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第三章 國際奧會及其他國家相關之法律規定 

本章將分別探討不同國家、組織的法律規定，並依此分析奧運會狙擊

行銷在這些法律規定下的法律問題。透過對外國立法例的分析與比較以及

對國外執行狀況的探討，從多方面的角度探討相關議題，藉以比較其中法

制與實務運作之異同。 

 

第一節 國際奧會 

奧林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為國際奧會制定的基本原則、規則及附

則之法典，管理奧林匹克活動的組織與運作，並訂定舉辦奧林匹克運動會

的條件。因此任何隸屬奧林匹克活動的個人或組織，皆須受奧林匹克憲章

的約束，並且遵守國際奧會的決定（奧林匹克憲章第 9 條）。奧林匹克會徽

等相關標誌的使用，皆受奧林匹克憲章規定約束，並歸屬於國際奧會。國

際奧會專有奧林匹克會徽、奧林匹克旗幟、奧林匹克格言及奧林匹克會歌

等權利，任何其他組織對上述標誌的使用，皆須經過國際奧會允許及授權。

因此，奧林匹克憲章係奧林匹克組織之根本大法，如同一個國家的憲法一

般，享有最高地位。 

奧林匹克憲章第 12 條~第 17 條明文規定奧林匹克會徽(Olympic 

Symbol)、奧林匹克旗(Olympic Flag)、奧林匹克格言(Olympic Motto)、奧林

匹克標誌(Olympic Emblem)以及會歌(Olympic Anthem)之定義： 

奧林匹克憲章第 12 條：1. 奧林匹克會徽由五個奧林匹克環所組成，可

為單色或多色。2. 五環的顏色規定為藍、黃、黑、綠、紅。五個環由左至

右相交，藍色、黑色及紅色環位於上排，黃色及綠色環則位於下排。依據

國際奧會存留之正式圖案，其圖案整體約略呈正梯形，短的一邊為底部。

3. 奧林匹克會徽象徵五大洲的團結，且表示來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在奧林

匹克運動會上齊聚ㄧ堂。 



 

 

36

奧林匹克憲章第 13 條：奧林匹克旗為白底無邊，中間為五種顏色的奧

林匹克會徽。其設計與比例應以彼爾‧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於

1914 年在巴黎大會上展示者為準。 

奧林匹克憲章第 14 條：奧林匹克格言「更快、更高、更強」(Citius Altius 

Fortius)為國際奧會對所有隸屬奧林匹克活動者的期許，敦請他們遵循奧林

匹克精神追求卓越。 

奧林匹克憲章第 15 條：1. 奧林匹克標誌為奧林匹克五環與另一個特殊

記號相連的組合圖樣。2. 奧林匹克標誌的圖樣須送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核

准。使用是項標誌須先經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核准同意。 

奧林匹克憲章第 16 條：奧林匹克會歌經國際奧會 1958 年在東京召開

的第 55 屆年會核准，其歌譜保存於國際奧會總部。 

奧林匹克憲章第 17 條：奧林匹克會徽、奧林匹克旗幟、奧林匹克格言

及奧林匹克會歌的權利均屬國際奧會專有。 

第 12、13、14、15、16 和 17 條之附則： 

1.  

1.1 國際奧會得採取一切適當措施，務使奧林匹克會徽、旗幟、格言和

會歌獲得國家及國際法律保障。 

1.2 即使國家法律或商標註冊賦予國家奧會保障奧林匹克會徽之權

利，但該國家奧會必須根據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指示，始得使用其衍

生之權利。 

2. 各國家奧會應對國際奧會負責在其國家境內遵守第 12、13、14、15、

16 和 17 條規則及其附則之規定。凡違反上述條文及其附則使用奧林匹

克會徽、旗幟、格言或會歌者，國家奧會應採取措施予以制止。為維

護國際奧會權益，國家奧會必須努力取得保障使用「奧林匹克」和「奧

林匹亞期」名稱之權利。 

3. 國家奧會可隨時請求國際奧會協助，取得上述保障奧林匹克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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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幟、格言或會歌之權利，以及因上述權利與第三者發生糾紛之和解。 

4. 國家奧會僅得於辦理非營利活動範圍內使用奧林匹克會徽、旗幟、

格言及會歌，而其使用必須有助於奧林匹克活動之推展，不損及國際

奧會尊嚴，且相關國家奧會已事先取得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之核准。 

5. 國際奧會得與相關之國家奧會合作，鼓勵該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國際奧會共同發行使用奧林匹克會徽之郵票，惟需依國際奧會執行

委員會規定之條件辦理，方予以核定授權使用奧林匹克會徽。 

6. 國際奧會得設計一種或數種奧林匹克標誌隨時使用。 

7.  

7.1 國家奧會或奧林匹克運動會籌備會得設計其奧林匹克標誌。 

7.2 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得核准奧林匹克標誌之設計圖樣，惟該設計圖

樣不得與奧林匹克會徽或其他奧林匹克標誌造成混淆。 

7.3 奧林匹克標誌上的奧林匹克會徽面積，不得超過該標誌總面積的三

分之一，且奧林匹克標誌上的奧林匹克會徽須整體顯示，不得以任何

方式加以改變。 

7.4 除上述規定事項外，國家奧會的奧林匹克會徽必須符合下列條件： 

  7.4.1 標誌之設計必須能清楚顯示與該國家奧會本國的關連性。 

  7.4.2 標誌之明顯部分不得僅限於國家奧會之國家名稱或其名稱之

縮寫。 

  7.4.3 標誌之明顯部份不得涉及奧林匹克運動會、特定日期或活動，

也不得有時間限制。 

  7.4.4 標誌之明顯部分不得包含格言、名稱或任何可能令人產生具世

界性或國際性之印象的一般措辭。 

7.5 除前述第 7.1、7.2 和 7.3 項之規定外，奧運會籌備會的奧林匹克標

誌應符合下列條件： 

  7.5.1 標誌之設計必須能清楚顯示其與奧運會籌備會籌備之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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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連性。 

  7.5.2 標誌之明顯部分不得侷限於相關奧運會籌備會的國家名稱或

其名稱之縮寫。 

  7.5.3 標誌之明顯部份不得包含格言、名稱或任何可能令人產生具世

界性或國際性之印象的一般措辭。 

7.6 凡在前述條款生效前即獲得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核准的標誌仍屬

有效。 

7.7 國家奧會在能力所及範圍內應於其國內辦理奧林匹克會徽註冊登

記（即法律保障），且應於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核定後六個月內完成註

冊登記，並將註冊證明文件提送國際奧會。各國家奧會如未能採取各

項可行措施保障其奧林匹克會徽，並通知國際奧會是項保障，國際奧

會執行委員會得撤銷此奧林匹克標誌核准案。奧運會籌備會亦應比照

上述方式，於其國內，以及經徵詢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意見後決定之

其它國家內，保障其奧林匹克會徽。凡國家奧會與奧運會籌備會取得

之任何保障權利皆不得向國際奧會提出抗辯。 

8. 國際奧會保有使用奧林匹克會徽、旗幟、格言和會歌做為廣告、商

業或營利目的用途的絕對權利。 

9. 凡因廣告、商業或營利目的使用奧林匹克會徽者，皆須依照第 10 款

和第 11 款規定辦理。 

10. 凡欲直接或透過第三者將奧林匹克標誌做為廣告、商業或營利用途

之國家奧會或奧運會籌備會，均須遵照本附則辦理，並確保第三者亦

遵守本附則規定。 

11. 所有合約或協議，包括奧運會籌備會所締結者，皆須經相關國家奧

會之簽署或核准，並應依照下列原則辦理： 

11.1 國家奧會標誌限於其國家境內使用，國家奧會之標誌及任何奧林



 

 

39

匹克相關之會徽、標誌、記號或國家奧會名稱未徵得其他國家奧會書

面許可前，不得於該國家奧會之國境內從事廣告、商業或營利目的之

用途。 

11.2 同樣地，奧運會籌備會之奧林匹克標誌及任何奧林匹克相關之會

徽、標誌、記號或國家奧會名稱未徵得其他國家奧會書面許可前，不

得於該國家奧會之國境內從事廣告、商業或營利目的之用途。 

11.3 無論如何，奧運會籌備會簽訂之任何契約有效期限均不得超過該

奧運年之 12 月 31 日。 

11.4 奧林匹克標誌的使用須有助於奧林匹克活動的推展，且不得損其

尊嚴。奧林匹克標誌與各項產品或服務之結合，如不符合奧林匹克憲

章基本原則或憲章中所訂之國際奧會角色，應予以禁止。 

11.5 應國際奧會要求，任何國家奧會或奧運會籌備會須提供與他人簽

署之合約影本。 

12. 若於履行下列條件的情況下，國際奧會或其授權人士得在國家奧會

之國境內使用奧林匹克會徽和標誌： 

12.1 除第 12.2 項規定外，辦理各項贊助商與供應商協定及行銷措施之

條件，為會徽與標誌之使用不得嚴重損及相關國家奧會之權益，且應

經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徵詢收取使用會徽與標誌衍生的部分淨利之國

家奧會意見後決定之。 

12.2 各項授權協定之條件，應為使用會徽與標誌所得之利益於扣除各

項稅捐及支出成本後，相關國家奧會得收取百分之五十的淨利。有關

會徽與標誌之使用，應先知會國家奧會。 

國際奧會得自行決定授權奧林匹克運動會傳播公司使用國際奧會及奧

運會籌備會之奧林匹克會徽與奧林匹克標誌，俾促進奧林匹克運動會

傳播工作。本附則第 12.1 及 12.2 項之規定不適用本條款之授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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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奧林匹克憲章規定之內容，明定奧林匹克會徽、旗幟、格言和會

歌之定義以及權利歸屬，並清楚規定奧林匹克標誌用於營利、廣告事務之

辦理原則。如此一來，各國奧會及各屆奧運會籌委會就可在獲得國際奧會

批准前提下，自行設計獨特的徽記，並且作為重要的可贊助資源。為了維

護各國家奧會的利益，此二層次的徽記使用權，也僅限於在該國範圍內使

用，如果要「輸出」至其他國家，必須取得對方同意且支費一定費用。 

奧林匹克憲章第 31 條及第 32 條之附則 8.3：「國家奧會具有規定及決

定其代表團成員參加奧林匹克運動會各項典禮及運動競賽時的穿著服裝及

使用裝備的專屬權利。此專屬權利不適用於代表團選手參加競賽時使用的

特種裝備。依本條文規定，特種裝備僅限於有關國家奧會認定由於此種裝

備之特殊性質而對運動於競賽成績有重大影響的裝備。特種裝備之廣告，

內容上如果涉及奧運會，不論明顯或隱喻性，必須報國家奧會核准。」 

奧林匹克憲章第五章奧林匹克運動會中，針對宣傳廣告等事宜有相關

明文規定。 

奧林匹克憲章第 45 條之附則 3：「任何參加奧運會之選手於奧運會期間

不得親自參與，提供其姓名、照片或運動成績供廣告用途，惟經國際奧會

執行委員會許可者不在此限。」 

奧林匹克憲章第 61 條 1.奧林匹克區域中嚴禁進行任何展示，甚或政治

性、宗教性或種族性宣傳。凡屬奧林匹克場地之運動場館及其他比賽場內

及其上空嚴禁出現任何形式之宣傳廣告。各運動場及其他運動場地均不得

裝設商業設施及廣告招牌。2.訂定刊登任何形式之廣告原則與條件為國際奧

會專屬權責。 

奧林匹克憲章第 61 條之附則 

1 除下列第 8 款規定之產品設備相關廠商識別標誌情況外，個人、運

動服裝、配件，甚或運動員及其他參加奧林匹克運動會人員穿著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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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服裝配備等均不得出現任何形式之商業或其他廣告或宣傳等樣

式，惟非廣告用途且未明顯標示之識別標誌則不在此限。 

2 為有效執行，奧運會籌備會所有涵括廣告，包含奧運會徽章或吉祥

物使用權或授權使用等要項的合約書應依照奧林匹克憲章暨國際奧會

執行委員會指示辦理。前述規定亦適用於計時設備、計分板和電視節

目中識別標誌播放合約。違反規定處分屬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權責。 

3 為奧林匹克運動會設計的吉祥物視同奧林匹克徽章，奧運會籌備會

應將設計稿提送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核定；未經國際奧會書面同意，

吉祥物不得於國家奧會所在國家境內做為商業用途使用。 

4 奧運會籌備會應在考量國際奧會利益前提下於其國內與國際上確實

維護奧林匹克運動會徽章暨吉祥物之智慧財產權；惟奧運會籌備會本

身，以及奧運會籌備會解散後，運動會主辦國之國家奧會於運動會籌

備期間、運動會期間和舉行奧運會當年度年底止得使用與奧運會相關

之徽章暨吉祥物，以及其他標誌、設計圖、紀念章、海報、物品與文

件。上述期間結束後，所有有關徽章暨吉祥物，以及其他標誌、設計

圖、紀念章、海報、物品與文件之所有權皆歸國際奧會所有。奧運會

籌備會暨/或國家奧會應視狀況及在一定程度範圍內為國際奧會利益擔

任此一方面之（具法定信託資格的）保管人。 

5 本附則條文經必要之修改後亦適用於國際奧會年會或奧林匹克會員

大會籌備委員會簽署之各項合約。 

6 參賽選手暨所有職員制服得標示其國家奧會旗幟或奧林匹克會徽，

或經取得奧運會籌備會之同意後，標示奧運會籌備會奧林匹克會徽。

國際運動總會職員得穿著標示其總會會徽之制服。 

7 所有未損毀或非運動員或其他參加奧林匹克運動會人員使用之技術

裝備、裝置及其他器材，包括計時設備與計分板等設備上之識別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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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不得超過相關設備、裝置或器材高度的十分之一（1/10），高度亦

不得超過 10 公分。 

8 「識別標誌」一詞係指提供產品廠商名稱、代號、商標、圖案或其

他明顯標誌，每項產品限標示一次。 

依照奧林匹克憲章第 61 條及其附則之規定，在奧林匹克場地之運動場

館或其他比賽場地內及其上空嚴禁出現任何形式的宣傳廣告，且參加奧林

匹克運動會人員穿著或使用之服裝配備均不得出現任何形式之上頁或廣告

宣傳樣式。此外，與奧運會相關之徽章暨吉祥物及其他標誌、設計圖、紀

念章、海報、物品與文件等，在奧運會籌備期間、運動會期間和舉行奧運

會年度年底止，運動會主辦國之國家奧會享有該上述智慧財產權之使用

權，惟於期間結束後，上述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則歸國際奧會所有（奧林

匹克憲章，2003）。 

 

第二節 其他國家 

本節將分為兩部份，第一部份分析幾個國家特別針對奧林匹克標誌制

定的保護法案，第二部份則分析加拿大、英國與美國在商標法、競爭法對

狙擊行銷的適用情形。 

一、 特別法（美國、澳洲、希臘、中國、英國） 

（一） 美國 

1. 1978年業餘運動法案(Amateur Sports Act of 1978) 

1978年業餘運動法案之立法目的，係為提倡並協調美國境內的業餘體

育活動，認可某些美國業餘運動員的權利，提供與國家主管機關有關的爭

議的解決辦法。 

1978年業餘運動法案首先針對法案中的名稱作定義解釋。「業餘運動

員」(amateur athlete)指符合國家主關機關為運動所設立資格標準的運動員。

「業餘運動員競賽」(amateur athletic competition)指任何競賽、比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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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巡迴賽、聯賽或其他業餘運動員競技性賽會。「業餘體育組織」(amateur 

sports organization)指非營利的社團法人、俱樂部、聯盟、單位、協會或其

他在美國境內組成並贊助或籌備業餘運動競賽的團體。「社團法人」

(corporation)係指美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國際業餘運動競賽」(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competition)指任何運動員或代表美國的運動員，不論是個人

或是團體的成員，或者任何運動員或代表其他國家的運動員之間的業餘運

動競賽。「國家主管機關」(national governing body)指符合本法案第201款規

定，經美國奧會認可的業餘體育組織。「批准」(sanction)指由國家主管機關

所核發的「批准證明書」(a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接著說明美國奧會的宗旨與目的。美國奧會其中一項目標，即在所有

有關參加奧林匹克運動會及泛美運動會事項（包括代表美國參加這些比

賽，及由奧林匹克運動會、泛美運動會組織在美國所辦的比賽），實行其獨

有權限(exclusive jurisdiction)。 

其後規定美國奧會的權力(power)。包括在國際奧會與泛美運動組織中

代表美國；組織、籌措資金及管理奧運會、泛美運動會的美國代表隊，並

直接或間接委任適合的國家主關機關及這些比賽的業餘代表；認可屬於奧

運會或泛美運動會項目的合格業餘運動組織作為國家主管機關；簽訂契

約；透過有秩序並有效的行政程序，改善與其成員、業餘運動員、教練、

訓練員、管理者、行政人員、官方組織、國家主管機關，或業餘運動組織

及任何有資格參加奧運會、泛美運動會或其他在美國奧會憲章及章程所保

護的競賽的組織之間衝突或爭議的解決方式；取得、擁有並處置作為法人

所必須的動產及不動產；同意及撤銷美國奧會的成員；採用及修正法人標

誌；設立、維護美國奧會辦公室；創辦報紙、雜誌、或其他與其目標一致

的其他出版品；用一切必要且適切的方式達成美國奧會的目標。 

本法案授權美國奧會行使有關美國參加奧林匹克活動相關事項的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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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透過1978年業餘運動法案，美國奧會在美國獨家擁有使用奧林匹克

商標、標誌及專門術語的權利。由於美國奧會是唯一沒有從美國政府獲得

正式資金的國家組織委員會，因此對奧林匹克標誌的保護，對美國奧會很

重要。美國奧會對奧林匹克標誌的使用授權權力大幅提高其吸引贊助商、

供應商投入的能力( Nish, 2003)。法案(Sec. 110)規定，未取得美國奧會的同

意下，任何人為貿易、增加產品或服務的銷售、或宣傳戲劇表演、體育表

演或競賽，而使用以下會徽、標誌、商標等，美國奧會應依照1946年商標

法(Trademark Act of 1946，亦稱為拉漢法案，Lanham Act)對其提起民事訴

訟，包含(1)國際奧會的會徽；(2)美國奧會的標誌；(3)任何商標、商品名稱、

符號、徽記、或佩章不實地表現與國際奧會、美國奧會的關係或授權；(4) 奧

林匹克(Olympic)、奧林匹亞期(Olympiad)、「更快、更高、更強」(Citius Altius 

Fortius)，或者上述的組合或仿冒，企圖造成混淆、造成誤解、欺騙或使誤

解與美國奧會或任何奧林匹克活動有關。 

美國奧會可能授權產品或服務的捐獻人或供應商使用美國奧會的名

稱，一如國際奧會授權讓捐獻、供應、提供或被允許、被選用的產品或服

務可在廣告中使用其商標、標誌或格言。美國奧會擁有使用「美國奧林匹

克委員會」(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名稱、會徽、格言及「奧林匹

克」、「奧林匹亞期」、 「更快、更高、更強」(Citius Altius Fortius)，或者上

述的組合字詞的獨家權利。 

其後則是關於國家主管機關的相關規定。 

本法案於1998年修正案通過後已不適用。 

2. 1998年奧林匹克與業餘運動法案(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 of 

1998) 

業餘運動法案最初在1978年被採用，直到1998年修正為奧林匹克與業

餘運動法案( the 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 OASA)。當時由於是在阿

拉斯加參議員Ted Stevens的努力下始通過，因此這個修正案也被稱為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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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修正案(Ted Stevens Amendments)。奧林匹克與業餘運動法案授權給

美國奧會獨有的地位，並具體說明國家單項協會及個人運動會員的規定。

此外，這法案也反應了業餘身分已不再是參加多數國際運動賽事的必要條

件，美國奧會的角色已擴張到包括殘障奧運會、運動員參與奧運會權利的

法律訴訟等。 

「1998年奧林匹克與業餘運動法案」當中再次重申並且更明確地定義

美國奧會對特定名稱、標誌、符號及標章的獨家權利。 

首先，§220506(a)詳細說明國際奧會、國際殘障奧會及泛美運動組織的

會徽組成圖樣，並明定美國奧會對美國奧會、國際奧會、國際殘障奧會以

及泛美運動組織的會徽、美國奧會的標誌以及以下詞語擁有獨家權利，包

括奧林匹克(Olympic)、奧林匹亞期(Olympiad)、「更快、更高、更強」(Citius 

Altius Fortius)、殘障奧運的或泛美的(Pan- American)、「經由運動展現美國

友好精神」 (America Espirito Sport Fraternite, The American Spirit of 

Friendship Through Sports)。 

§220506(b)規定美國奧會可以授權商品或服務的供應商上述名稱、商標

等的使用權，並使用於廣告中。 

§220506(c)明定對未授權使用的法律手段。在未經美國奧會許可而使用

前述條款規定之會徽、標誌、詞語及其組合者，可依據拉漢法案(Lanham Act)

提起民事訴訟。 

亦即，在沒有獲得美國奧會同意下，任何人將奧林匹克會徽用於為增

加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業績，或任何戲劇表演、體育性表演或比賽的促銷，

都將依據拉漢法案(Lanham Act)提起民事訴訟並請求賠償。法案中所定義的

會徽包括：（1）與奧林匹克五環相似的；（2）美國奧會的標誌；（3）利用

下列字詞或其組合，企圖製造混淆、誤導，或矇騙、暗示與美國奧會或任

何奧林匹克、殘障奧運會或泛美運動會有關，包括奧林匹克、奧林匹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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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快、更高、更強」、殘障奧運會的或泛美的(Pan- American)、「經由運動

展現美國友好精神」；（4）任何商標、名稱、標誌等誤使人以為和國際奧會、

國際殘障奧會(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泛美運動組織(the Pan- 

American Sports Organization)有關係、或獲得其授權或有合作關係。 

對於早已存在或屬於有地理上關連的，本法案也有相關規定於

§220506(d)。如果在1950年9月21日前合法使用前述之會徽、詞語及其組合，

在之後對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在基於同樣的合法目的下可以繼續使用；1950

年9月21日前即已實際使用或者其讓與人已實際使用上述之會徽、詞語及其

組合，在之後對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在基於同樣的合法目的下可以繼續使

用；用「奧林匹克」以識別一商業行為、商品或服務僅在以下條件下被允

許，包括此使用並非結合美國奧會獨有之智慧財產權及非法使用之情形；

此使用可明顯看出是指本就存在的山或1998年2月6日前即以此命名的地

區，而非指美國奧會或任何奧林匹克活動；這類的商業、商品或服務係在

喀斯開山脈(Cascade Mountain Range)以西之華盛頓州經營、買賣或銷售

的，而且在此區域外這些經營、買賣及銷售並非大量(substantial)。 

綜整上述法案內容，美國的業餘運動法案與奧林匹克與業餘運動法案

對奧林匹克會徽、標誌等的保護，主要在於明確地定義所受保護的主體及

客體，並強調僅美國奧會享有獨家權利，而對於違法使用受保護之會徽、

標誌、格言等行為，則應適用拉漢法案，提起民事訴訟。因此美國奧會對

奧林匹克會徽、標誌、格言等之獨家權利係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而對於其

保障，則透過該法案明定適用拉漢法案。且奧林匹克與業餘運動法案大幅

擴張保護範圍，將殘障奧運會及泛美運動會也納入保護範圍。因此這兩個

法案強化美國奧會對奧林匹克會徽、標誌等的權利，使得非贊助商要侵害

這權利並製造錯誤連結的能力大幅被限縮，也賦予美國奧會管理所有奧林

匹克相關事務的獨家權力，有權對ㄧ切與奧林匹克主題相關的商業提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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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審查。透過對這些商業提議的審查，得以有效防止非贊助商對贊助商利

益的侵害行為，官方贊助商或被授權者未來將更有意願投入奧林匹克活動

(Nish, 2003；邱招義，2005)。 

（二） 澳洲 

1. 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案(Olympic Insignia Protection Act of 

1987) 

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案主要提供對奧林匹克會徽，亦即奧林匹

克五環的保護。本法§2(1)即給予許多專有名詞進行定義：AOC或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指澳洲奧林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澳洲奧會）；共同設計

指會產生重製的設計；奧林匹克會徽設計(design of the Olympic symble)指奧

林匹克會徽重製的藝術作品；獨有權(monopoly)指使用受保護的設計在任何

物品上的專有權利；奧林匹克藝術作品(Olympic artistic work)指(a)規定的奧

林匹克火炬和火焰，或者(b)與奧林匹克會徽或規定的奧林匹克火炬和火焰

結合的藝術作品；奧林匹克格言指citius, altius, fortius (faster, higher, stronger; 

更快更高更強)；受保護的設計指(a)奧林匹克會徽的設計，(b)註冊的奧林匹

克設計，(c)註冊的火炬和火焰設計；保護期間(protection period)指(a)關於註

冊的奧林匹克設計，由註冊該設計開始起算12年，(b)關於特定某屆冬季或

夏季奧運的火炬和火焰設計，始於該奧運開幕式至少3年最多4年前的1月1

日，或該設計被註冊，而終於該屆奧運閉幕式當年的12月31日。本法§6明

確規定，澳洲奧會為奧林匹克會徽設計、依本法註冊之奧林匹克設計之所

有權人。 

依據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案§24所謂受保護的奧林匹克表徵

(protected Olympic expression)包括Olympic, Olympics, Olympic Games, 

Olympiad, Olympiads。Olympian和Olympians非視為前述受保護的範圍。 

§30規定兩個為商業使用受保護奧林匹克表徵的情形。在第一個為商業

目的使用情形，指將受保護奧林匹克符號用於商品或服務；該使用是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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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促銷目的或為強化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該使用使人聯想其為或曾經

是以下單位的贊助商或供應商：澳洲奧會、國際奧會、某夏季或冬季奧運

會、某夏季或冬季奧運會籌委會、澳洲奧運代表隊、澳洲奧運代表隊之ㄧ

部分或澳洲奧運代表隊的成員；然後該表徵為商業目的在澳洲使用，或者

該符號用於在澳洲的商品，和進口到澳洲的商品，且商品有設計者而商品

係由該設計者為商業目的而進口。第二個為商業目的使用情形指(a)非澳洲

奧會或獲授權之行為人將受保護奧林匹克表徵用於其商品或服務，(b)該使

用是為廣告或促銷目的或為強化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且(c)該使用會使人

聯想行為人是或曾經是澳洲奧會、國際奧會、夏季或冬季奧運會、夏季或

冬季奧運會籌委會、澳洲奧運代表隊、某澳洲奧運代表隊或澳洲奧運代表

隊成員之贊助商或供應商，(d)符合以下任何情況：行為人以外之人供應、

提供商品或服務，行為人以外之人揭露其所供應之商品，行為人以外人之

持有由其或其他人所供應的商品；在上述的由行為人以外之人所供應、提

供或持有商品是被該行為人以外之人用於商業目的之使用。 

§36(1)除澳洲奧會，任何人不得因商業目的使用受保護的奧林匹克標

誌。(2)前項規定於下列情形不適用：(a)行為人為授權使用者，(b)該受保護

奧林匹克符號是行為人被授權使用的符號，(c)該「使用」符合授權的規定

與情況。 

§37行為人在下列情形視為違反§36：(a)企圖違反§36，(b)曾經幫助、教

唆、勸進、引導某人違反§36，(c)曾誘導或企圖誘導某人，不論是用威脅或

承諾或其他方式，違反§36，(d)曾透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成為違反§36

的當事人，(e)曾與他人共謀違反§36。 

澳洲奧會得在下列情形授權任何人基於商業目的使用§24(1)規定之受

保護奧林匹克符號之ㄧ部或全部：(a)在所有情況或特定情況時，(b)在特定

期限內或沒有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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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41~48救濟補償的方式有禁制令、暫時禁令、糾正廣告、損害賠

償、收益(account of profits)、銷毀或轉讓商品、由澳洲奧會許可建立糾正程

序、以及其他救濟方式。 

在未制定《1996年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保護法案》之前，防止

狙擊行銷的主要法律是《貿易施行法》(the Trade Practices Act)。在貿易施

行法§52規定，企業不得因貿易或商業目的，從事誤導、詐欺，或有誤導、

詐欺可能的行為。該法§53第3項及第4項規定，企業不得因貿易或商業目

的，表示其商品和服務具有其並沒有的贊助、認可、特殊表現、附加物件；

表示該企業具有其並沒有的贊助、認可或關係(Curthoys & Kendall, 2001)。 

 

2. 1996年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保護法案(Sydney 2000 Games 

(Indicia and Images) Protection Act 1996) 

1993年9月澳洲獲選為2000年奧運會之主辦權，很快地，如何確保贊助

商的權利便很快地被討論，澳洲立法院及憲法委員會隨即對於保護奧林匹

克標誌及圖像展開研究。當時澳洲奧會發現，狙擊行銷的策略採迂迴方式，

不直接使用受保護的標誌或智慧財產權，因此現有的貿易施行法、奧林匹

克標誌保護法案、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及設計法(Designs Act)並不足用。

依據與國際奧會簽署之主辦城市契約，要求澳洲要制定可保護國際奧會與

奧運籌委會的智慧財產權與行銷活動的法律規定，其中主要是針對狙擊行

銷。因此，1995年3月澳洲通過施行「1996年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保

護法案」，本法案係規範2000年雪梨奧運會及雪梨殘障奧運會有關之標誌及

圖像之商業使用規則。本法案的目的，是為保護並促進澳洲扮演世界奧林

匹克及殘障奧林匹克活動的參與者及支持者；履行雪梨奧運組織與世界奧

林匹克、殘障奧林匹克活動之間的義務。此外，本法的具體目標是為透過

與奧運會有關標誌及圖像的商業使用授權而增進奧運會的收入(Curthoys & 

Kendall, 2001；黃世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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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一開始即先揭示本法之立法目的。《雪梨奧運

會保護法案》§7~9則對專有名詞及詞語做了定義與解釋。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7定義，2000年雪梨奧運會指2000年雪梨奧

林匹克運動會以及2000年雪梨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2000年雪梨奧運會圖

像(image)指普通雪梨奧運會圖像、雪梨奧運會圖像及雪梨殘障奧運會圖

像；2000年雪梨奧運會標誌指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奧運會標誌及雪

梨殘障奧運會標誌，見第9條規定；2000年雪梨奧林匹克運動會指2000年在

雪梨所舉辦之第27屆奧林匹克運動會，而2000年雪梨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

指2000年在雪梨所舉辦之第11屆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8(1)，本法所稱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指(a)以

下的詞：奧運城市(Games City)；千禧年奧運(Millennium Games)；雪梨奧運

會(Sydney Games)；2000年雪梨(Sydney 2000)。(b)或者以下詞語的組合：運

動會(Games)、2000、兩千(Two Thousand)。本法所稱2000年雪梨奧運會標

誌指(a)奧林匹亞期(Olympiad)；奧林匹克(Olympic)；(b)分享奧林匹克精神

(Share the Spirit)；夏季奧運會 (Summer Games)；千禧年代表隊 (Team 

Millennium)；(c)以下詞語的組合：第24(24th)、第二十四(Twenty-Fourth)、

XXIVth以及奧林匹克運動會(Olympics)、奧運會(Games)；(d)以下A組與B

組的字或詞的組合：A組：奧林匹克的 (Olympian)、奧林匹克運動會

(Olympics)；B組：銅牌(Bronze)、奧運會(Games)、金牌(Gold)、綠與金(Green 

and Gold；是典型澳洲國家運動代表隊的代表色，其顏色其實主要為綠色與

鮮黃色)、獎牌(Medals)、千禧年(Millennium)、銀牌(Silver)、奧林匹克精神

(Spirit)、贊助商 (Sponsor)、夏季 (Summer)、雪梨 (Sydney)、兩千 (Two 

Thousand)、2000。2000年雪梨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標誌指(a)殘障奧林匹克

(Paralympiad)、殘障奧林匹克(Paralympic)；(b)以下詞語的組合：第11(11th)、

第十一(Eleventh)或XIth，以及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s)、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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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下A組與B組的字或詞的組合：A組：殘障奧林匹克的(Paralympian)、

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s)；B組：銅牌、奧運會、金牌、綠與金、

獎牌、千禧年、銀牌、奧林匹克精神、贊助商、夏季、雪梨、兩千(Two 

Thousand)、2000。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8(2)，為達本法之目的，其他除英語外之語

言所表達之2000年雪梨奧運會標誌應視為2000年雪梨奧運會標誌。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9，普通2000年雪梨奧運會圖像指會使人將

之與2000年雪梨奧運會及殘障奧運會產生聯想的視覺或聽覺的表像；2000

年雪梨奧運會圖像指會使人將之與2000年雪梨奧運會產生聯想的視覺或聽

覺的表像；2000年雪梨殘障奧運會圖像指會使人將之與2000年雪梨殘障奧

運會產生聯想的視覺或聽覺的表像。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0規定何謂適用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

§10(1)，在下述情形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用於商品或服務：(a)關於商品，

在商品編製、印、貼或附加上標誌或圖像；將標誌或圖像用於商品的任何

封面(covering)、文件、標籤、影片或其他部分。(b)標誌或圖像用於為促銷

商品或服務的招牌或廣告（包含電視或廣播廣告）；用於發票、價目表、目

錄、小冊子、商業書信、商業文件或其他與該商品、服務有關的商務文件。

§10 (2)如果(a)為銷售目的而進口到澳洲的商品；(b)進口時商品已經使用雪

梨奧運會標誌或圖像；或為第4部份第2和第3項之目的，可以在商品上使用

標誌或圖像。(3)前述(1)(a)封面(covering)包含外包裝、框架、封套、容器、

塞子、蓋子或外罩。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1規定何謂「商業使用」(use for commercial 

purpose)。將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用於商業目的：(a)該人將標誌或圖像用

於其商品或服務；(b)為廣告或促銷目的而使用，或為增加商品或服務的需

求而使用；(c)會使人聯想其為雪梨奧運會、雪梨殘障奧運會或這兩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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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由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澳洲奧會、國際奧會、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

澳洲殘障奧會、國際殘障奧會所籌備之賽事的贊助商或供應者。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2(1)除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會

籌委會以及獲授權者，不得因商業目的使用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2)雪

梨奧運會籌委會為商業目的僅能使用下列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普通雪

梨奧運會標誌、雪梨奧運會標誌、普通雪梨奧運會圖像、雪梨奧運會圖像。

(3)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為商業目的僅能使用下列雪梨殘障奧運會標誌及

圖像：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殘障奧運會標誌、普通雪梨奧運會圖像、

雪梨殘障奧運會圖像。(4)獲授權者僅能在授權範圍內為商業目的使用雪梨

奧運會標誌及圖像。(5)為達(1)之目的，使用非常類似且會被誤認為雪梨奧

運會標誌之標誌者視為使用雪梨奧運會標誌。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3，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案所規定之奧林匹

克標誌的使用不屬本法規範，且本法無意影響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

案之施行。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4(1)，在所有情形或特定情形、在特定期間

或直到本法失效，雪梨奧運會籌委會得授權以下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像之

全部或一部於商業使用，包括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奧運會標誌、普

通雪梨奧運會圖像，雪梨奧運會圖像。(2)在所有情形或特定情形、在特定

期間或直到本法失效，雪梨奧運會籌委會得授權以下雪梨奧運會標誌及圖

像之全部或一部於商業使用，包括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殘障奧運會

標誌、普通雪梨奧運會圖像，雪梨殘障奧運會圖像。(3)本條規定並不影響

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或雪梨殘障奧運會籌運會決定授權及授權金的條款及情

事。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5(1)，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或雪梨殘障奧運會

籌委會應登記註冊被授權者。《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5(2)，授權於註冊



 

 

53

起生效，於期限終止時終止。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6(1)，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應建立並維護授權

者名冊。《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6(2)，名冊應(a)保存於雪梨奧運會籌委

會主要辦公地點；(b)在上班時間內應無償供人檢閱。《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

§16(3)如果用電腦保存名冊，(a)應以紙本供檢閱；(b)提供進入電腦主機閱

讀之方式，以符合第二項(b)之規定。《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6(4)，雪梨

奧運會籌委會在有人要求名冊影本並支付規定的規費時，應在五個工作天

內提供影本給申請者。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7(1)註冊名冊內容應包含以下與被授權者有

關的資料：被授權者之名稱及主要辦公地點；使用的雪梨奧運會標誌和圖

像，以及使用細節；特定期間的授權之失效日期；註冊日期；其他規定的

內容。《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7(2)如果該授權被撤銷，雪梨奧運會籌委

會或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應在註冊名冊中註明撤回授權以及失效日期。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18為註冊名冊之正式影本規定；《雪梨奧運

會保護法案》§19為註冊名冊的效力；《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0為雪梨殘

障奧運會籌委會得授權雪梨奧運會籌委會為代理。《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

§21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應提供註冊影本給秘書處(Secretary of Department)。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2，秘書處應提供名冊給每個註冊使用者。《雪

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3為大眾取得名冊影本規定。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4，本法並不影響1995年商標法(the Trade 

Marks Act 1995)及1906年設計法案(the Designs Act 1906)之規定，或影響在

上述法案所授予的權利義務。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5係提供資訊之規定。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6，授權使用者，除非取得授權機關授權使

用雪梨奧運標誌或圖像之授權同意書，否則不得依§32條提異議、或依§43



 

 

54

條申請禁制令或依§46條要求賠償金。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27規定關於同意書的請求。《雪梨奧運會保

護法案》§28明定依照§26所提出之請求不得無理由地拒絕。《雪梨奧運會保

護法案》§29明定申請期間、海關局長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ustoms)、持有人(designated owner)、反對者(objector)等的定義。《雪梨奧

運會保護法案》§30規定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應提供註冊名冊的影本給海關局

長。《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31為雪梨奧運會籌委會及雪梨殘障奧運會籌

委會進口商品應通知海關局長。《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32規定拒絕進口

商品之通知。《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33為海關查扣商品之規定。《雪梨奧

運會保護法案》§34為查扣通知之規定。其後為查扣、沒收、禁制令申請等

規定。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3，有關禁制令的部份。§43(1)如有人已經、

企圖或計畫違反§12規定的行為，規定的法院得以禁制令限制該人之行為。

§43(2)(a)不論該人是否企圖再度嘗試、或繼續從事違法行為；(b)不論該人

是否之前已從事違法行為。法院得依其權力宣告禁制令。§43(3)禁制令僅得

因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者的申請而授

予。§43(4)雪梨奧運會籌委會申請之禁制令僅得因有關於下列雪梨奧運會標

誌或圖像事由而給予：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奧運會標誌、普通雪梨

奧運會圖像及雪梨奧運會圖像。(5)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申請之禁制令僅

得因有關於下列雪梨奧運會標誌或圖像事由而給予：普通雪梨奧運會標

誌、雪梨殘障奧運會標誌、普通雪梨奧運會圖像及雪梨殘障奧運會圖像。(6)

授權使用者申請之禁制令僅得因有關於所被授權之雪梨奧運會標誌或圖像

事由而給予。(7)法院得撤銷或修改禁制令。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4(1)，法定法院得於依§43等候申請同意期

間，發佈暫時禁制令。(2)違反§12之行為會因第一款而對申請人造成立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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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彌補的損失。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5係規定，法院得要求違反《雪梨奧運會保

護法案》§12之人刊載適合的糾正廣告。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6(1)，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會

籌委會或授權使用者因某人違反§12之行為而遭受損失，可向法定法院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2)追訴期間應在自違法行為發生起之三年內為之。依照§27

採取訴訟的請求不能晚於本法案失效前的最後一天。(3)依本法§43的禁制令

發布不妨礙本條之損害判決。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7(1)除本法之賠償規定外，還有其他法律（不

論是聯邦的法律、省的法律或區的法律）授與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

障奧運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者與違反本法§12行為有關之權利或權力。(2)

除本法之賠償規定外，還有1974年貿易營業法案(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提供從事有關下列誤導或詐欺之行為之賠償：(a)商品或服務具有其並沒有

的贊助或認可；(b)公司（如本法案所定義）具有其並沒有的贊助、認可或

關係。(3)前述第2款1974年貿易營業法案之條款並非指該法之其他條款對違

反本法§12之行為無適用。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8(1)規定，如果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

障奧運會籌委會或被授權使用者基於某人從事、正在從事或計畫進行違法

§12的行為而表示將提出（禁制令）申請或提起訴訟，因該威嚇而權利受侵

害者(aggrieved)得對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

者向法定法院提起訴訟。(2)法院得(a)宣告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

運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者作此威嚇(make the threat)無理由(no grounds)；(b)

發布禁制令以禁制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

者繼續做出威嚇。(3)如作威嚇之人已提出申請或提訴訟，前述受威嚇之人

不得依本條提起訴訟。(4)如作威嚇之人提申請或提訴訟，前述受威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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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繼續其訴訟。(5)本條第1款被威嚇者的行為屬對被指控違反§12之抗辯。 

《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49(1)如果雪梨奧運會籌委會、雪梨殘障奧運

會籌委會或授權使用者被賦予對違反§12之行為有提出禁制令申請或提起

訴訟的權利，亦得對於依§48所提之訴訟提起反訴。 

其後§50~§56係有關管轄權之規定。 

綜上，澳洲制定《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係特別為保護籌委會以及贊

助商，避免被有心人在無授權下使用奧林匹克運動會相關的名稱與標誌，

並且禁止任何會誤導消費大眾其與奧運會有關之視覺圖像。此外2000年奧

林匹克籌備法案(Olympic Arrangements Act 2000)中，規定在未獲得授權情

況下，禁止在距離奧林匹克場館的特定半徑距離內的建築物進行廣告，也

禁止透過熱汽球、飛機、飛船等空中儀器飛越場館上空做廣告。這兩個法

案使得公權力有權干涉並對於這樣的活動處以罰金，並提供籌委會及贊助

商立場以表明該活動係不合法且致受損害。 

3. 2001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修正案(Olympic Insignia Protec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本法案修正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法案，賦予澳洲奧會，針對那些

未獲授權使用「奧林匹克」、「奧林匹克運動會」及「奧林匹亞期」的商業

促銷或是實行廣告的活動，有即時的反應抵制措施。 

內容分為三個主要部份，包括目的、背景、主要的條款。在背景中除

簡介修正案的起源，亦分別簡述澳洲奧會與狙擊行銷。 

立法目的中明白表示，此修正案係用以管理在廣告上或商品、服務銷

售等商業行為使用奧林匹克符號。且為了幫助澳洲奧會(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透過授權奧林匹克符號在商業廣告或促銷以獲取更多的贊助

金。這使得政府更支持運動並且允許政府提供資金在奧林匹克活動上。 

有鑒於《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使雪梨奧運會籌委會有權授權與雪梨

奧運會相關之關鍵詞語及圖案，2001年3月24日澳洲政府便決心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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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年奧林匹克標誌法案》，以使澳洲奧會取得授權奧林匹克、奧林匹克

運動會以及奧林匹亞期的權利，並提升澳洲奧會基金募集的能力。 

澳洲奧會是非營利機構，且被國際奧會認可為澳洲國家奧會。它必須

依奧運憲章中所規定執行其功能及盡權利義務。澳洲奧會活動資金係來自

於澳洲奧林匹克基金會(Australian Olympic Foundation)，該基金會是一個由

國際奧會授權的組織。澳洲奧會認為要確保其財務穩定、獨立以及提升其

募集基金的能力，確實地保護奧林匹克、奧運會等詞語很重要。而澳洲奧

會的基金募集成效可能受到狙擊行銷影響。 

關於狙擊行銷，《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建立授權計畫(a licensing 

scheme)限制對於某些範圍的詞語及圖像在商業上的使用。該計畫禁止非授

權的企業使用這些受保護的字詞及圖像以與雪梨奧運會產生贊助的連結。

根據國際奧會對雪梨奧運會的最後報告，雪梨奧運會籌委會的行銷計畫寫

下新紀錄，包括當地贊助金額達3億1,500萬美元，門票收入達3億5,600萬美

元，以及授權收入達6,600萬美元，國際奧會報告更表示，雪梨奧運會的行

銷計畫營收高達26億美元，是有史以來最成功的一次(Olympic Insignia 

Protection Amendment Bill 2001, 2001)！ 

本修正法中新增第三章，該章規定受保護的奧林匹克符號。§24(1)規定

包括「奧林匹克和奧林匹克運動會」(Olympic and Olympics)、「奧林匹克運

動會」(Olympic Games)以及「奧林匹亞期和奧林匹克期」(Olympiad and 

Olympiads)。 

§24(3)聲明「奧林匹克競賽的/奧林匹克運動會選手」(olympian)以及「奧

林匹克運動會選手們」(olympians)不屬於受保護的奧林匹克符號。這表示

參加之前奧運會的選手們將可用olympians宣傳他們的成就並吸引商業的贊

助機會。 

第二部份(Division 2)定義「商業目的」並有效地限縮本法案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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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開放對受保護詞語的非商業使用(non-commercial use)。商業使用係指將

受保護的奧林匹克符號不但用於商品本身，而且使用這些詞語做廣告或銷

售商品或服務。 

§30規定，如果未經授權之人將受保護的詞語用於商品和服務，則供

應、提供、陳列或持有商品屬於商業目的並且是違法行為。 

以下情形是本法所允許的狀況： 

1. §31-33規定，曾經參與之前夏季或冬季奧運會的團體和組織，為表

示其過去的奧林匹克活動而使用受保護的詞語，並不影響後續奧林匹克活

動的贊助。 

2. §35規定，在報導中、評論文章中或批評的目的而使用這些受保護的

詞語是可接受的。 

3. §71規定已經使用受保護奧林匹克符號之企業要在2001年9月20日前

註冊其商標或設計。 

§36(1)禁止除澳洲奧會外之人為商業目的使用受保護之奧林匹克符

號。§36(2)規定該禁止並不適用於授權使用者。然而，授權使用者僅可在被

授權範圍內使用受保護的符號。 

§38(2)授與澳洲奧會核發授權的權利，包括其裁定之期限與情況。 

§40要求澳洲奧會使授權使用者之名冊可在網路上供檢閱。 

綜上，澳洲對於奧林匹克標誌的保護，除了普通法外，更制定特別法

以防止奧林匹克標誌及圖像遭到不法使用，而影響澳洲奧會及澳洲奧運籌

委會、澳洲殘障奧運會籌委會及官方贊助商的權利。澳洲政府深切理解贊

助以及授權等對於他們經濟上、名譽上的重要，因此極力打擊狙擊行銷，

也造就了高營收的奧運會。 

（三） 希臘 

在希臘，體育一直是希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其為奧林匹克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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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源地，希臘可說是體育傳統最悠久的歐洲國家（黃世席，2007）。希臘

在籌備 2004 年雅典奧運會期間，為保護奧林匹克智慧財產權，頒布「關於

2004 年奧運會和殘障奧運會的第 3254/2004 號條例」(Law 3254/2004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2004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其目的是對於奧運會

舉辦期間的廣告行為進行法律上的控管，包括禁止在雅典市、舉辦奧運會

的場館內、及這些場館周圍半徑 200 公尺的國家和私人建築內及其表面出

現任何形式廣告，也不得在奧運會比賽地點周圍的公車、火車、地鐵、汽

車及體育館上空作廣告，除非得到雅典奧運會籌委會的准許；在奧運會的

宣傳品（贈品、傳單等）上作廣告要經過籌委會的同意；只有奧運會的官

方贊助商能在港口和機場利用相關標誌做廣告。違反之廣告商、廣告客戶

及提供廣告平面者皆分別處以罰金及監禁(Pina & Gil-Roble, 2005)。 

這個法案最終目的，即在對抗狙擊行銷，透過採取有效且預防性的措

施，以彌補本法案的缺陷，例如在奧運會場館入口由保全人員沒收未經授

權之宣傳品等，以保護官方贊助商權益（黃世席，2007）。 

（四） 中國 

1. 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條例 

本條例先闡述其立法目的，爾後對於奧林匹克標誌、奧林匹克標誌所

有權人進行定義解釋，並說明何謂商業目的使用。 

§1，為了加強對奧林匹克標誌的保護，保障奧林匹克權利人（所有權

人）的合法權益，維護奧林匹克運動的尊嚴，制定本條例。 

§2本條例所稱奧林匹克標誌，是指︰(1)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的奧林匹

克五環圖案標誌（會徽）、奧林匹克旗、奧林匹克格言、奧林匹克徽記、奧

林匹克會歌；(2)奧林匹克、奧林匹亞期、奧林匹克運動會及其簡稱等專有

名稱；(3)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的名稱、徽記、標誌；(4)北京2008年奧林匹

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的名稱、徽記、標誌；(5)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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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名稱、徽記，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的吉祥物、

會歌、口號，「北京2008」、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及其簡稱等標誌；(6)《奧

林匹克憲章》和《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主辦城市合約》中規定的其他與

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有關的標誌。 

§3，本條例所稱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所有權人），是指國際奧林匹克

委員會、中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和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國際

奧林匹克委員會、中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和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

會之間的權利劃分，依照《奧林匹克憲章》和《第29屆奧林匹克運動會主

辦城市合約》確定。 

§4，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所有權人）依照本條例對奧林匹克標誌享

有專有權。未經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所有權人）許可，任何人不得為商

業目的（含潛在商業目的，下同）使用奧林匹克標誌。 

§5，本條例所稱為商業目的使用，是指以營利為目的，以下列模式利

用奧林匹克標誌︰(1)將奧林匹克標誌用於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

品交易文書上；(2)將奧林匹克標誌用於服務項目中；(3)將奧林匹克標誌用

於廣告宣傳、商業展覽、營業性演出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4)銷售、進口、

退場門含有奧林匹克標誌的商品；(5)製造或者銷售奧林匹克標誌；(6)可能

使人認為行為人與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之間有贊助或者其他支持關係而使

用奧林匹克標誌的其他行為。 

§6及§7係有關主管機關之規定。§8及§9規定簽訂授權契約之當事人資

格以及被授權人的使用範圍。 

§8，取得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許可，為商業目的使用奧林匹克標誌，

應當同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訂立使用許可合約。其中，使用本條例§2第1

項、第2項規定的奧林匹克標誌，應當同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及其授權或者

批准的機構訂立合約；使用本條例第2條第3項規定的奧林匹克標誌，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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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國奧林匹克委員會訂立合約；使用本條例第2條第4項、第5項、第6項

規定的奧林匹克標誌的，在2008年12月31日以前，應當同第29屆奧林匹克

運動會組織委員會訂立合約。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應當將使用許可合約報

政務院工商行政管理部門備案。 

依照前款規定訂立使用許可合約的，被許可人只得在合約約定的地域

範圍、期間內使用奧林匹克標誌。 

§9，本條例施行前已經依法使用奧林匹克標誌，可以在原有範圍內繼

續使用。 

§10，未經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所有權人）許可，為商業目的擅自使

用奧林匹克標誌，即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

商解決；不願協商或者協商不成的，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或者利害關係人

可以向民眾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請求工商行政管理部門處理。工商行政

管理部門處理時，認定侵權行為成立的，責令立即停止侵權行為，沒收、

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或者為商業目的擅自製造奧林匹克

標誌的工具，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5倍以下的

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以並處人民幣5萬元以下的罰款。當事人對處理

決定不服的，可以自收到處理通知之日起15日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行

政訴訟法》向民眾法院提起訴訟；侵權人期滿不起訴又不履行的，工商行

政管理部門可以申請民眾法院強制執行。進行處理的工商行政管理部門應

當事人的請求，可以就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賠償數額進行調解；調

解不成的，當事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向民眾法院提

起訴訟。 

利用奧林匹克標誌進行詐騙等活動，觸犯刑律的，依照刑法關於詐騙

罪或者其他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1，對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行為，工商行政管理部門有權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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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處。 

工商行政管理部門根據已經取得的違法嫌疑證據或者舉報，對涉嫌侵

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行為進行查處時，可以行使下列職權︰(1)詢問有

關當事人，調查與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有關的情況；(2)查閱、複製與

侵權活動有關的合約、發票、賬簿以及其他有關資料；(3)對當事人涉嫌侵

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活動的場所實施現場檢查；(4)檢查與侵權活動有關

的物品；對有證據證明是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物品，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 

工商行政管理部門依法行使前款規定的職權時，當事人應當予以協

助、配合，不得拒絕、阻撓。 

§12，進退場門貨物涉嫌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由海關參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智慧財產權海關保護條例》規

定的權限和程式查處。 

§13，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賠償數額，按照權利人因被侵權所受

到的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利益確定，包括為制止侵權行為所支

付的合理開支；被侵權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利益難以確定的，參照

該奧林匹克標誌許可使用費合理確定。 

銷售不知道是侵犯奧林匹克標誌專有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

合法取得並說明提供者的，不承擔賠償責任。 

§14，奧林匹克標誌除依照本條例受到保護外，還可以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利法》、

《特殊標誌管理條例》等法律、行政法規的規定獲得保護。 

§15本條例自2002年4月1日起施行。 

本條例明確定義受保護標誌等的範圍，以及對於商業目的使用亦做了

明確的定義，以作為規範。對於未經許可為商業目的使用奧林匹克標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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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在本條例中亦明定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刑事責任。 

2. 北京市奧林匹克知識產權保護規定 

本規定是為加強對奧林匹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維護奧林匹克智慧財

產權人和相關權利人的合法權益，保障和促進奧林匹克運動的持續、健康

發展而制定。北京市政府發布此規定，授權北京市知識產權局負責奧林匹

克智慧財產權保障的調查研究、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工作。 

3. 奧林匹克標誌檔案及管理辦法 

本辦法是為了加強對奧林匹克標誌的保護，保障奧林匹克標誌權利人

的合法權益，規範奧林匹克標誌的使用而制定。辦法中規定有關奧林匹克

標誌所有權人應向中國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申請註冊之相關辦法及規

定，以及所有權人授權他人為商業目的使用奧林匹克標誌之授權契約應載

明事項等。 

除了上述三個特別的辦法，中國還加入了十多個國際知識產權保護公

約，並且一系列具體工作已依據有關的法律法規迅速展開。例如，依據《商

標法》，北京奧組委已就2008年奧運會會徽向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申請

註冊，範圍覆蓋了所有45類商品和服務，並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提出了北京

奧運會會徽商標註冊申請；依據《著作權法》，奧運徽記、主題歌曲、宣傳

畫、藝術表演等等，都能夠得到相應的保護；依據《專利法》，國家知識產

權局印發了《涉及奧林匹克標誌的外觀設計專利申請審查規定》。透過上述

方式建立一個由法律、行政法規、地方政府規章構成的奧林匹克智慧財產

權保護體系（保護奧林匹克知識產權，2007）。 

（五） 英國 

1. 1995 年奧運會徽等保護法案(Olympic Symbol etc. (Protection) Act 

1995) 

《1995 年奧運會徽等保護法案》規範透過奧運會徽及特定字詞(words)

與奧運會產生連結的商業使用行為。該法案除了保護奧林匹克格言、奧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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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會徽，還保護「Olympic(s)」、「Olympian(s)」以及「Olympiad(s)」等字

詞，以及以其他語言的奧林匹克格言或受保護字詞。此外，該法案創設一

類似商標權的「奧運關係權」(The Olympics association right)，該權利是指

使用奧林匹克會徽、奧林匹克格言以及相關受保護字詞的專有權利。任何

未經許可的使用將違反本法案規定。所謂使用，包括廣告及促銷活動，或

者用於商業文件上。 

本法案分為七大部分。第一部份針對奧運關係權的保護範圍與適用對

象以及消滅事由進行完整的規定。第二部份規範奧運關係權的侵權行為、

侵害類型以及賠償規定。第三部份為刑事條款(criminal sanctions)，內容包

含抗辯事由等。第四部份針對仿冒品的沒收等進行相關規定。第五部份為

獲取競爭權利的限制條件。第六部份為其他，當中規定有關財產權人在行

使權利時應遵守之事項。第七部份為通論，包含對特定名稱的解釋與定義。 

本法規定所謂「侵權行為」依照§3 規定，包括以下情形：(1)如果在商

業交易過程中使用(a)奧林匹克會徽、奧林匹克格言或受保護字詞的圖像；

(b)會使大眾將其與奧林匹克做連結的近似奧林匹克會徽或格言的圖像。(2)

將受控管的圖像用在(a)在商品或包裝上，(b)旗幟或橫幅上，(c)為銷售而提

供或展示在市場或存貨的商品或外包裝上，(d)進出口商品或其外包裝上，

(e)在具有該圖像的招牌下提供的服務，(f)商業文件或廣告。 

所有權人得對於侵害奧林匹克關係權可採取相關行為。包括請求民事

上的損害賠償（§6）或禁制令。關於刑責部分，侵權人若基於為自己或他

人獲利，或意圖使他人生損害，在沒有取得所有權人同意下，有以下之行

為則有罪：使用受管制的圖像在商品或其外包裝上、有關商品的商業文件

上或廣告商品上；製作為產生受管制圖像的設計或改編的物品，或持有、

保管這類物品；在簡易裁判，侵權人可能處以不超過法定上限的罰金；在

確定起訴，可能處以罰金（§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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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概括性地針對奧林匹克會徽、格言以及相關受保護的字詞進行規

範，明確規定可使用與不可使用相關受保護圖像的情形，以及所有權人得

採取的法律救濟手段。 

2. 2006 年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法案(London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Act 2006) 

（1） 法案背景 

2003 年 5 月 15 日，英國政府決定申辦 2012 年奧林匹克運動會與殘障

奧林匹克運動會。兩個月後英國奧會正式向國際奧會表示倫敦將參與申辦

2012 年奧運會之競選。英國主要由三方共同為申辦奧運作籌備，分別為英

國政府、倫敦市長以及英國奧會。倫敦市長與倫敦政府簽署一份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並從 2003 年 5 月開始進行籌備的資金募

集工作。同時，為了發行奧運特別彩券(Olympic-specific lottery game)，更於

2004 年通過《賭馬與奧運彩券法案》(Horserace Betting and Olympic Lottery 

Act 2004)。 

最後申請舉辦 2012 年奧運會的城市共有 9 個，分別是倫敦、紐約、巴

黎、馬德里、莫斯科、來比錫、伊斯坦堡、里約熱內盧以及哈瓦納。2004

年 5 月國際奧會將候選城市(candidate cities)減縮為五個，倫敦、巴黎、莫斯

科、馬德里以及紐約。2004 年 11 月 15 日倫敦遞交申辦計畫書給國際奧會，

該計畫書內容包含場地資訊、交通，賽程以及財務計畫。2005 年 7 月 6 日

國際奧會宣布倫敦獲選成為 2012 年奧林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

的主辦城市。獲選成為主辦城市後，倫敦立即與國際奧會簽訂「主辦城市

契約」(Host City Contract)。這份契約內容包括契約雙方的義務、國際奧會

所要求的與運動會相關事項，以及國際奧會技術手冊(Technical Manuals)的

大部分內容。一宣佈倫敦為 2012 年奧運會主辦城市後，倫敦市長以及英國

奧林匹克協會(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以下稱英國奧協）隨即與國際奧

會簽署「主辦城市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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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6 年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法案》概述 

 本法案可分為七部份，分別為： 

1. 前言(Introductory)： 

2. 奧林匹克籌建單位(the Olympic Delivery Authority, ODA)： 

3. 交通(Transport)： 

4. 廣告(Advertising)： 

5. 貿易(Trading)： 

6. 其他(Miscellaneous)： 

1995 年奧林匹克會徽保護法案(Olympic Symbol etc. (Protection) 

Act 1995)以及附錄 3，奧林匹克會徽保護。§33 以及附錄 4 規範倫敦奧

運會關係權(London Olympics association right)之內容。§34 規範「大倫

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LA)的權力(power)。§35 是 34

的補充規定。§36 係修正區域發展局(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在

「1998 年區域發展局法案」(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ct 

1998)中的目的，將其目的修訂增加為倫敦奧運作準備。 

7. 通論(General)： 

(3) 主要名稱定義 

本法案所稱「倫敦奧運」(the London Olympics)指將於 2012 年舉辦之第

30 屆奧林匹克運動會；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亦在同年舉行。 

本法案中所稱之倫敦奧運會，包括以下組成本運動會之各種類賽事活

動：其他符合舉辦城市契約之非運動種類活動，以及這類在倫敦以外地區

舉行之賽事。 

本法案所稱之「英國奧林匹克協會」(the 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

以下稱英國奧協)指以該名稱註冊之公司(company)。「倫敦奧林匹克活動」

(London Olympic event)指組成倫敦奧運會之活動（不論是否為運動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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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否在倫敦舉行）。倫敦奧運會期間(the London Olympics period)指從該屆

奧運會開幕式前四周起，到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閉幕式後第十五天止。倫

敦籌備委員會(the London Organizing Committee，以下稱倫敦籌委會)係指依

照舉辦城市契約第 2 條所組成之籌辦委員會，且該委員會需註冊為倫敦奧

運會籌委會(the London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Games Limited, 

LOCOG)。主辦城市契約(the Host City Contract)指為 2012 年舉行之第 30 屆

奧運會，於 2005 年 7 月 6 日在新加坡所簽訂之契約。該契約由國際奧會，

倫敦市長以及英國奧協所簽訂。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the Paralympic Games)

指符合主辦城市契約第 60 條規定，由倫敦籌委會籌辦之以該名稱為抬頭的

賽事活動。奧林匹克憲章(the Olympic Charter)係指國際奧會之奧林匹克憲

章。 

§19 即賦予秘書處職責，並使其可制定有關奧運會會場周邊廣告的規

定，以實現主辦城市契約中與國際奧會約定的義務，例如在奧運會場地不

可有廣告，不論是電視轉播、觀眾觀賞時等。§19(1)秘書處可制定有關在倫

敦奧運會會場廣告的法規。§19(2)對於制定法規，秘書處(a)得著眼於因主辦

城市契約而生之義務的保全；(b)應注意國際奧會的要求或指導；(c)也應注

意福利設施及公眾安全。§19(3)本法規應具體說明或提供以下事項的準則：

廣告的地點；廣告的種類；會或不會被視為屬於在場地周邊廣告的情形。

§19(4)任何種類廣告得適用本法規，特別是非商業類廣告；任何種類的通告

或公告。§19(5)任何型式廣告得適用本法規，特別是文件或文章的散佈或提

供；文字、圖像、燈光或聲音的展示或放映；其他有除廣告目的外使用的

工具。§19(6)本法規應明確說明或提供準則以及施行期間，以及應僅適用於

秘書處認為為實現因主辦城市契約而生之義務所需的時間；本法規也許在

不同時期施行地區不同。 

§32 闡明附錄 3 是對於奧林匹克會徽的保護。其修正 1995 年奧林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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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徽保護法案對奧林匹克關係權的規定。附錄 3 明示允許奧運會關係權的

共有權，提供奧林匹克字詞、會徽及格言更多的保護，闡明本法的例外情

形，並創造殘障奧運會關係權(Paralympic association right)。§33 明定附錄 4

為有關倫敦奧運會關係權之規定。 

附錄 3（§32）係針對 1995 年奧林匹克會徽等保護法案進行修正，包括

用以保護奧林匹克會徽、格言及其他與奧運會有關字詞的奧運會關係權；

對於使用近似會徽與格言，從使大眾將圖像與奧林匹克會徽、格言產生連

結，擴大範圍到包括與奧運會或奧林匹克活動產生連結。在§5 新增殘障奧

運會關係權。有關殘障奧運會關係權的適用條款跟適用奧運會關係權一

樣。對於奧林匹克會徽的定義部分，新增殘障奧運會、殘障奧林匹克格言、

殘障奧林匹克會徽的定義。將有關奧運會關係權的保護字詞擴大增加殘障

奧運會相關字詞（包括：Paralympiad, Paralympiads, Paralympian, 

Paralympians, Paralympic, and Paralympics）。關於§8 規定之違法行為，簡易

判決的法定最高罰金為 2 萬英鎊。 

附錄 4 規範有關倫敦奧運會關係權之內容。倫敦奧運會關係權係一專

有權，對於暗示大眾倫敦奧運會與某商品、服務，或提供商品、服務的人

之間有關聯的行為表現有關。 

所謂「關係」的內涵，特別指倫敦奧運會與某人、商品或服務之間的

關係包括任何種類的契約關係、商業關係、合作或結構上連結關係，以及

與倫敦奧運會有關的財政上或其他的支持。 

從事暗示大眾其商品或服務、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人與倫敦奧運會有

連結之行為或商品、服務，則為侵害倫敦奧運會關係權。 

對於侵害倫敦奧運會關係權，法院得考量其對於以下詞句的結合使用

情形：第一組的任何詞語，與第二組的任何詞語或第一組的其他任何詞語。

所謂第一組的詞語，包括：運動會(games)、二零一二(Two Thous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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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lve)、2012 以及”twenty twelve”。第二組詞語包括：金牌(gold)、銀牌

(silver)、銅牌(bronze)、倫敦(London)、獎牌(medals)、贊助商(sponsor)以及

夏季(summer)。秘書處得命增加、移除或修改每組的內容。 

獲倫敦籌委會授權而使用倫敦奧運會關係權不違法。倫敦籌委會應製

作授權同意書，且授權同意書得規定有關支付費用條款，且使籌委會施行

自由裁量權(unfettered discretion)。 

倫敦籌委會應維持註冊名冊，名冊應明示被授權人的名字、主要辦公

地點、授權的相關商品或服務以及授權的有效期間。倫敦奧運會籌委會應

確保名冊的影本可透過網路被大眾取用。 

對使用依照 1994 商標法所註冊的商標在相關的商品或服務上，並不違

反倫敦奧運會關係權。 

以下的使用情形，並不違反倫敦奧運會關係權：某人將其使用於姓名

或住址；用於表示有關種類、品質、數量、預期目的、價值、地理起源、

產品製造或服務提供的時間、或其他商品或服務的特性；用於對產品或服

務預期目的必要的表示；用在工業或商業事務上合法的使用。 

以下的使用，並不違反倫敦奧運會關係權：發行或傳播倫敦奧運會任

何一部分的報導；發行或傳播倫敦奧運會資訊；在 1988 年著作權、設計權

及專利法規定下作為文學作品、戲劇作品、藝術作品、聲音錄製、電影或

廣播中一部分內容。  

在以下情形，圖像使用在商品上，並不違反倫敦奧運會關係權：商品

係置於獲得倫敦籌委會授權的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市

場；商品置於該市場時，圖像用在與商品相關上。 

《2006 年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與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法案》使倫敦

奧運會贊助商受到高規格的保護，使其免於潛在侵權活動干擾，並透過授

權相關單位公權力，提供強力的制度，以徹底執行規範事項，並修正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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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即《1995 年奧運會徽等保護法案》）擴大保護範圍，極盡所能地提

供奧林匹克會徽及相關標誌的保護法源。 

以上五個國家，皆為奧運會主辦國家，為了完善保護贊助商及奧運會

籌委會及該國奧會之權益，並且提升企業投入贊助的興趣，對抗走在法律

灰色地帶的狙擊行銷策略，莫不使出渾身解數、絞盡腦汁制定特別保護的

法律。透過明確定義奧林匹克標誌、符號等的權利所有權人，以及所受保

護的奧林匹克標誌、符號等的範圍（見表 3-1），規範非所有權人對這些受

保護符號的使用。 

美國雖然規定有奧林匹克會徽、標誌等保護的法律，惟在面對侵權行

為時，則回歸到商標法層面，適用商標法的效力及救濟規定。 

澳洲的《雪梨奧運會保護法案》將相關字詞（非商標）做商業使用的

限制性規定。將特定的詞語分設於幾組，限制以商業目的使用該些組別詞

語的組合，因為這些詞語可能並非奧林匹克標誌所受保護的部份，例如千

囍年（Milliennium）、贊助商（sponsor）、夏季（summer）等，但卻可以因

為這些詞語被與奧運會（Games）用在一起，而使消費者產生錯誤聯想。藉

此限縮狙擊行銷策略中採用暗示性用語的可能性。此外，《雪梨奧運會保護

法案》在法案中即規定有救濟途徑，包括禁制令、糾正廣告、損害賠償訴

訟。 

希臘的「關於 2004 年奧運會和殘障奧運會的第 3254/2004 號條例」，明

白規定奧運會期間廣告行為的控管，且在法案中有罰金及監禁的規定。 

中國的奧林匹克標誌保護條例在法規名稱上雖未特定指某屆奧運會，

但是在法規內容中可見，本條例為針對 2008 年北京奧運會所制定。此外，

在條例中已明文規定對於侵權行為可採行的救濟行為包括請求停止侵權行

為、除去侵害、罰款、訴訟，而關於刑責部分則適用刑法規定。 

英國針對 2012 年倫敦奧運會所制定之《2006 年倫敦奧林匹克運動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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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奧林匹克運動會法案》突破過去奧運會主辦國家對奧林匹克標誌等的

保護，創設「倫敦奧運會關係權」，將保護範圍擴大，且運用法規賦予這些

受保護的標誌為專有權，詳細規定該專有權應該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被保

護。面對即使非涉及使用商標的狙擊行銷策略，卻可以阻止狙擊者結合與

該屆奧運會相關的用語（非商標亦非著名商標，如 2012、倫敦等）企圖創

造與奧運會的連結。 

面對使用狙擊行銷的企業，利用多種遊走於法律灰色地帶的行銷策

略，藉以和奧運會有所連結或誤導大眾認知，並打擊具官方贊助商身分的

競爭企業，對於支付大筆權利金始取得官方贊助商身分的企業而言，如果

狙擊行銷未能被杜絕，未來企業對投入運動贊助的意願將趨於保守，且對

運動產業帶來惡性循環（狙擊者投入少許金錢即可獲得如官方贊助的效

益，官方贊助商企業趨於保守甚至不願投入贊助，運動賽事或組織資金來

源自此被阻斷，運動產業發展走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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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外國立法例之比較 

法案 所有權人 受保護圖像 受保護字詞 

美國，1978
業餘運動

法案 

美國奧會 國際奧會會徽、美

國奧會標誌 
Olympic, Olympiad, Citius 
Altius Fortius，或上述的組合

或模仿 
美國，1998
年奧林匹

克與業餘

運動法案 

美國奧會

（§22050
6(a)） 

國際奧會、美國奧

會、國際殘障奧會

以及泛美運動組織

的會徽、美國奧會

的標誌 

Olympic, Olympiad, Citius 
Altius Fortius, Paralympic, 
Pan-American,  
America Espirito Sport 
Fraternite 

澳洲，1987
年奧林匹

克標誌保

護法案 

澳洲奧會 奧林匹克會徽及註

冊的奧林匹克相關

設計 

奧林匹克會徽、奧林匹克格

言、奧林匹克火炬和火焰；

Olympic(s), Olympic Games, 
Olympiad(s) 

澳洲，1996
年雪梨奧

運會（標誌

及圖像）保

護法案 

澳洲奧會 普通雪梨奧運會、

雪梨奧運會圖像、

雪殘奧會圖像 

普通雪梨奧運會標誌、2000
年雪梨奧運會標誌、雪梨殘

障奧運會標誌 

澳洲，2001
年奧林匹

克標誌保

護修正案 

澳洲奧會 奧林匹克會徽及註

冊的奧林匹克相關

設計 

Olympic and Olympics, 
Olympic Games, Olympiad 
and Olympiads 

中國，奧林

匹克標誌

保護條例 

國際奧

會、中國

奧會和第

29 屆奧運

會組委會 

國際奧會會徽、奧

林匹克旗、奧林匹

克格言、奧林匹克

徽記、奧林匹克會

歌 

奧林匹克、奧林匹亞期、奧

林匹克運動會及其簡稱等專

有名稱；國際奧林匹克委員

會的名稱、徽記、標誌；北

京奧運會申辦委員會的名

稱、徽記、標誌；第 29 屆奧

林匹克運動會籌委會名稱、

徽記、吉祥物、會歌、口號、

「北京 2008」、第 29 屆奧運

會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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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外國立法例之比較（續上頁） 

法案 所有權人 受保護圖像 受保護字詞 

   及其簡稱；《奧林匹克憲章》

和《第 29 屆奧林匹克運動會

主辦城市合約》中規定的其

他與第 29 屆奧運會有關的

標誌。 

英國，1995

年奧運會

徽等保護

法案 

英國奧會 奧林匹克格言、奧

林匹克會徽 

Olympic(s), Olympiad(s), 

Olympian(s) 

英國，1995

年奧運會

徽等保護

法案（修正

版） 

國際奧

會、國際

殘障奧

會、倫敦

籌委會、

英國奧

會、英國

殘障奧會 

奧林匹克會徽、奧

林匹克格言、殘障

奧林匹克會徽、殘

障奧林匹克格言 

Olympic(s), Olympiad(s), 

Olympian(s) , Paralympic(s), 

Paralympiad(s), 

Paralympian(s) 

英國，2006

年倫敦奧

運會與殘

障奧運會

法案 

國際奧

會、國際

殘障奧

會、倫敦

籌委會、

英國奧

會、英國

殘障奧會 

奧林匹克格言、奧

林匹克會徽 

Olympic(s), Olympiad(s), 

Olympian(s), Paralympic(s), 

Paralympiad(s),  

Paralympian(s)； 

第一組的任何詞語，與第二

組的任何詞語或第一組的其

他任何詞語。所謂第一組的

詞語，包括：運動會(games)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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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外國立法例之比較（續上頁） 

法案 所有權人 受保護圖像 受保護字詞 

   、二零一二(Two Thousand 

and Twelve)、2012 以

及”twenty twelve”。第二組詞

語包括：金牌(gold)、銀牌

(silver)、銅牌(bronze)、倫敦

(London)、獎牌(medals)、贊

助商(sponsor)以及夏季

(summer)。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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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通法（商標法、競爭法） 

智慧財產權在全球已經成為發燒話題，且極為重視的議題。奧林匹克

相關標誌符號即屬於商標的ㄧ種，因此在沒有為奧林匹克相關標誌符號制

定特別法的國家，或者在特別法適用外回歸適用普通法者，就以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為主要適用對象。 

1. 加拿大 

早期加拿大對奧林匹克標誌的保護除了依循奧林匹克憲章的規定外，

就是藉由加拿大商標法以保護奧林匹克標誌(Misener, 2003)。1970 年代前，

加拿大奧林匹克協會(Canadian Olympic Association, COA。以下稱加拿大奧

會)對奧林匹克五環、加拿大奧會商標及其他相關商標註冊為一般商標

(ordinary trademarks)，然而這樣的保護方式卻很有限。加拿大奧會與蒙特婁

奧運會籌備委員會(Montreal Olympic Organising Committee, COJO)鑒於

1972 年慕尼黑奧運會時，慕尼黑籌備委員會(Munich Organizing Committee)

因授權奧林匹克會徽而獲得近 7 億 5000 萬美元收益，便決定採取更多的保

護措施以獲取授權利益。 

加拿大議會於 1973 年 7 月 23 日在加拿大奧會與蒙特婁奧運會籌委會

的遊說下通過奧林匹克法案(The Olympic Act)。該法案在蒙特婁奧運會期間

為奧林匹克相關標誌提供重要的保護。1975 年 7 月 30 日議會更通過修正案

提供對於特定字詞如奧林匹克(Olympic)、奧林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奧林匹克運動會(Olympics)、奧林匹亞期(Olympiad)等特別的保護。

該法案也提供與 1976 年奧運會相關的會徽、標誌及其他商標等的保護。然

而該法案僅於 1975 年 6 月 13 日至 1977 年 1 月 1 日有效。 

在蒙特婁奧運會籌委會結束任務且奧林匹克法案終止後，加拿大奧會

聘請 McKay 為法律顧問進行奧林匹克標誌的法律保護問題。McKay 試著將

這些標誌註冊為官方標誌（Official Marks）。所謂官方標誌，依據商標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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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s Act)第九條將其定義為，提供一個組織重要的且有利的保護的

標誌。若登記為普通商標(regular trademark)，則僅能限制其他組織在相同或

類似商品或服務上使用這樣的標誌。若登記為官方標誌，則表示加拿大奧

會對於會徽未獲授權或未取得契約協議，卻被用以作商業上行銷使用的情

況，可獲得有效的控制與解決。註冊為官方標誌非常有利並且可以提供更

多商業上優勢地位，加拿大奧會可以限制任何組織使用奧林匹克標誌。因

此，加拿大是透過商標法案規定保護奧林匹克相關標誌(Misener, 2003)。 

2. 英國 

英國判例創設了一種特別的民事訴訟，稱為矇騙訴訟(Action for passing 

off)，其目的在於保護消費大眾。關於商品表徵的保護，在英國主要以侵權

行為法上之矇騙原則(passing off)為規範準繩，因為任何人均無權以自己之

商品表示為他人之商品。依據英國法院及學者見解，原告先提起矇騙訴訟

必具證明下列事項：原告之商品外觀或其他表徵必須享有聲譽(plaintiff’s 

reputation)；被告之虛偽表示(defendant’s misrepresentation)或仿冒表徵；由

於被告之行為而可能或事實上已造成欺騙(deception)或混淆(confusion)；由

於被告之行為，原告可能或已經在營業或信譽(goodwill)上遭受損害。在具

証上述事項後，原告可依侵權行為法向被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 

3. 美國 

美國並無統一之不正競爭防止法，依美國商標法第 45 條之規定，商標

法之目的，對於商業上使用欺騙或誤導之商標予以規範，保護使用於商業

上之商標，保護從事營業之人對抗不正競爭，防止依商標之重製、影印、

仿冒或模仿之使用方法所為之詐欺。美國係將不正競爭之防止，在商標法

中予以落實。依美國商標法第 43 條(a)之規定，任何人，關於商品、服務、

或商品之容器，貼附或使用來源之不實表示(a false designation of origin)或任

何不實陳述或表徵(any false description or representation)，包括有此種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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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或表徵傾向之文字或符號，而在商業上使用於該商品或服務上，或任

何人明知此種來源表示、陳述或表徵為虛偽不實，而於商業上使用、運輸、

交付運送人，對於在原產地為營業之人，或對於因不實陳述或表徵而相信

受損害或可能受損害之人，負民事責任。此外，在聯邦貿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 條(a)項：「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上之不公平競爭方

法及不公平或欺罔行為或慣行，視為非法。」旨在維持商業競爭秩序（朱

鈺洋，1993；徐火明，1997）。 

在美國，商標權人和運動賽會的官方贊助商可以藉由聯邦和各州法律

以對抗狙擊行銷。原告通常可以透過商標法第 32 條與第 43 條(a)以尋求保

護和救濟。如果狙擊者事實上有使用商標，原告可以商標法第 32 條主張侵

害商標權，而以第 43 條(a)主張不公平競爭以及錯誤廣告。商標法第 43 條

(a)是為以下行為提供民事訴訟事由：使用商標時可能造成混淆、錯誤或欺

騙關於行為人與他人有所聯繫或關係。因此該條得禁止行為人發展與商標

的錯誤關係、欺騙和減損所有權人的市場。法院與商標權人用以作為防止

狙擊行銷的法源。 

狙擊者必須在其使用商標建立第二意義且表現被告的活動製造混淆可

能性，始符合第 43 條(a)的要件。在運動的商標領域，原告並不一定要證明

第二意義，因為球隊所有人和運動承辦人通常將球隊名稱以及運動賽會商

標註冊為服務商標，例如球隊的吉祥物，美國法院認為其為特殊商標。然

而不論原告是否需要證明第二意義，混淆可能性是所有商標侵權訴訟的基

本要件。 

通常狙擊行銷案件主要適用美國商標法第 43 條(a)以救濟，但是本條並

無法適用於所有狙擊行銷的案例。以混淆誤認之餘(likelihood of confusion)

來說，大部分美國法院判斷有混淆可能性時會採取多重檢驗，包括：原告

商標的強度(strength)，個別商標的相似度，商品或服務的相似度，事實上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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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的證據，購買者的注意程度，以及被告的意圖等。但是有些要素與狙擊

行銷無涉，例如也許因為狙擊者極少展示自己的商標卻仍創造與賽事的錯

誤連結，個別商標的相似度的檢驗標準便無從適用。甚或，即使原告收集

事實上混淆的證據作為審判時依據，然而這些證據並沒有與消費者對真正

贊助商認知程度有關，或未提及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Bean, 1995)。 

此外，傳統的消費者保護訴訟無法適用於狙擊行銷訴訟是因為消費者

並不在意誰贊助運動賽事。非贊助企業透過一種或多種狙擊行銷策略與大

型運動賽事產生連結並不影響消費者。狙擊者的廣告或促銷活動可能事實

上對消費者有益，因為新增的資訊使得他們有更多的購買選擇。 

但是即便消費者對產品來源默不關心可能影響狙擊行銷案例適用商標

法第 43 條的情形，該條款卻可以提供授權協議有效的保護。首先，該條款

限制競爭者的行為，例如當「可能造成混淆，或欺騙有關行為人與他人有

連結或關係，或關於其商品、服務或商業活動之創始、贊助、認可」時，

第 43 條(a)(1)(A)可能透過禁止競爭者錯誤命名以保護商標所有權人的贊助

和代言。此外，過去立法紀錄證明議會有意保護這些協議以及商業利益。 

類似商標法第 43 條(a)的傳統消費者保護與贊助和授權契約無關，因為

與狙擊行銷有關的索賠情形相當新穎，美國法院尚未建立一種適當的分析

方法以處理贊助協議的保護情事。因為契約法無法在商標權人遭遇狙擊情

事時給予保障或救濟，法院需要一種新的分析方法。契約的原則是保護一

方對另ㄧ方會履行其義務的預期認知，因此法院的介入僅對契約雙方產生

效力；商標授權人或獲授權者通常與狙擊者並無契約關係，原告將需要尋

求其他救濟途徑以對抗狙擊者的行為。因此，法院必須使用聯邦商標法和

不正競爭防止法以填補契約法的缺漏。 

依據美國商標法所規定有關商標權侵害或不公平競爭，原告可採取的

救濟途徑包括強制令和金錢上救濟。兩者的重要差異在於，公平的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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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able relief)，原告僅需證明有致混淆的可能性，但是在金錢救濟，原告

必須證明有實質上混淆。原告依據商標法請求賠償時，得參考被告所得利

益、原告實際損失或為訴訟之支出請求。但是金錢的裁定並非法強制性，

且原告進行這種救濟途徑將比採取強制令救濟面臨更高的舉證責任；此

外，原告必須提供因被告的侵害而產生實際損害的證據。證據可能包括證

明被告蓄意或過失的行為使原告遭受實際損失，或被告確實混淆消費者認

知。由於證明被告實際分散原告營業額太難，因此法院不會要求原告提供

損害的精確數字。 

根據 Bean(1995)的研究表示，美國法院透過契約法、普通法以及聯邦

商標法保護運動贊助契約。法院適用商標法第 43 條(a)不僅防止消費者混淆

也保護商標所有權人的投資，也藉此為之後的訴訟建立明確的判例。如果

這種嚇阻效果有效，非贊助商的競爭者在實施這類廣告或促銷活動前將三

思，且未來運動賽事舉辦或運動贊助契約將更盛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