女 44 未 退休 碩士 19 年 26 年 

8 美美 女 42 已婚 家管 高中 6 年 0.5 年 

9 浩瑜 女 27 未 服務業 碩士 10 年 0.5 年 

10 小魚兒 女 30 未 編輯 碩士 6 年 0.5 年 

三、研究者角色 

寫作的方式是以研究者的第一人稱來論述本文，將研究者身

為球迷的二十年經驗作為書寫本文的基礎。研究者每年平均進場

看職棒比賽至少 50 場，棒球對研究者而言，不只是休閒活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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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裡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常必須扮演一種

以上的角色。 

因為研究者也是位女球迷，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無法拋

棄球迷的角色。另外，研究者長期觀看球賽，因此大部分的老球

迷都知道研究者本身的職業是教師，所以在球場裡，研究者一直

有著教師的身分。而在研究的進行中，愛美麗、明潔、素蓮是認

識多年的朋友，其他女球迷原來並不熟，但在研究過程中，我跟

女球迷間認識與熟悉度日漸增加，「朋友」的角色於是逐漸成形。

每個人在生命中角色與角色間的衝突，都會激盪出不同的人生，

在研究中所扮演的「研究者」、「球迷」、「教師」、「朋友」四

種角色，對研究道德的衝擊也是我必須處理的。「球迷」的角色對

研究者有利有弊，對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較熟悉，現場觀察與訪

談進行較為容易，尤其質性研究偏向參與其中，而不是單純觀察

記錄，也因此熟悉田野是研究者的優勢；但是「球迷」的角色，讓

我在做研究的過程裡，感覺到看球的經驗被撕裂成做研究與觀賞

球賽，要如何避免被自己習以為常的觀念影響，遺漏了重要的觀

察，影響了深層的描述，造成顧此失彼的現象，則是研究者的一

大考驗。至於「教師」的角色讓我在研究過程中獲得尊重與信任；

「朋友」的角色化解尷尬，取得互信互任，讓研究對象在自然的情

境中展現平常的模式，更重要的，不因我局外人的介入而讓她們

的看球模式起了變化。 

「球迷」讓我跟研究參與者間成為關係更親密的朋友，「教師」

讓我的研究過程更順利，當然「研究者」的角色會隨研究結束而終

止，但我依然會是個球迷，和研究參與者的友誼也不會隨著研究

結束而畫下句點，而是多了一分情誼。以下針對研究目的與問

題，分為以下四點作論述：我與女球迷的身分背景與相識過程、

棒球在女球迷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女球迷與棒球的情感關係、

棒球在女球迷人生中的深層意涵。 

貳、女球迷們身分概述 

愛美麗 42 歲，在美商公司從事企劃工作，看臺灣職棒已經 18

年，唯一錯過的職棒元年，則是因為人還在法國念書，無法躬逢

其盛。她生長在一個象迷大家庭，從爺爺到孫子，一家三代不管

是叔叔、姑姑、堂兄弟姊妹個個都是忠貞象迷，打從兄弟象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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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時代，他們全家就已經是兄弟象隊的粉絲團了，因為家就住在

兄弟飯店和臺北球場附近，從小她在爺爺的耳濡目染之下成了棒

球迷。愛美麗從法國結束學業回臺灣那年，剛好趕上職棒二年，

從此，她成了球場的常客，就算工作再忙，哪怕球賽已經第七局

了，也要進場看球，而且因為很愛臺灣，每逢重大國際棒球賽

事，也一定會跟著中華棒球隊出國加油，像 2003 札幌亞錦賽、

2004 的雅典奧運、2008 北京奧運，她都千里迢迢的前往參與，是

個不折不扣的超級女球迷。而和愛美麗認識是在兄弟飯店咖啡

廳，因為大家邊喝咖啡邊談棒球，因為都熱愛咖啡和棒球，就成

了老朋友。 

明潔目前在中學服務，是個 33 歲的化學老師，球齡 15 年，她

喜歡棒球，因為對棒球的規則瞭若指掌，常是我們在球賽中的私

人講評。她除了愛看棒球，更喜歡打棒球，因此毛遂自薦參加壘

球隊，在全都是男子球員的萬綠叢中，她當然成了「大新莊」壘球

隊的隊花。我和明潔結緣則是在新竹球場，那是個沒有座椅的舊

球場，因為剛好坐在前後排，當我見到加油聲和自己一樣是大聲

公的美少女，忍不住和她聊了起來，原來我們都是大老遠從臺北

來看球，因為對兄弟的共同喜愛，我們很快的就成了球友。從

此，在需要搶位子的臺北球場，我們會互相幫忙佔位子，而那年

明潔還是個大三的學生，現在明潔也晉身教師職位，看球的習慣

還是一如往昔。 

小護士，32 歲，是在醫院裡服務的白衣天使，看球已經 10

年，從她個人部落格裡，你會發現棒球是她的生活重心，為了看

棒球，放棄高薪的輪班工作，只為了下班進球場為兄弟象加油。

一開始在球場看到小護士時，是一對棒球小情侶，因為他們季票

的固定位子離我很近，所以雖然彼此並不熟識，大家卻會在兄弟

得分或精彩守備時，相互擊掌叫好以示慶祝。後來，棒球情侶搭

檔拆了，再也沒看到那個男生，倒是小護士仍然風雨無阻的進場

看球；男朋友可以換，對兄弟象和棒球的熱愛之心，卻永不變。 

小凌是個英文代課老師，在國中教英文，求學時在學長的帶

領之下開始看球，一看就是 12 年。小華則是個電腦程式設計，已

經有 13 年的球齡，她在球場上認識小凌之後，兩人就成了莫逆之

交，一起看球、一起談棒球，瘋狂時還會安排環島看球之旅，兩

人一臺車，跟著兄弟象隊全省跑透透。為了平常日能準時到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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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看球，她們兩人特別把服務的學校與公司都換到新莊附近。 

在眾多的女球迷中，阿嬤是我見過最激動的女球迷，因為她

的大嗓門是球場中的傳奇。阿嬤 58 歲，是個幫忙照顧孫子的家庭

主婦，看了多年的棒球，2008 年因中風過後，體力不堪負荷，才

沒有場場到天母與新莊球場報到。第一次注意到阿嬤是在職棒 13

年，有一次兄弟象與興農牛對戰中，我被身旁大罵張泰山的女性

叫罵聲嚇到，只見一位歐巴桑，對著因安打而站上一壘的張泰

山，不停叫罵著，也不知是氣勢太嚇人，還是張泰山太敬老尊

賢，竟然還向她脫帽行禮致意，「激動」就是我對阿嬤的第一印

象。驚聞阿嬤因腦溢血而中風，導致左半邊癱瘓，以為再也看不

到她的身影，沒想到在中風過後的六個月，她竟然為了她最愛的

棒球，重新站了起來，當時再次看到她拄著拐杖為兄弟隊加油的

模樣，真是令人動容。 

素蓮 44 歲，是個剛從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退休的女研究員，雖

然求學期間一直是個籃球隊員，但對棒球和籃球的熱愛卻不分軒

輊。素蓮和我是臺南同鄉，我們一起來臺北念大學，也一起留在

臺北打拼，我們相識緣起於高三那年，一個炎熱的午后，兩桌女

生原本是互不相識各自吃著麵，卻因都在興高采烈的聊著那個年

代最熱門的瓊斯盃，聊著聊著就併起桌來一起吃麵，也結下不解

之緣。她高中是籃球校隊，雖然因為考不上體育系而念了家政

系，但對運動還是念念不忘，我則是從小就崇拜運動員，因此，

兩人成了氣味相投的好朋友。我們在臺北一起租房子，因為離籃

球聖地——中華體育館很近，我們經常縮衣節食就為了買票進場

看籃球。我們一起經歷過了瓊斯盃的輝煌年代，後來籃球場燒

了，8幸好臺灣職棒聯盟成立，於是中華體育館對面的臺北棒球場

成了我們的最愛。 

美美 42 歲是一位早婚的家庭主婦，研究者是透過小護士的介

紹才認識的，她因為孩子都已長大，先生又經年在國外，十分空

閒的她以兄弟象為生活重心，目前她常常跟著兄弟象隊四處征

戰。她習慣在場內場外用相機幫球員紀錄所有的事件。浩瑜與小

魚兒則是因美美介紹後結識的女象迷，她們都會在自己的網路部

落格寫下兄弟象的賽事與自己的心情。由於兩人的文筆流暢生

                                                 
8 中華體育館於 1989 年出借鴻源集團舉辦活動，居然燃放沖天炮，全館付之一

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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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讓女球迷與兄弟象隊之間的故事，更加動人。研究者與浩瑜

連繫過程中，發現她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女生，第一次看到她是在

兄弟象隊宿舍門口，她拿著相機，苦等球員，終於等到了球員下

樓準備出發到球場比賽，她卻只是遠遠的照相，生怕干擾球員的

情緒，只能說她真是善解人意的女球迷。至於小魚兒則是低調的

女球迷，在球場總是安安靜靜的看球，只有在部落格裡才能看出

她對兄弟象的澎湃感情。 

個人的生長環境背景提供了女球迷與棒球結緣的契機，大都

是在家人支持的有利條件之下，讓她們能接觸棒球進而愛上棒

球；在看球的經驗裡，她們從進場看棒球的過程中感悟到看棒球

的樂趣，自此她們秉持熱愛棒球的信念，並在其他球迷同好陪同

之下支持棒球，她們在球場裡找到了團體的認同，讓女球迷即使

遇到大環境的風風雨雨，她們都會盡其所能善解；遇及她們生命

重要的轉折時，棒球仍是她們重要的考量，萌生支持自己的力

量；因為對棒球、兄弟象隊、球員、球迷的認同，讓愛棒球的

心，毫不遲疑；讓看球的習慣，繼續延續。女球迷們因對球隊的

認同與支持，凝聚了大家的共識，一起為球隊無條件的加油與付

出。她們因團體的凝聚力，更愛這個屬於棒球的團體，也因為認

同這個團體，儘管彼此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分屬不同的

文化、不同的年代，她們卻因「愛棒球」而凝聚在一起。她們彼此

認同，於是理直氣壯的享受愛棒球的生活，找到自己最喜愛的生

活方式。 

參、生活就是棒球的季節 

對於我們這些熱愛棒球的女球迷而言，就如同瘦菊子所著的

《燃燒，野球》一書所言：「生命隨著球季不停地更迭，春訓、開

賽、明星賽、季後賽、世界大賽，與我的音樂季一同脈動，春天吶

喊、夏天是海洋音樂季、冬天硬地音樂節，光陰與記憶，消融於球

與音符的飛動中。」9在女球迷的棒球世界裡，四季無關風月，只有

屬於棒球的季節與對棒球無怨無悔的愛。 

一、春暖花開球季來 

                                                 
9 瘦菊子，《燃燒，野球》（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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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的〈春日偶成〉寫著「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10進一步說，詩人在春天裡

的樂趣是在雲淡風輕的春天裡，閑步於繁花似錦，楊柳青青的綠

絲絛中。11而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屬於女球迷的快樂則是只要春

天一來，牽腸掛肚的球季也即將展開，女球迷的生活也在明媚春

光裡甦醒了起來。 

（一）春訓來了，球賽還會遠嗎？ 

一個球隊的春訓典禮，能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呢？不用懷疑，

因為象迷踴躍報名要參加開訓典禮，最後兄弟象隊還幫沒有交通

工具的球迷租了六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前往龍潭球場參與開訓與

球迷會。蟄伏了整個冬天的球迷，已經按捺不住蠢蠢欲動了起

來。 

為了參加期待已久的兄弟象隊職棒 20 年的春訓典禮，小凌和

小華一大早就出現在兄弟飯店，小華是千里迢迢從木柵騎摩托車

趕來，而小凌則從更遠的五股一路風塵僕僕趕到南京東路兄弟飯

店集合，她們一起搭上兄弟象隊為球迷準備的遊覽車。遊覽車

上，女球迷約佔了五分之四，聽到大家熱絡的聊著這個球季，一

起為簽不到倪福德而惋惜，也為曹錦輝遲遲未簽約而擔憂，車子

在一片棒球話題聲中，終於抵達龍潭球場。龍潭球場是兄弟飯店

為兄弟象棒球隊自行興建的棒球場，是臺灣首座室內棒球練習

場。 

這天，初春寒流剛過，龍潭球場被暖暖的陽光與球迷的熱情

籠罩著，兄弟象的春訓典禮結合了球迷感恩會，在近千名的球迷

殷殷期盼中展開。雖然整個活動儀式還是很老套，先介紹新舊球

員，接著隊長林明憲與王光輝總教練按照舊例進行宣誓，同時可

看到本壘板後的球迷熱情的呼應著。在典禮結束前，燃放了一大

串鞭炮，宣告兄弟象隊要為新的球季，重新出發了。 

春訓開始了，球季還會遠嗎？望著晴朗的龍潭球場上的蔚藍

天空，只見陽光燦爛，回首職棒 19 年的風風雨雨，真心希望能在

新的球季來臨之後，朗朗的陽光能一掃陰霾，讓臺灣的職棒重新

轉動，更期待職棒 20 年兄弟象隊能有好表現，這應該是現場所有

                                                 
10 程顥（1032 - 1085），字伯淳，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北宋哲學家、教育

家。 
11 黃文吉，《千家詩詳析》（臺北：國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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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球員與球迷最共同的盼望。 

（二）比賽開始：轉動 20，WITH US 

中華職棒 20 年以「轉動 20，WITH US」為口號，在 2009 年

3月 28日開打了，現場吸引了一萬名觀眾入場，這是繼 2003年開

幕戰後，睽違 6 年的再度滿場。令人訝異的是在世界棒球經典賽

中華隊表現不佳，並未澆熄球迷的熱情，職棒 20 年在天母棒球場

的開幕賽，球迷以行動來支持對棒球的熱愛，更為中華職棒開出

一記好球。也替因米迪亞暴龍與中信鯨隊相繼消失，而陷入低迷

的臺灣職業棒球運動，注入一股強心劑。 

職棒 20 年開幕賽在天母球場開打，雖然是統一獅隊的主場，

在滿場的球迷中，我依然找到了小凌、小華、明潔、愛美麗與小

護士這群女球迷熟悉的身影，素蓮還大老遠從臺南北上來看這場

球賽。巧合的是職棒元年球季就由這兩隊揭開序幕。加上熱滾滾

的票房與氣氛，對素蓮來說彷彿坐了時光穿梭機，重回 20 年前職

棒開賽一樣熱鬧，素蓮津津有味的回憶起 20 年前那個職棒元年開

幕賽，那年她才 23 歲。 

從中午剛始，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口，開始熱鬧了起來，因

為沒有預售票，球迷只能在人龍中排隊買票，過了四點，人聲漸

漸鼎沸，黃牛也開始穿梭在球迷的買票隊伍中，進行交易。好不

容易買到票了卻又開始又去排進場了，只見另一條人龍等著你，

但是期待的心情令人亢奮，一個下午漫長的等待，卻在踏進滿坑

滿谷都是球迷的球場時，突然倦意全消。12  

這春色無邊的季節裡，宜歌宜詩宜酒，卻不宜面對兄弟象隊

的連敗。開賽一個月，兄弟象隊的勝率只能在三成上下徘徊，身

為女象迷，職棒 20 年的春天真的很令人心寒，小護士的部落格

裡，如下表示： 

今天真的冷到爆，剛去球場時 15 度冷風直吹，吹得我頭好痛

喔。雖然有帶圍巾，但是好像沒有太大用處，一整個就是冷。

也因為比賽的過程沒有讓我們很 HIGH 吧！所以身體熱不起

來，一直處於抖抖抖的現象，結局更讓我們心冷，看到今天的

                                                 
12 素蓮，面訪，20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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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備，唉！未來的比賽要多加點油才行呀。13 

中華職棒 20 年的票房逆勢成長，兄弟象隊也不負眾望，人氣

持續領先群雄，但是傷兵累累與投手不振，讓兄弟象隊的戰績，

一再考驗著女球迷的忠誠度，幸好即便是春寒料峭，女球迷卻終

於等到春天的奇蹟。在夏天來臨之後，戰績隨著艷陽也慢慢熱起

來，讓她們能享受夏之盛宴。 

二、盛夏裡的棒球饗宴 

夏天就是屬於棒球的狂熱季節，戰鼓、氣笛、加油棒，棒球

場上場場激戰正酣，球迷在場邊高分貝忘情吶喊，當觀眾人數遠

超過 5,000 人，整個球場裡讓人熱血沸騰的是張力十足的球賽、是

臺灣炎熱的夏日、是球場中球迷在盛夏裡的棒球狂熱。 

最適合見證夏天的非棒球莫屬。從徐國能所撰的《夏日球場》

來看，14提到在內野的紅土乾燥而粗糙，像一首沙啞的詩，外野的

綠草綿綿，正適合放牧一段英雄的夢想。在天色尚明的晚風中，白

雲舒卷，水銀燈一盞一盞亮起，主審拉下面罩，高喊「Play Ball」，

熱浪、吶喊與無以名之的感動澎湃而來，那些尾勁刁鑽的球路，飛

向天際優雅的弧線。夏日的棒球是青春、是冒險，是揮中球心的瞬

間，那種關於棒球的狂熱，卻是熟悉且明確的在心裡流動著。只是

在驕陽如炙的夏天裡看球賽，對女球迷是一大考驗，她們被迫在愛

美麗與愛棒球中做出抉擇。 

（一）夏日的兩難抉擇：夏艷／夏厭 

隨著夏日腳步的逐漸接近，球迷的熱情似乎也迅速回溫中，

臺灣的夏日艷陽正火傘高張著。女球迷們頂著炙熱的豔陽，一邊

塗著防曬油，一邊拿著球員特製的扇子搧著風，只因為六月以前

的每個週日，為了節能減碳，球賽在下午兩點開打，只是五月太

陽的紫外線實在很嚇人，只見女球迷又是帽子又是毛巾，在防曬

與球賽間努力掙扎著，因為美白雖然重要，但在女球迷的心中，

球賽更不能捨。 

曬黑了，還白得回來，錯過親眼目睹的精采好球賽，可就不是

                                                 
13 小護士，2009.04.02。 
14 徐國能，《夏日球場》（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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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重播能彌補的。其實我很容易曬黑，為了兄弟象只能盡

量做好防曬工作了。15  

生命中有很多抉擇，豔陽下一群女球迷，頂著三十幾度的高

溫，為球隊吶喊加油，她們不是不愛漂亮，只是更愛棒球。只

是，這樣子的付出真的毫無怨言嗎？炎炎的夏天，如果在現場看

到的是「阿鈣」廖于誠在母親節當天，投了 8 局好球獲得勝投之

後，手指天上，把勝利送給過世的媽媽，那女球迷根本會忘了紫

外線的存在，只記得勝利的甜美，與屬於阿鈣的感人的身影。但

是如果是看到兄弟象隊投手個個被打爆了，野手又貧打，連天氣

也悶熱到極點，那女球迷不僅皮膚曬黑了，連心情也黯淡起來；

這時會發現，到底是「夏豔」還是「夏厭」，其實取決於球賽的

精彩度。 

（二）仲夏夜的星光燦爛 

在許多球迷的心中，除了球季例行的球賽之外，夏天裡的棒

球盛宴，非明星賽莫屬。中華職棒大聯盟明星賽，又稱中華職棒

大聯盟紅白明星對抗賽，絕非只是明星表演賽，更是凸顯各隊球

迷多寡的最佳時機。 

對於職棒成立以來一直是票房保證的兄弟象而言，明星賽彷

彿是象迷宣示對球隊忠忱的一種儀式，象迷會自發性的以「輸人

不輸陣」的心情，展現實力全力動員，盡一切可能為兄弟球員拉

票，其中又以明潔最「感心」，又是收集選票，又是鼓勵學生投

票，當然還要「暗示」學生要投給兄弟象的某些特定的球員，真

的是用真心換選票。果然一如往年，兄弟象佔領了明星賽的先發

九人名單，恰恰更是蟬聯五年的人氣王。 

其實一直覺得明星對抗賽有點像是夏夜裡的嘉年華會，不但有

著扣人心弦的全壘打賽、緊張有趣的跑壘賽，是一場犒賞球迷

的 party。16 

時序進入夏秋之際正是臺灣颱風的季節，但是颱風天就能阻

擋女球迷看球的心嗎？小護士會斬釘截鐵的說「不」，因為在她

的心中，颱風天的風大雨大也敵不過棒球的魅力，只要職棒聯盟

沒有取消比賽，還是要到球場報到，因為那是球季裡她生活中最

重要的一件事了。氣候不穩定的颱風天，應該要乖乖留在家裡，

                                                 
15 小華，面訪，2009.04.26。 
16 愛美麗，面訪，200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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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球賽無聲的呼喚，讓女球迷，又義無反顧的前往球場。 

三、秋鬥，臺灣第一 

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每個球隊都等著驗收一整個球季的努

力，能不能歡喜慶豐收，打進季後賽，挑戰總冠軍。奧運結束

後，兄弟象隊好像突然找到贏球的勝利方程式，整個球隊脫胎換

骨。兄弟象到底為何能再奮起，其原因不重要，結果是兄弟象隊

發揮二枚腰精神，球季末打出精采的季後賽爭奪戰，女球迷當然

個個歡欣鼓舞，要前進季後賽了！ 

重返榮耀 我們已經 5連勝狀態了耶 一整個就是開心啦 

最重要的是季後賽資格進入倒數階段  明天再贏一場 

我們就能確定進入季後賽了  多久沒有這種晉級的滋味了 

最後一次的開心是在 2003年吧  加油吧〜〜兄弟！！！ 

讓我們朝著相同的信念努力  必定能嚐到甜美的果實 

球場上是誰給我們支援？兄弟！！！ 

球場上是誰給我們勇氣？兄弟！！！ 

球場上是誰給我們信心？兄弟！！！ 

「有了兄弟，絕對無敵」17   

女球迷已經摩拳擦掌蓄勢待發，要和兄弟象隊一起前進季後

賽，一起對抗 La new 熊了。 

（一）十月烽火：季後賽 

10 月是各國職棒最火熱的季後賽開打，當十月烽火點燃激戰

將起，女球迷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理性告訴自己球隊實力

的確如專家分析，略遜一籌，但是又堅決相信，兄弟象迷一直以

來都是「最佳第十人」，只要球迷不離不棄在場邊助陣，所產生

的「無形戰力」，一定能讓黃衫軍重返榮耀。 

於是，沉潛已久的象迷紛紛走入球場，創下了中華職棒 20 年

季最奇怪的現象：季後賽和總冠軍戰票房收入，加起來預估接近

4000萬，已經超越全年例行賽 298場 7400萬票房的一半。讓象迷

進場看球，除了是因為象迷期待久違的總冠軍之外，兄弟象隊在

職棒 20 年，從季初的一勝難求到季末力拼外卡資格，最後如願進

入季後賽，而季後賽的灰姑娘傳奇，更是艷驚四方，也感動了成

                                                 
17 小護士，200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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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上萬象迷的心。兄弟象在季後賽裡以 3 連勝橫掃 La new，將熊

隊淘汰出局，闖進總冠軍賽，許多女象迷感動涕零，此時女球迷

的心中一邊想著久違的總冠軍，一邊唱起兄弟象隊歌，歌詞是這

樣寫的： 

隊旗迎著勝利風飄，掌握每個關鍵時刻，揮灑四海兄弟熱情，

輝煌戰果遍及南北，風雨中、烈日下，信心依然堅定，讓我兄

弟般的愛，緊緊繫著你和我，寫下屬於我們英勇的故事，所有

辛勤的努力付出期待與關懷，凝聚我們邁向成功的使命。18 

所有兄弟象的球迷苦苦等了五年，終於盼到了總冠軍賽，既

喜悅又期待的心情，可以從熱烈的網路預售，看出端倪。球賽場

場熱賣一票難求之際，只看到女球迷們沾沾自喜，因為購買季票

的球迷，有個本來以為用不到的優惠，那便是保留總冠軍賽的購

票權，而且一人買季票還可造福其他三位球迷，也因此，明潔說

她突然變得很受「歡迎」，女象迷總算享受到買季票的尊貴禮遇

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明潔認為買季票，是固定位置，讓球場

裡有了自己專屬的空間，讓看球更愉快了。 

職棒 20 年總冠軍賽首戰在統一獅隊臺南主場開打，幸運之神

站在兄弟象這一邊，兄弟象隊的守備成為當天比賽勝負的關鍵，

終場兄弟象擊敗統一獅，在總冠軍賽以 1 比 0 領先統一獅，再次

跌破專家的眼鏡。兄弟象在總冠軍戰第二戰，以小林亮寬對戰統

一獅「嘟嘟」潘威倫，雖然「嘟嘟」第五局挨王金勇與林明憲擊

出 2 支全壘打，兩隊總冠軍賽兩戰打成 1 比 1 平手。此站在高雄

澄清湖球場，現場湧進 17,523 人，創下中職史上冠軍賽第二戰最

多觀眾紀錄。兄弟象隊在驚滔駭浪中，驚險拿下總冠軍戰第二場

勝利，而年輕小將買嘉瑞臨危受命上場祭出好投，幫助球隊拿下

勝利也拿下單場 MVP。總冠軍第四戰，統一獅再度派出海克曼登

板主投對戰兄弟象丹尼，海克曼與救援投手曾翊誠聯手終場完封

兄弟象隊，統一獅在兄弟象主場扳回一城，兩隊戰績打成 2 比 2

平手。 

兄弟象在新莊棒球場主場進行總冠軍第五場比賽，兄弟象隊

派出先發投手「阿鈣」廖于誠，對決統一獅的投手「嘟嘟」潘威

                                                 
18 此為兄弟象隊歌，兄弟象迷會在贏球後於場中齊唱隊歌。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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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形成本土主力投手大對決。最後統一獅隊奪得重要的第三場

勝利，在這場總冠軍爭奪戰中搶先聽牌。獅象總冠軍第六戰，獅

象在兩隊先發投手小林亮寬與艾瓦多的壓制下，前七局雙方都屢

攻不下，面臨背水一戰的兄弟象，第八局攻勢大爆發，打破僵

局，終場兄弟象擊敗統一獅，戰績追成 3 比 3 平手，將總冠軍賽

拉進最終的第七戰。 

打不到對方的球，從第一局到最後球速都還保持 150 以上，

哇哩咧！不敢置信，看到阿振腳傷臉帶痛苦的表情，看到阿閔嚴

重的腳傷依舊上場，看到兄弟氣勢由弱到一蹶不起，最後那個再

見雙殺，摧毀了我們大家的希望，面無表情的走出球場，沒辦法

看到對方興高采烈的慶賀，到球場外象巴處靜靜的等著，等著要

給他們最大的支持，雖然沒有好的結局，但是這個過程實在太精

采了。能夠撐到第七戰，我們真的很棒，傷兵們個個拼死上場，

打死不退！我們看到了你們的認真、堅持、及努力，這樣就夠了。

看到外面成群的象迷，拼命的喊加油！喊著球員名字，給予掌聲

鼓勵，看得我心情激動，聽得我熱淚盈眶，這就是象迷們的可愛，

沒有怒罵，沒有噓聲，只有一脫拉庫的鼓勵及加油聲，球員們必

定會因此更加努力，明年再來吧！19 

最終戰統一獅由海克曼主投九局完封兄弟象隊，終於在臺南

主場封王，鏖戰到最後一刻的兄弟象終究不敵兵強馬壯的統一獅

隊，兄弟象隊史 5 度參加總冠軍賽以來首度空手而回。還記得職

棒 12 年兄弟 VS 統一，同樣的地點同樣是第七戰，結果卻完全不

一樣。但是因為美好的戰役，女球迷場場參與，所以沒有遺憾，

只有感動。 

（二）好一個燦爛的球季 

職棒 20 年這一個球季，對兄弟象的女球迷而言，是燦爛的、

是美麗的。即使沒能奪下總冠軍，但是美好的戰役她們已經參

與，輸贏不是唯一。如果你看過女球迷的部落格，你就會知道職

棒 20 年對很多女象迷來說，是燦爛的一個球季。兄弟象在這一個

球季裡，演出大驚奇。女球迷因為感動不捨；因為不捨，將對兄

                                                 
19 小護士，20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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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象的支持與愛，化成文字，讓對兄弟象的愛，在字裡行間流

竄。 

雖然是哭著結束的，雖然有很多不捨與遺憾，但是這個夢很

美，今年的感動與驚奇已經夠了。棒球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

但是感動人的，往往就是那一個一個的故事與執著，看著他們打

這十場球賽，有驚奇、有振奮、有失落、有狂吼，當然也有痛哭

流涕的傷心，但我很高興我是兄弟象迷，當我舉著黃色加油棒，

混在黃海包圍的新莊球場觀眾席中，我是驕傲的，即使輸球也很

驕傲，不知道自己哪來的決心，就是挺到底。20 

兄弟象隊的每個球員拼戰到底，有時不免感傷，為何兄弟象

的球員非得這麼辛苦，要吃了止痛藥帶傷上陣，非得戰到最後一

兵一卒呢？這種捨我其誰，拼戰到底的精神，雖然獲得女球迷最

深的感動，卻也突顯出球團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如果兄弟象球

團真正落實二軍制度，總冠軍兵源不足的困境應可得到舒緩，這

正是女球迷在感動之餘對球團的另一份期待。 

四、冬之沉潛待再起 

球季終於結束，兄弟象隊的表現感動球迷的心，然而從 11 月

到隔年 3 月，這一連五個月的休兵期，是球迷最難耐的日子。女球

迷要如何度過漫漫冬季，等待春天的來臨呢？ 

（一）網路裡的棒球世界 

網路最迷人的地方是沒有時空的限制，沒有球賽了，到處還

是有棒球相關的網站版可以讓女象迷解解球癮；要四處關心一下

球員的近況，要在球員的部落格上留言，必要時還要和其他隊的

球迷激戰一番。當然繼續在自己的部落格寫出對兄弟象隊的最新

消息，也是女球迷關心球隊的方法。不論是球員上電視，或是電

臺，總是努力蒐集相關消息與資訊，在自己的網站上與其它象迷

分享；小護士就會讓關心阿勇的球迷一起分享阿勇的近況。素蓮

則是喜歡到棒球達人的網站上逛逛，像是緯來電視臺的主播蔡明

里的網站，就是她最喜歡的網站之一，她說在別人的觀點裡，可

以找到新思維，當然遇到版主對兄弟象隊球團有所批評時，素蓮

還是習慣會在留言板上力挺兄弟象，應為她已習慣善解球團的許

                                                 
20 小魚兒，200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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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為。在這個網路資訊的時代，女球迷在網路的棒球世界，打

發了漫長的冬季。 

（二）寒冬送暖 

季後新進球員會留在龍潭進行訓練，那裡風大氣溫低，美美

則會利用沒有球賽的這段時間，親自煮芋頭米粉或買熱飲、水果

去慰勞這些小將們，在寒冷的冬天，美美是這些球員最溫暖的陽

光。她還幫球員整理這個球季的精彩鏡頭，因為她一天到晚跟著

球隊跑，在她的相片集中，有每個球員的完整記錄。問美美為何

如此用心，她感性的說： 

以前我們家裡很窮，從小兄弟姊妹就各奔東西到外地討生活，

所以感情不親，我現在是把這些球員當作自己的弟弟或者是小

孩看待，照照相，送送吃的，其實我都很高興，因為我好像多

了很多弟弟和兒子，其實球員也都對我很不錯啊。21 

龍潭球場的冬天裡，當球員吃到美美用心煮的芋頭米粉時，

即使在寒風中，陣陣暖流溫暖了他們的心窩。另外，在球季結束

之後，一些人氣球員，常成為商品代言的明星，當然會有商品發

表會或代言活動，女球迷會競相告知，更會前往捧場，就是擔心

人氣不佳，球員會漏氣。愛美麗就是這樣買了許多相關商品，她

正符合 Hill 所說：「迷」是最忠實的消費者。22她會購買球員的寫

真集、球員卡、月曆、悠遊卡、簽名球、專屬球衣、代言的手機

等等，透過消費表達她對球隊與球員的忠誠與支持，因此，冬天

來了，沒有球賽，愛美麗用購物來支持棒球與球員。 

（三）看你千遍也不厭倦 

冬天裡，緯來電視臺23為了球迷會精選許多精彩的賽事重

播，當然女球迷們會挑選兄弟象表現精采的比賽，一看再看，看

再多次還是意猶未盡，常常是為了某個 nice pla或精彩的三振再喝

采一次。因此，她們會上緯來電視臺的網站查詢重播的賽事時刻

表，甚至會到電視臺留言板要求播出她們想重看的賽事，也許大

多數人不能理解，為何同一場球賽，要重複再看，但對女球迷而

言，沒有球賽的日子裡，能重溫那些屬於球賽的感動，是一件令

                                                 
21 美美，面訪，2009.04.05。 
22 朱華瑄，《迷文化》（臺北：韋伯，2005）。 
23 目前中華職棒的球賽轉播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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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欣慰的事，而這些球賽的餘溫，陪她們度過漫漫的冬季。 

愛美麗和姑姑很好客，只要有精采賽事重播，都會邀我一起

到她家看重播，除了因為姑姑總是準備很多食物之外，她的姪女

也會和我們一起看比賽，人一多就熱鬧了起來，比我一個人自己

看重播，要有趣多了。雖然都是看過的球賽，再看一次，還是很

刺激，加上大家一起邊吃邊看，這樣的聚會，不但有精采的球

賽，還有主人的熱心款待，更有同伴的熱情加油，在沒有球賽的

時候，真是很棒的事。24  

在沒有棒球的冬天裡，女球迷在寒冷的季節裡，以自己的方

式送溫暖給球員們。有些是虛擬世界的忠誠支援；有些是現實生

活裡的真心付出，方式雖不大同，相同的則是對球員與球隊不求

回報的愛護與支持。而在沒有球賽的冬天，和其他女球迷一起重

溫精彩的賽事重播，也讓女球迷在漫長的冬季裡，有了等待下一

個球季的動力。 

經由上述，棒球的季節裡，有如花的開落，春天裡花兒含苞

待放，又盛開在燦爛的夏天，秋天的結果累累之後，在冬天葉落

凋零，化成春泥，等待下一個花季。原來愛棒球的女球迷，不管

春夏秋冬的更迭，還是離不開棒球。在鳥語花香的春天裡，因為

棒球季的到來，女球迷的生活也生意盎然了起來，從春訓、熱身

賽、接著棒球季的開打，季節跟著球季而揭開，處處生氣勃勃。

夏天一到，天氣漸漸炎熱，女球迷的心在豔陽下跟著炙熱起來，

不管是明星賽、例行賽，女球迷都不畏天候或是環境的風風雨

雨，在夏天一路挺棒球到底，艷陽下，女球迷的熱情，在球場裡

蔓延。一進入秋天，決戰的氛圍讓女球迷的心情跟著球賽起伏，

季後賽、總冠軍賽，不論輸贏，只要是精彩的球賽，每一場球賽

都是燦爛如楓紅的戰役，在她們的心裡，贏球不是唯一，只要球

員盡心盡力，就能感動女球迷。球賽結束之後的冬季，雖然沒有

球賽可看，女球迷還是在虛擬的棒球世界真實的支持球員與球

隊，或是在寒風中送上最貼心的溫暖，也會在重播的賽事中，找

尋原來的感動，她們在漫漫的冬天裡期待下一個球季。在女球迷

的眼裡，季節就是球季，春夏秋冬的更替，只是代表球季的開始

與結束，因為女球迷的看球世界裡，棒球就是生活，生活裡處處

是棒球。 

                                                 
24 素蓮，面訪，20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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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女球迷與棒球的情感關係 

從女象迷的看球經驗中，熱愛棒球是因為懂了棒球，也因為

懂了棒球才更愛棒球。女球迷她們將熱愛棒球當作自身的宿命與

使命，球場裡有她們生命裡的奇遇，她們把球場當作是另一個

家，對於棒球她們無怨無悔的支持；而球隊的表現與球員的紀錄

她們榮辱與共，因為她們生長在一個有職棒的美好年代。 

一、熱愛棒球，緣起不滅 

女球迷是如何愛上棒球？又是如何與棒球結緣的呢？而她們

和棒球之間的連結又是從何開始的呢？大部分女球迷和棒球的第

一次接觸都是因為家人的關係，但是因為年齡層的不同，她們最

早與棒球連結的年代會有所不同。愛美麗和素蓮成長的年代裡，

臺灣很多的棒球共同記憶裡，像是遠東區少棒、青少棒、青棒選

拔，或是越洋的半夜轉播，甚至是萬人夾道的棒球英雄凱旋，或

者是電視畫面，或者是報章的報導，屬於棒球的場景都是很震撼

的。因此，只要陪著家人迷棒球，在他們的影響下，很難不愛上

棒球。家在臺南的素蓮，爸爸和哥哥是她看棒球的啟蒙者。 

第一次對棒球的印象應該是五、六歲時，會和爸爸、哥哥、弟弟

半夜一起守在電視機前看棒球比賽轉播，雖然那時候對球賽一竅

不通，卻還依稀記得，平日很忙於鐵工廠，很少和孩子互動的爸

爸，在中華隊得分時，竟然會抱起弟弟，瘋狂的往空中拋，一向

很嚴肅的爸爸，因為棒球在客廳手舞足蹈激動的樣子，讓我從小

就覺得棒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25 

2005 年秋天，素蓮正值壯年的弟弟，突然被宣布罹患肝癌，

因為發現得太晚，住院三個月後便去世了，弟弟癌末住院期間，

素蓮常南下到醫院陪伴他，在陪伴病人的過程中，突然發現雖然

和弟弟年紀只相差兩歲，卻因從小分居各地求學，工作後又南北

分離，姊弟間共同的記憶竟是少得令人遺憾。還好，對於共同看

棒球的回憶，還是歷歷在目，素蓮很高興職棒前幾年，還找過弟

弟全家人一起到臺南棒球場看棒球，她感慨的說： 

                                                 
25 素蓮，面訪，20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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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弟弟枯黃的臉龐，體力很差，突然不知道要和他說些什麼?

沒想到弟弟突然對著我幽幽的說：你們兄弟象還是那麼爛，轉來

看我們統一獅啦！一時間，我真的好想哭，雖然眼眶紅了起來，

還是不甘示弱的為兄弟象隊辯解，就這樣開始彷彿又回到小時

候，我和躺在病床上的弟弟，鬥起嘴來，那時在他化學治療過後

疲憊的臉上，看到了他 39 歲應該有的光彩，還好我們有棒球這

個共同話題。26  

有些人則是天生彷彿注定會和棒球結緣，從小家就住在臺北

市立棒球場附近，加上家裡有個關心棒球、熱愛棒球的爺爺，從

小就常牽著她的手，從遠東少棒代表權的比賽到青少棒、青棒的

選拔賽，一場又一場到球場觀賽，不知不覺就學會了看棒球。在

那一個棒球蓬勃發展的年代，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的最佳條件，那

自然而然會讓你體內愛棒球的基因慢慢培養、漸漸茁壯，愛美麗

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我從小住在長春路復興北路口，離臺北市立棒球場走路只要十分

鐘，爺爺很喜歡棒球，就常帶我到球場看球，記憶中不論是少棒

青少棒還是青棒的遠東區選拔賽，我和爺爺都在現場為中華隊加

油，所以從小耳濡目染，喜歡看球賽。甚至會因為晚上在家門口，

看到球場的燈亮著，心裡就會莫名其妙的感到很窩心。27 

就如同瘦菊子《棒球新樂園》一書所提，28絕大多數的球迷是

隨著臺灣棒球史一起長大的，童年純真、快樂的棒球遊戲，夾雜著

投球、揮棒、跑壘和激動的吼叫聲，是最令人歡愉的記憶。愛美麗

的童年裡有一段屬於棒球與爺爺的美好記憶。當愛美麗成為社會新

鮮人的時候，正逢臺灣的職棒運動剛成立，從小就很關心棒球的愛

美麗，當然會身體力行支持職棒運動，她為了下班後能早點進球場

看球，在找工作時，愛美麗會把公司到球場的距離列入重要考量。

當然也有女生糊里糊塗就成為象迷，只是因為哥哥、爸爸的影響力

                                                 
26 素蓮，面訪，2008.08.09。 
27 愛美麗，面訪，2008.02.21。 
28 瘦菊子，《棒球新樂園》（臺北：張老師文化，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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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遠弗屆，是家人的愛把棒球無聲無息的帶進她的世界。 

很小以前全不懂棒球，但老哥很迷，雖然我覺得球場上的球

員又胖又矮比賽又漫長，一點都不好看。但是因為老哥愛看，我

又搶不過他（其實小妹我是老哥玩什麼我就跟著玩的跟屁蟲），那

時候剛好兄弟三連霸，我爸和我哥愛大象又愛黃色，於是我莫名

其妙就成了兄弟球迷。29  

後來這個女生卻成了全家最瘋棒球的兄弟象迷，在職棒爆發

簽賭案後爸爸和哥哥就對棒球死了心，她卻對兄弟象不離不棄，

著迷到常常流連楓橋驛站，30去了解棒球規則，也因為總會把精華

區文章一篇篇地看，一次次被感動，也找到歸屬感。 

二、女球迷、迷球記 

有些女球迷看球的動機很神奇，因為她們相信棒球有神奇的

療效，把看棒球當作是一種療程，所以進球場看棒球。美美與阿

嬤就是這樣的故事。 

美美一開始看球是因為當時剛升高中的女兒，不堪課業的壓

力，讀書讀到患了輕微憂鬱症，讓美美十分憂慮，加上她的先生

經年在國外經商，她是個全職媽媽，一人獨自帶著四個兒女在桃

園生活，為了幫課業壓力太沉重的女兒，尋找情緒的出口，她在

朋友的建議下，帶大女兒到球場看棒球，想藉由兄弟象隊的球迷

瘋狂的加油方式，引導女兒在球場上宣洩情緒，於是美美和女兒

進新莊球場開始看球。文靜內向的女兒儘管在球場上沒有跟著啦

啦隊大聲喧嘩與加油，憂鬱症的病情卻真的漸漸改善，最後竟悄

悄的痊癒了，只是女兒並沒有因此瘋狂的愛上棒球，反倒是媽媽

從此和兄弟象隊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她發現，老公一年才回來

幾次，孩子也漸漸長大，生活裡的空白時間，一個人真的有點寂

寞，而到球場看棒球剛好可以填滿這一些時間，於是她成了隨著

球隊四處征戰的超級女象迷。 

其實每次在球場上看到美美，她總是靜靜的在幫球員照相，

在她的部落格裡，沒有文字只有每個球員各種照片，大牌的、小

牌的，球場上的、球場外的，在豐富多樣的照片裡，有著她對每

                                                 
29 浩瑜，面訪，2008.07.21。 
30 楓橋驛站是清華大學的 bb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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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球員的關心。她會盡可能出席每個兄弟象隊的官方活動：舉凡

誓師大會、廠商代言活動、季後頒獎典禮；她也會帶著水果或飲

料出現在龍潭球場關心球隊的平常練習，她的付出連球員都印象

深刻。 

除開上述的討論外，在林麗珊所著的《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

一書，31亦認為一個未曾保有「自我」的女人，易將全部注意力擺

在先生及子女身上，對他們產生過度的期望，形成對方的壓力，自

己也容易變得嘮嘮叨叨、惹人厭煩。阿嬤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阿嬤

因為進入更年期，一堆更年期的症狀紛紛出籠，其中最讓阿公和兒

子們受不了的是，經常無病呻吟，一下子頭痛，一下子胸痛，還會

對家人一直嘮叨不停。後來，他們想到讓本來就喜歡看棒球轉播的

阿嬤到球場看球賽，也許會讓情緒有了出口，於是激動的阿嬤，成

了球場上的傳奇。自從阿嬤到球場看球後，生活重心就是棒球與兄

弟象隊，所以在球場上阿嬤找到了屬於自己最喜歡的場域與氛圍。

她口沫橫飛的談起是如何開始看棒球的，情緒和嗓門都很高的說

著： 

如果沒有棒球可以看的話，我就好像快要生病了，一下子這裡

痛，一下子那裡痛，而且在家裡老的也不理我，小的也沒空管我，

真正可憐喔！來看球，很奇怪，精神就自然好起來，我老公還說

我是得了「棒球癌」沒藥醫了啦！所以我喜歡到現場來看球，在

家裡看轉播，太激動了還會被大孫子虧：阿嬤，你乾脆直接跳進

去電視機裡一起打球啦。32 

注意到阿嬤，是因為她那宏亮如鐘的大嗓門。而且每次兄弟象

隊封王時，別看她年紀大，可是都有進球場拿著陳瑞振後援會「三

郎家族」33的旗幟，陪球員繞場34一圈。猶如畢恆達《找尋空間的女

                                                 
31 林麗珊，《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 
32 阿嬤，面訪，2008.08.31。 
33 三郎家族是陳瑞振的專屬後援會。 
34 兄弟象隊奪下總冠軍時，全隊會穿著封王 T 恤繞場一週，向球迷致意，各球

員的專屬後援會家族，可派代表拿旗幟一起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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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書，35認為女性一直在追尋屬於自己的空間，因為有了獨立

的空間，才可以活得自由自在、有尊嚴，生活才不會那麼辛苦、才

不會浪費生命。在美美和阿嬤的人生中，一直默默將青春、生命奉

獻給家人，她們原本生活只有家庭與家人，自從和棒球邂逅後，找

到屬於自己的那個神奇空間——棒球場，與另一個生活的中心，那

就是兄弟象隊與棒球。另者，蔡鵑如所撰的《野球之戀：一個女生

記憶青春的棒球手記》，36其內文更點出：對棒球不變之情，很難一

語道盡。我只知道生活中任何的挫折與不快，只要看場球賽就能得

到紓解，比任何特效藥還有用。球場不僅是球員寫紀錄的地方，也

是女球迷宣洩生活與工作壓力的最佳場所。 

三、相逢自是有緣 

球賽很長，節奏常常很慢，女球迷們有太多時間，可以在球

場上分享球賽的心得、分享生活的喜怒哀樂、分享工作上的心情

故事，於是在球場上，女球迷彼此之間有了彷彿是家人般的情

誼。緣分是件奇妙的事，眾多的球迷中，有些人會在不知不覺中

就和你熟悉了起來，悄悄的進入你的世界。生活圈漸漸多了很多

球迷朋友，明潔就發現自己在球場上結識了各式各樣的人： 

在看球時可以認識許多形形色色的朋友，有年紀近六十的阿

嬤，把球員幾乎當做是自己的兒子看待，會激動吶喊、會感動落淚、

甚至輸球會讓她食不下咽。有中年經商失敗到大陸設廠從新再起的

陳大哥，一天當兩天用，他讓我了解在外工作與家庭兼顧的辛苦；

有勞工階層的朋友、有管理高層的朋友、有飛官朋友、有老師、護

士、有結婚的、有不結婚的，每個人的經歷與想法都有所不同，在

相處的過程中，我因為認識了這些人而擴展自己的視野與想法。37  

也許有些球迷來來去去，像素蓮看中華職棒已是第 20 個年

頭，會不停的適應新朋友，也會有許多朋友就消失在球場了，不

管新朋友舊朋友，對素蓮而言都是在棒球場上特殊的緣分，她覺

得因為在球場上認識了許多人，讓自己的生命更多采多姿了。 

                                                 
35 畢恆達，《找尋空間的女人》（臺北：張老師文化，2007）。 
36 蔡鵑如，《野球之戀：一個女生記憶青春的棒球手記》（臺北：商周出版社，

2000）。 
37 明潔，面訪，2008.09.23。 

http://aleweb.ncl.edu.tw/F/ANYHLFILRBYSP8PJS5MUF1CJJ25I97HY9YJ7JTQG7R7K9FPJKY-04208?func=full-set-set&set_number=001287&set_entry=000017&format=999
http://aleweb.ncl.edu.tw/F/ANYHLFILRBYSP8PJS5MUF1CJJ25I97HY9YJ7JTQG7R7K9FPJKY-04208?func=full-set-set&set_number=001287&set_entry=000017&format=999
http://aleweb.ncl.edu.tw/F/ANYHLFILRBYSP8PJS5MUF1CJJ25I97HY9YJ7JTQG7R7K9FPJKY-04208?func=full-set-set&set_number=001287&set_entry=000017&format=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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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球場認識了許多的好朋友，他們在我生命裡，確實都佔了

一席之地。像住在兄弟飯店附近的姑姑與他的姪女愛美麗；像出國

求學才停止看球的雅雯；像多明尼加之友黛比，我們都是因為一起

支持兄弟象，而成了好朋友，出了球場後她們還是生命中重要的一

員。好比像姑姑，我們雖然僅僅是在球場上結識，但是我必須說，

認識她已經十多年，常常邀請我到她家吃飯，這一吃就是 13 年，

這些人的確讓我在實驗室外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38 

根據張曼娟的《時間的旅人》39一書闡釋，發現能成為旅伴的

人，不管在什麼樣的旅程中，一起冒險、一起跋涉、一起歡笑，

必然都有些類似的生命特質與情調。有些女球迷因為在球場認識

了很多個性不同的女球迷，整個人的想法與觀念也有了改變，小

華就說在球場上認識了小凌之後，自己變得更樂觀了。有了樂觀

的小凌陪著看球，加上多變的球賽給小華許多人生啟示，小華有

了更樂觀進取的人生觀。相逢自是有緣，兄弟象隊讓這些素昧平

生的女球迷們，從陌生人變成了可以分享人生的好朋友。 

伍、棒球成為生命的深刻記憶 

球迷有很多種，有人是隨球星而走，有的是居住城市，有的

是童年記憶。40另外，在張曼娟所著的《時間的旅人》41一書亦有提

及： 

「回到生命的起點，回到每場緣分的初相遇，太多的偶然

與選擇，有些因為時間的安排，有些則是我們自己的一念之

間；回到起點，有的不再是遺憾，而是感激；感激與我同行的

人們，感激許多年來一直閱讀著我的你。在時間的領地，我們

彼此相伴，已經走了這麼久，從來不孤單。」 

一、球場是另一個家 

對許多女球迷而言，球場真的是她們另一個承載美好記憶的

家。有些女球迷從職場到球場，遠離工作的壓力，彷彿回到了另

                                                 
38 素蓮，面訪，2008.08.09。 
39 張曼娟，《時間的旅人》（新北：大眾國際書局，2014），9。 
40 瘦菊子，《燦爛的球季》（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 
41 張曼娟，《時間的旅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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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有些則是從被繁忙的家事包圍的家中，來到球場，這裡

是一個屬於自己輕鬆又自在的家。臺北棒球場猶如棒球博物館一

樣，它是記憶的承載體，如今一旦拆毀，對棒球的記憶只能任憑

時間的流逝而淡化了！還好愛美麗珍藏了記憶的紅土，以憑弔在

臺北球場裡的棒球記憶。42 

還有一場在臺北的球賽，那天是我們大學畢業旅行剛回到臺北

就跑到臺北球場看球，賽前還下大雨，看臺上的水就像瀑布一樣，

但沒想到那場比賽竟然打得成，更厲害的是打到快結束時，從球場

外飄來一陣煙，煙霧迷漫，場內比賽因此暫停，據說是球場外的變

電箱突然起火燒到垃圾所造成，那場比賽折騰到凌晨，有史以來最

漫長的球賽。43  

有的則是為了排隊買票，不得不夜宿球場。職棒 14 年總冠軍

賽第六場，小護士為了買票，漏夜在天母球場外排隊，那個在球

場外的夜晚，對小護士來說，很棒球也很兄弟： 

心情原本有點沮喪，因為竟然為了買票得到球場過夜，又很擔心

萬一買不到票，沒想到在那裡，遇到了好多象迷，一下子情緒就

亢奮了，因為大家說起前五場的比賽，一個比一個個激動，超爆

笑了，連有人本來輪班排隊，因為聊得太開心，乾脆不回家休息

了，一起在天母球場外，守著球場等賣票。現在想起來，還是覺

得很有趣，因為大家原來不認識，因為這一夜，因為支持兄弟象

隊全成了朋友。44 

最後，大家在一整天的守候之後，買到了票，進場一起為球

隊盡心盡力加油吶喊，也一起目睹了兄弟隊封王，完成隊史第二

次三連霸，所有的一切是那麼令人難忘。更因為參與了封王賽的

重要戰役，那個守著球場的記憶更加美麗，一直到現在，小護士

提到那個夜晚，還是念念不忘。 

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球場記憶最美麗 

兄弟象隊曾於職棒 3 至 5 年與職棒 12 至 14 年，兩度創下三連

霸的輝煌紀錄，到現在還是老象迷最津津樂道的，愛美麗在職棒 3

年兄弟象隊首度封王時，就和瘋狂的象迷一起占領了南京東路三

                                                 
42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 
43 明潔，面訪，2008.09.23。 
44 小護士，面訪，200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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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說起那件空前絕後的事情，她還是意猶未盡，情不自禁的說

著： 

在那個令兄弟象迷瘋狂的夜晚，當球隊一舉奪下球季的總冠軍的

那一刻，一些瘋狂的球迷，不顧球場的規定，紛紛從看臺上興奮

的跳下球場中和球員一起噴香檳慶祝，當時的氣氛真的是 high

到極點。45 

封王之夜，勝利的滋味與令人感動的淚水，雖然已過了十多

年，愛美麗每每想起那個夜晚，卻依然甜美無比。同樣的封王之

夜，小華則是有另外的瘋狂事蹟，兄弟象在天母球場封王之後，

她滿心歡喜騎著摩托車回家時，沿著忠誠路和已陷入瘋狂的其他

象迷騎士們，一路按喇叭慶祝。也許，就是這些為棒球瘋狂的回

憶，讓女球迷每次回想起棒球的記憶，還是會揚起嘴角，甜蜜微

笑著，而這些美好的回憶，女球迷因為親身參與，讓記憶分外美

麗。球迷是世紀末人心崩壞中，僅存的「純情品種」。46小魚兒就

在網誌上自己承認，她愛棒球愛上癮了，因為棒球佔領了她的思

緒，棒球成了她生活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有人酗菸、酗酒、酗咖啡。我是酗棒球，球癮一發作，全身細

胞都在喊聲加油，腦海只容得下安打安打全壘打，或是三振數、打

擊率、上壘率和場邊花絮。然後，世界一片黃澄澄，只要一躲進去，

我就逃進勝負的故事裡。47 

撲向陽光、巨燈、綠草、泥土，在嘶吼與沉靜間，在英雄和

苦力中，在球與棒的相互作用下，編織夢幻，編織青春，編織未

來甘甜的回憶。48享受球場上的樂趣，也累積了球賽的記憶，她們

更愛棒球了。女球迷們總是一起望著球場內的球賽，因為她們對

兄弟象有著共同的認同，有共同的愛，看著所關心的球員，看著

一起關注的球賽，在嘉年華會般的球場裡，她們一起愛棒球。球

迷在球場裡，心裡沒有遲疑，就是一定要堅持到底，球賽還沒結

束，所以大家都還在這裡。 

                                                 
45 愛美麗，面訪，2008.09.27。 
46 瘦菊子，《燃燒，野球》。 
47 小魚兒，2009.05.31． 
48 瘦菊子，《燃燒，野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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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棒的年代 

目前臺灣的女性在結婚、生育年齡的延後，經濟自主能力、

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影響下，讓女性有更大的自主性、有更

多的資源能夠脫離傳統的社會脈絡。不再被太多的社會價值觀所

束縛，她們可以勇敢做自己。女球迷們就在這樣的大環境氛圍

中，快樂看棒球。所以中華職棒開打後，女球迷很幸福，因為生

在一個有職棒的年代，因為在一個開放的年代，她們可以選擇自

己的生活方式；結婚很好，不婚也罷，因為經濟獨立，她們享受

自己的人生，她們呼朋引伴，一起去看球，過最喜歡的生活。 

棒球的世界裡，女球迷就是這樣在愛棒球的，她們有不同的年

紀、不同的職業、不一樣的生活背景，唯一讓她們連結的就只「愛

棒球」而已，她們都以溫柔卻堅定的心，支持棒球，她們也以歡喜

卻誠摯的心，感受棒球，在她們的生命裡，愛棒球是共同的信念。

球場則是承載女球迷棒球記憶的地方，不論這些回憶是歡喜還是悲

傷，都是那麼的鮮明難忘。在球場裡，女球迷只要投入球賽，就可

以忘卻生活的壓力與煩惱，在女球迷的看球世界裡，球場是另一個

家。女球迷何其幸運，她們生長在一個最棒的年代，享受經濟獨立、

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可以晚婚、可以不婚，以自己認同的方式過生

活，更重要的是有職棒可以熱愛；有球賽可以投入；有球隊可以支

持；有球員可以喜愛；有同好可以關懷。因為愛棒球，她們進入棒

球世界，棒球豐富了她們的生活與記憶。女球迷她們都有屬於自己

的棒球記憶，也許是關於球賽，也許是關於球員，只要是動人的故

事都會保存在棒球的記憶裡，棒球在她們的人生旅程中的意涵有：

球場是另一個家、球場記憶最動人、棒球給了她們最棒的年代。 

陸、賽後感言：愛一直閃亮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訪談了十位職棒兄弟象隊女性球迷，透過

研究參與者的現身說法，與現場觀察的紀錄，整理歸納出她們的看

球經驗。藉由女球迷參與觀賞棒球運動的經驗，分享女性球迷看球

的歷程，瞭解棒球在她們的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並詮釋棒球在人生

中的深層意涵。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結果如下： 

一、棒球是生活寄託——春／夏／秋／冬 

棒球原本以休閒的姿態進入女球迷的世界，她們卻不知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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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愛上球賽的引人入勝、愛上球場的熱情氛圍、愛上球迷之間的

堅固友誼、愛上美好棒球記憶；也因為棒球給了女球迷最深刻的

記憶，她們將自己的身影融入了球場裡、球賽中，在看球日子

中，有著無數美好與難忘的回憶。女球迷生活是圍繞著棒球季節

在運轉，所以在棒球的世界裡，也記錄了許多屬於球迷生活的喜

怒哀樂。我們會盛重其事的出席春訓的典禮；會滿心期待的迎接

新的球季；會熱情如夏的參與球賽；會死心塌地的渴望在秋日參

與季後賽；會在漫長的冬天以蟄伏的心情等待新球季的到來。在

女球迷的眼裡，季節就是球季，春夏秋冬的更替，只是代表球季

的開始與結束，因為女球迷的看球世界裡，棒球就是生活，生活

裡處處是棒球。棒球世界裡，四季無關風月，只有屬於棒球的季

節與對棒球無怨無悔的愛。 

二、棒球是情感的重心—緣╱迷╱情 

女性球迷的棒球世界，有著許多動人的故事。不論是爺爺牽

著自己的手走進棒球場為中華隊加油，還是一起和兄弟象隊的球

員繞球場慶祝封王，或是併肩和其他女球迷一起為兄弟象隊加

油，或者是在結束十三連敗時和球員一起淚灑球場，這些棒球世

界的點點滴滴，都是她們生命裡重要的印記。正因為在女球迷的

人生風景裡，處處是棒球的影像，所以棒球的生活記憶，成為她

們無怨無悔繼續迷棒球的最佳動力。是棒球給了女球迷歸屬感，

讓生活隨著棒球起舞，讓球賽豐富了生命，情感也有了重要的寄

託。當棒球成了女球迷情感的寄託，女球迷把愛棒球的心，串連

成棒球之愛，成為生活最重要的一環，更是堅定了棒球的情緣。 

三、美麗的記憶——就是愛棒球 

進入女球迷的世界，發現是「愛」連結她們和棒球，在她們的

棒球世界裡，起初因對家人的愛開始與棒球結緣，後來女球迷又

在球場上發現了：對球員的關愛、對球賽的熱愛、對球場氛圍的

喜愛、與球迷之間的友愛，於是乎這些愛串連成女球迷對棒球、

球隊與球員的支持，而這些支持讓棒球進入了她們的世界。而棒

球原本以休閒的姿態進入女球迷的世界，女球迷卻因此愛上球賽

的引人入勝、愛上球場的熱情氛圍、愛上球迷之間的堅固友誼、

愛上美好棒球記憶。正因為棒球成為她們生活中情感的寄託，而

且在棒球世界裡女球迷有許許多多屬於棒球的青春記憶；而她們

對兄弟象隊與球迷有了團體的認同，所以女球迷對棒球的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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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閃亮。 

在棒球世界裡無怨無悔的付出與支持，為總是風雨飄搖的臺

灣職棒盡一份心力。女球迷在棒球的世界裡，找到她們最喜愛的

生活方式，是棒球豐富她們的人生，而她們對棒球的執著與熱

情，也豐富了棒球迷的面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棒球在女性球迷

的人生風景中留下了永恆的記憶，棒球一直在她們的生命裡不曾

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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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Female Baseball Fans: 

A Case Study of Brother Elephants Female Fans 

Shu-Fen Yau / Taipei Municipal XinYi Elementary School 

Chia-Yao Lee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Baseball, as a nation sport in Taiwan, can be a daily leisure activity 

and a honor for Taiwan people. Its symbol goes beyond ethnicity, gen-

der and age. Female fan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baseball 

world but fewer literatures relative to the subject are found.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baseball-watching expe-

rience on female fans’ lives.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was em-

ployed to collect the thoughts of the ten female fans of Brother Ele-

phant Team. The study found: Love connects female fans with baseball. 

They watched baseball games because of their love for families in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 love has been transferred into baseball players, 

the game’ itself, the ballpark’s atmosphere, the friendship among fans 

and the good memories of these positive experiences over time. Thes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constructed the female fans’ lives and them-

selves. Baseball enriched the life of female baseball fans and the par-

ticipation of female baseball fans enriched Taiwan’s baseball culture, 

and baseball never away from their life. 

Keywords: Brother Elephants, female baseball fans, baseball- watch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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