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球探發現翻版林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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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常 說
「名」和 「利」

是一對孿生兄弟
，意即成名後，
財源亦滾滾而來
。最近風靡全球

的美籍華裔籃球運動員林書豪 「一夕
成名」，不僅身價暴漲，更在紐約掀
起一股 「林瘋」。如今 「瘋潮」已越
過太平洋，吹到了彼岸的中國─林
書豪的故鄉。兩岸同胞在驚嘆林書豪
出人意表的球技之餘，亦不忘開拓商
機，趕搭 「林瘋」經濟班車。

對於林書豪的崛起，美國籃球界
「有人歡喜有人愁」。 「愁」的是當

初那些對林書豪不屑一顧的球隊。
2010年林書豪與金州勇士隊簽約，但
在坐了一年冷板櫈後就被炒魷魚了，
隨後轉到休斯敦火箭隊，不到一個月
又被棄用，最後才效力目前的紐約紐
約人隊。最近兩周經過八場奮戰、已
經脫胎換骨的林書豪既有球技，又有
人氣和財氣，勇士隊和火箭隊的老闆
恐怕正在自怨自艾、捶胸頓足，後悔
錯過了這樣一個有潛力的明日之星，
以及失去了本已到手的 「搖錢樹」。
至於紐約人隊確是 「撿了便宜」。相
較於年薪超過1000萬美元的隊友，目
前已成為球隊核心的林書豪的合同年
薪只有約76萬美元。然而，今非昔比
，有人估計，林書豪下半年的薪酬將
會漲至500萬美元。

林書豪不僅身家大增，也如其他
運動員明星一樣掀起一波經濟商機。
美國《福布斯》雜誌指出，今明兩年
「林瘋」可能創造多達 1.5 億美元的

經濟效益，當中單是 NBA 就可因此進帳 4000 萬至
8000 萬美元。看來，NBA 堪稱 「林瘋」最大的贏
家，主要原因還在於林書豪的華裔背景。中國已成
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而林書豪的賽事及
相關商品無論在大陸地區，還是在台灣地區，都頗
受關注。NBA方面直言，當姚明退役後，林書豪為
NBA重新開拓中國市場注入新動力。而林書豪在海
峽兩岸的受追棒程度也進一步增加了 NBA 再度打
開中國市場的信心。

林書豪雖出生於美國加州，但父母是台灣人，
因此台灣方面也視林為己出，而 「林瘋」更席捲坊
間。這個在選舉後平靜了一個月的小島近日又沸騰
起來了，能夠與林書豪扯得上關係的都可成為生意
：其球衣背號17成為抽獎號碼；籃球相關產品銷量
勁增二成；旅行社組團赴美觀賽。其實，島內也有
知名的世界級體育健兒，如旅美職業棒球選手王建
民和奪得13次世界女子職業高爾夫球賽冠軍的曾雅
妮。而且王曾二人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相較於 「美
國製造」的林書豪，應對台灣民眾更有激勵意義。
不過，棒球賽和高爾夫球賽的普及度畢竟比不上大
眾化的籃球賽，加之林書豪畢業於名校哈佛大學以
及戲劇性的「爆紅」經歷，令其話題性十足。

俗語說 「花無百日紅」，有人問，林書豪能紅
多久？ 「林瘋」能維持多久？不可否認，利是建
立在名的基礎上，而名則建立在技藝的基礎上。
換言之，倘若林書豪的球技退步，名利不過是
曇花一現。但願林書豪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
，使自己成為NBA的常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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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島掀豪經濟狂潮
林書豪成最佳促銷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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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小子」 林書豪20日凌晨（香港時
間，下同）再演好戲，獨取28分協助紐約人
隊以104比97，力挫上季總冠軍小牛，這是
該隊自七連勝被黃蜂隊於17日意外中斷後，
林書豪重新發威，寫下該隊第8場勝跡。因
林書豪父母來自台灣，他在NBA場上大放異
彩特別受到台灣球迷的關注，上至領導人馬
英九，下至百姓小攤販，連日來無不討論林
書豪，甚至引發一股 「豪經濟」 ， 「林書豪
」 成為台灣時下最有效的促銷口號。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20 日報道：林書
豪打了八場勝仗使台灣的 「豪迷」有更多理由挺偶像，
馬英九 19 日晚邀請立委餐敘，席間也討論到近日火熱
的林書豪，身兼籃協主委的立委丁守中要求政府多撥經
費，發展籃球運動，馬英九當場要求 「行政院長」陳冲
負責推動籃球振興計劃， 「因為他打過大學系隊」，一
定知道如何培養下一個林書豪；另有立委提議，林書豪
若在暑假返台探親，盼體育部門能安排他到台灣各地推
廣籃球運動。

同名同姓免費就餐
台灣民間 「林瘋」狂潮更盛，早在林書豪創下七連

勝的上周，不僅他的 17 號球衣供不應求，就連美式麵
包店、咖啡店也推出七折特賣來慶祝，甚至連房產中介
業者也打諧音牌， 「您舒豪」，號稱能讓住戶住得舒服
豪華，商家什麼都要扯上林書豪，大賺鈔票。島內媒體
發現，這股 「豪經濟」已成為時尚，甚至有餐廳推出
「林書豪吃免費」，只要跟林書豪同名同姓，就可免費

在店內大快朵頤；而花蓮市一家燒臘飯店推出 「豪哥便
當」，原價 60 元（新台幣，下同）的便當，加買第二
個只要17元，一天400個賣光光。

高畫質電視機熱賣
島內有購物中心推出消費發票號碼末兩碼為林書豪

球衣背號 17 號，就能兌換摸彩券一張，有機會免費吃
店內美國餐廳餐點的活動。

超市業者還發現，林書豪連日來勢如破竹的表現，
帶動店內相關商品業績較去年同期成長近2成，以籃球
周邊商品為例，近幾天的業績已達到去年同期一整個月
的水準，且消費者過去多偏愛中低價位商品的情況，在
林書豪風潮的帶動下，單價新台幣500到800元的中高
價位產品銷量激增。業者指出，適合觀看球賽的42吋以
上高畫質電視，消費者詢問熱度大增，因此順勢推出消
費者購買42吋以上大尺寸電視指定機型，獲贈積分。

籲媒體勿擾在台家人
台灣全社會都在熱議林書豪，他的祖母林朱阿面、

伯父林繼宗仍在台灣居住，連日來都成為媒體的追訪對
象，從林書豪的感情生活、童年往事及身份認同等，都
成為媒體追訪林家至親的問題。對此，林書豪日前已透
過美國雅虎體育的專欄作家沃納洛斯基對外表示，希望
台灣媒體不要再打擾其在台親友，20 日賽後又一次強
調，冀島內媒體給他的親友 「留下空間！」

【本報訊】據中央社洛杉磯19日消息：
林書豪旋風震撼全美籃壇。美國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 1 名台裔籃球好手，正在努力循林書
豪的模式前進。身高 205 公分的包提傑說，
美國的亞裔背景運動員不多，林書豪是他的
偶像。

今年才進入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就讀的包
提傑，也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球員，母親
是台灣人，他一直到 8 歲才隨着父母離開台
灣，到亞利桑那州定居。

包提傑在台灣出生長大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是全美大學體育聯盟

（NCAA）第 1 級的球隊，今年才 18 歲的包
提傑，高中時曾是亞利桑那州第 2 隊的成員
，曾帶領他的高中隊伍兩度打進州準決賽。
巧合的是，他在高中的學業成績高達4.0，與
林書豪同樣都是品學兼優的球員。

高中畢業之前，包提傑也獲得不少學校
的青睞，包括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與哥
倫比亞大學等，都有意提供獎學金，但是包
提傑最後仍選擇了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他說

，耶魯大學很重視學業，但他仍希望能夠兼
顧學業與球技；何況東岸天氣濕冷，他喜歡
加州的陽光。

對於自己的台灣背景，包提傑並不迴避
。他說，他在台灣出生、長大，也很喜歡台
灣的食物，例如牛肉麵、臭豆腐等，特別喜
歡逛台灣的夜市，雖然已經離開台灣10年，
但他也很想回台灣看看。

根據當時的球探報告指出，包提傑有 6
呎8吋的身高，雖然體重有220磅（約100公
斤），但還是略嫌瘦弱
。但身為籃球員，他最
大的優點在於他有
很好的腳步以及全
面的技術。他目前
還很年輕，一
旦他能把體格
練得更強壯，
將會發現他真
正的潛力。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20日消息：美國職業籃
球聯盟NBA球衣獨家製造商阿迪達斯宣布，以紐約人
隊控衛林書豪戰袍為原型的球衣「未來兩天內」即將在
中國大陸開賣。

根據彭博社報道，阿迪達斯集團（adidas）執行長
海納爾今天在上海受訪時說： 「身為NBA多年來的合
作夥伴，我們感到很滿意。這正是我們熱愛運動之處
：新生代嶄露頭角，表現亮麗。」海納爾不願就阿迪
達斯是否會嘗試和林書豪簽下代言合約置評。

林書豪本月從板櫈球員搖身一變成人氣明星，昨
天率領尼克隊拿下 9 場以來第 8 場勝仗，並引爆一股
稱作 「林來瘋」的熱潮。

「林來瘋」狂燒不止，也使得這名哈佛畢業生背
號 17 號的尼克隊戰袍，衝上 NBA 線上商店球衣暢銷
榜冠軍。

帶動NBA大陸業務
美國職籃NBA中國大陸業務主管早前說， 「移動

長城」姚明退休之後，林書豪最近帶來的巨大風潮，
為NBA拓展中國大陸市場，注入一股全新的動力。

NBA中國大陸執行長舒梅克說，林書豪一戰成名
，激勵觀看人數與商品銷量，現已出現比姚明效力於
休士頓火箭時期更進一步的成長。

舒梅克說： 「我們所觀察到的是，圍繞在林書豪
周邊的龐大熱情與風潮，就是一種催化劑，將進一步
激勵籃球運動發展，並讓NBA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拓展中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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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島內林瘋林瘋商機一覽商機一覽

▲▲NikeNike為林書豪設計的系列簽
為林書豪設計的系列簽

名球鞋採用紅藍配色，而在鞋
名球鞋採用紅藍配色，而在鞋

幫後面繡有幫後面繡有 「「LinLin」」 的字樣的字樣
中央社中央社

◀島內餐飲業者在咖啡奶泡上撒可可粉
，做出林書豪球衣號碼17號與籃球圖樣
，藉此吸引顧客 中央社

◀◀ adidasadidas 日前表示日前表示
，將為台灣球迷引，將為台灣球迷引
進林書豪紐約人隊進林書豪紐約人隊
官方授權服飾，預官方授權服飾，預
計計33月初上市月初上市

中央社中央社

▶林書豪的阿嬤林朱阿
麵日前在彰化老家，
拿着孫子的簽名照
加油打氣 中央社

▼島內一所學校20
日播放林書豪影片
，勉勵學生勇於追
夢，學生還自製海
報邊看邊加油 中央社

▲18歲的美國籃球好手包提傑（前），在
台灣出生，目前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就
讀。受到林書豪的激勵，也希望未來能打出
一片天 中央社

運彩銷售創新高
自2月5日至2月20日為止，林書豪已為運彩帶來將近新台幣9500

萬元的銷售佳績。

台鹽想找林代言
島內台鹽公司表示，已透過管道邀請林書豪代言台鹽運動系列產品。

17號球衣熱賣
NBA 合作夥伴台灣 adidas 公關專員林凡舜表示，近日可望先引進 2

款美國紐約人隊官方授權版的T-Shirt，至於球衣則得等到6、7 月，每
件定價新台幣2490元， 「我們已和美國積極協調，希望進貨的時間能夠
更快一些，不過現在美國都不夠賣了，我們進貨時間只能延後。」

運動產品銷量增
銷售運動類商品的店舖業績較去年同期成長近2成，以籃球周邊商

品為例，近幾天的業績已達到去年同期一整個月的水準。

組團赴美國觀賽
旅行社推出紐約機票加住宿8日自由行，以 「幫小林加油」、協助

代訂NBA門票作為宣傳。

台籃球隊員沾光
新北市政府美食月刊也搶搭 「豪」熱，邀請裕隆納智捷籃球隊員呂

政儒、吳奉晟、楊哲宜代言，行銷捷運新莊線地方特色美食。呂政儒在
推薦時也不忘提到2010年姚明慈善籃球賽，他曾與林書豪對陣，當時就
對林書豪印象深刻，更對林書豪能登上NBA美國職籃的殿堂表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