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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活動：化危機為機會

在我們公布《奧林匹克 2020+5 改革議題》的此刻，過去催生《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口號 –「若不改變，就會被改變｣(change or be changed) 如今看
來更具說服力。 

近來各地出現不少全球共通的趨勢，其中有許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加速形成。我們再也無法回到疫情爆發前的生活。眼前挑戰看似嚴峻，但只要我們能從

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就能把握這些挑戰帶來的機會。如此一來，我們就能藉由強化奧林匹克價值，為重建疫後世界做出貢獻。這些趨勢包括： 

團結(Solidarity)：當今的社會政經活動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人類的團結與和平精神也變得岌岌可危。難民和流離失所人口的數量逐日增加。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

價值，諸如尊重、包容和平等，也面臨破壞。我們目前最需要全球團結一致，但這也面臨挑戰。然而，團結仍是奧林匹克活動一切精神的核心。我們應把握此良
機，為促進社會包容及和平做出貢獻。 

數位化(Digitalisation)：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社會的數位化腳步。實體和數位世界之間的界線逐漸消失，我們因而有機會進一步擁抱數位技術，並運用強大的數
位工具直接觸及人群，推廣奧林匹克價值。同時我們也必須牢記，目前世上仍有半數左右的人口無法享受到充分的數位服務。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對有限資源的爭奪，導致衝突日益增加；而推行拯救氣候行動，則已來到刻不容緩的時刻。人類和健康與地球的生態密
不可分，兩者間存在著唇亡齒寒的相互依存關係。面對這些挑戰，運動已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角色。我們必須把握此良機，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
貢獻，進而實現真正的改變。 

公信力(Credibility)：傳統機構的公信力每況逾下，年輕世代紛紛要求組織和企業拿出決心進行改革。為求突破，我們必須強化奧林匹克活動的整體誠信及透明
度，並加強良善治理，如此才能提升奧運機構及賽事的公信力。 

經濟與財政韌性(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silience)：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恐將釀成嚴重的財務及經濟後果。今日為了補貼復甦計畫而欠下的債務，未來
勢必需要償還。這可能會導致社會內部乃至於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加劇，而政府和工商界對優先事項的設定也可能出現分歧。強調我們有能力做出貢獻，幫助人
們從危機中復甦，即是我們的機會所在。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傲人實績，帶給我們極大的鼓舞。身為價值導向的組織，奧林匹克活動的每位成員均應把握上述趨勢，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將挑戰
化為機會，進而實現我們的願景，那就是透過運動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我們針對 2025 年提出了 15 項建議，也就是《奧林匹克 2020+5 改革議題》(Olympic Agenda 2020+5)。此倡議計畫需要奧林匹克活動每位成員及利害
關係人的合作及投入，其目的在於促進團結、推廣數位化、強化永續經營、提升公信力，並呼籲人們更加重視運動對社會的功能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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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項建議 

建議 1 

強化奧運會的獨特性及普世性 

維護並宣揚奧運會的普世價值 
• 確保奧運會的資格審查制度能夠廣納全球五大洲推派的代表，以維護奧運普世價值
• 持續加強推動奧運選手獎學金計畫，特別是針對最迫切需要援助的國家奧會 (NOC) 選手提供獎學金
• 確保運動員在奧運選手村內的生活始終是他們獲得的奧運體驗當中最核心的一環，並根據主辦國的當地長期需求研擬相關計畫

持續擬訂訴求均衡並以青年選手為重點的奧運會運動種類，以確保性別平等、創新和普世性，並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

• 找出運動領域內的創新空間，並在推行奧運會的相關計畫及活動時予以落實
• 針對奧運會的參賽選手落實全面性別平等，並在 2026 年米蘭冬奧會上實現全面性別平等的目標
• 與各個國際運動總會 (IF) 合作，考慮在奧林匹克計畫中的運動種類裡增設體能類虛擬運動
• 持續協助菁英運動員參與各種運動

盡可能在奧運會開幕前及舉辦期間觸及最廣泛的觀眾群，以提供更豐富多元的奧運會體驗 

• 研擬可讓奧運會相關活動「走入民間」的可行做法，例如把原本只在運動場館內舉行的部分賽事或儀式，移至城市地區或公眾場合舉辦。

• 在奧運會開幕前和舉辦期間，提供機會吸引民眾主動參與，例如推行奧林匹克運動體驗計畫，或邀請民眾參與奧運會相關活動等
• 開發銜接實體及數位環境的「實體數位化」(phygital) 體驗，例如可在奧運期間為運動粉絲及利害關係人打造線上平台，讓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

獲得獨家體驗 (包括與運動員對談、幕後導覽等)。

• 與運動、娛樂、音樂和藝術領域的知名人士合作，讓奧運會各個環節 (如現場直播、開幕暖身表演、虛擬運動等) 的體驗更上一層樓

運用創新技術並以運動員敘事觀點來轉播奧運會，以突顯奧林匹克價值觀與民眾日常生活的切身相關性

• 進一步應用各種創新和新興技術 (如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雲端服務、5G、人工智慧和資料分析)，以提供以運動員為核心的高品質奧運轉播服務
• 進一步發揮傳統及數位媒體平台的功能，傳播以運動員為主角的動人故事，進而彰顯奧運價值
• 導入創新方法，讓世界各地的運動迷都能直接投身奧運賽事，甚至與之互動
• 透過賽場內外的廣播活動，宣揚團結、多元化、包容及性別平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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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背景：強化奧運會的獨特性及普世性

值此全球陷入分裂、充滿恐懼且變化莫測的時期，運動對於促進人類和平與包容的功能更顯重要。聯合國大會最近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重申運動對於促進全球和平及永續

發展的重要作用，而奧運會和帕奧會在這方面扮演的獨特角色，也獲得了聯合國大會的認可。

奧林匹克所宣揚的「卓越、尊重及友誼」價值觀，都是促進全球團結一心的重要元素。奧運會堪稱是最具全球影響力的一項人類集體活動；我們所宣揚的重要價值觀，使得

本屆奧運會比以往更具獨特意義，且更加受人矚目。而唯有持續強化、重新審視並重新規劃這種獨特性，奧林匹克活動才能繼續打動各個世代的人。

為求歷久彌新，並持續吸引標準逐漸提升的觀眾，我們必須提升奧運會各項特色的吸睛程度，並讓每個人都能共襄盛舉。而運動員是這一切的起點。我們會請他們分享自己

是如何踏上奧運之路，最後在全球最大的運動舞台上展現自我的親身經歷，進一步激勵並鼓舞世界各地的觀眾。本屆奧運共有來自 206 個國家奧會的運動員齊聚奧運選

手村。此等包容力必須一直沿續下去，才能確保全球各個地區皆能在奧運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並共同向世人傳遞「天下一家」的訊息。

運動的進行方式及消費型態不斷推陳出新，而奧運賽事及其周邊活動也必須跟上最新趨勢，才能提供能夠打動年輕族群的同等出色體驗。而在追隨趨勢並展示創新技術的同

時，仍需兼顧目前的優先要務，並繼續為所有運動員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因此，本建議訴求奧運會必須反映 (甚至進一步主導) 不斷變化的運動發展趨勢，具體做法包

括持續關注年輕族群、在運動產業倡議性別平等，並傳播奧運會和奧林匹克活動的普世精神。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奧運會必須持續吸引活躍於全球各個運動賽事領域的菁英

運動員參與，同時還要能因應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例如可以在未來的奧運會中增設體能類虛擬運動 (參閱建議 9)。 

本屆奧運較以往更需要廣邀所有人共襄盛舉，進而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我們必須開發有助於提升奧運價值的現場及線上創新解決方案，以增加與人們互動的接觸點數量，

讓所有人不分年齡、性別和地點，都能獲得獨特的奧運會體驗 (參閱建議 8)。 

各種新興及創新技術的問世，帶動了廣電市場的持續演化。我們應把握這方面的契機，向世人宣傳奧林匹克價值觀，並帶給他們前所未有的嶄新奧運體驗。只要跟上這些變

革的腳步，我們就能拉近世人與運動員的距離，並幫助世人接收到運動員所傳遞的強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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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促進奧運會的永續發展 

將永續發展列為所有奧運相關活動的主題 

• 奧運會應於 2030 年前實現氣候正效益 (climate positive) 目標
• 制定相關策略，以因應氣候變遷對往後幾屆奧運會的影響
• 協助各奧運會籌備委員會 (OCOG) 及其合作夥伴制定維護奧運會供應鏈員工及施工人員權益的監督機制，以恪遵相關的人權規範
• 規定在法定自然及文化保護區，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奧運設施

在奧運會舉辦前後，為主辦國的當地社群創造永續利益 

• 確保在奧運會開幕前達成主要的傳承目標，並在生命週期初期擬訂傳承計畫、確立治理結構，並募得長期資金
• 加強評估控管奧運會帶給當地的影響和傳承，包括奧運會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
• 在奧運會結束後，仍繼續與傳承決策者 (包括國家奧會和傳承機構) 交流互動
• 鼓勵傳承機構在奧運會結束後，繼續推行重要的社會、運動、教育和文化計畫
• 協助歷屆奧運的傳承機構彼此進行資訊交流
• 鼓勵國際運動總會和國家運動協會 (NF) 使用奧運主辦國的設施
• 傳播、推廣並宣揚歷屆奧運會的傳承成果：「一朝奧運城市，永世奧運城市」

與奧林匹克活動成員單位合作，提升奧運會的主辦成果 

• 釐清利害關係人 (如奧運籌備會、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奧會夥伴 (TOP)、官方授權轉播單位 (RHB)、國際帕委會 (IPC) 和國際奧會) 之間的責任分配，以
根據當地情況和條件，提升奧運會籌辦活動各方面的效率

• 找出成本撙節機會：
- 與奧運籌備會合作，在適當且可能的情況下，複製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延遲至 2021 年舉辦所採取的簡化措施
- 研擬更多可供奧運籌備會採行的整合式解決方案，以簡化較為複雜的籌辦活動 (如電子票務服務、接待模式、服務模式、賽程網站/app 和奧運新聞服

務等)，並探索更多機會
- 根據個別賽事擬訂相關計畫 (重點應放在簡化場館整體規劃上)，並降低每種運動的成本和複雜性
- 透過有效收集資料及共享計畫，決定合理的服務層級及規模，以免超出能力範圍
- 與利害關係人合作，縮減現場參與者的人數，並鼓勵從遠端執行奧運相關工作

• 找出可為奧運籌備會和利益相關方/首選主辦單位帶來收益的機會：
- 主動偕同各方審查現有收益來源，並探索新的收益機會
- 改善奧運接待體驗，並設法提升奧運籌備會和奧林匹克活動的相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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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背景：促進奧運會的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是《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三大訴求之一。它貫穿了多項建議，包括與候選城市有關的建議。這些重要訊息對運動產業影響深遠，並會大幅改變未來

幾屆奧運會的舉辦方式。2024 年巴黎奧運、2026 年米蘭冬奧和 2028 年洛杉磯奧運，未來會率先開始奉行這項全新策略方針： 

1) 避免新建場館，並鼓勵使用臨時場館；

2) 在適當情況下，賽事亦可在主辦城市之外舉辦；

3) 往後的奧運候選城市資格會將當地的長期永續發展 (包括經濟層面的影響) 當成首要優先考量。

儘管已有上述重大進步，但奧運會仍有責任擔任促進永續發展的領頭羊，為主辦國的當地社群創造最大的社會、環境及經濟利益。針對最後一點，舉辦奧運對當地經濟的

影響已成為目前及未來的熱議焦點，以及重大的公眾參與議題。如今看來，「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 - 奧運籌辦新規範」(New Norm) 所倡議的精神非但沒有過時，反而

與世人更加息息相關。該議題提出約 118 項措施，旨在減少奧運會的整體碳足跡、改善營運效率，並就主辦奧運會一事確立更崇高的價值主張。唯有在上述初步工作的基

礎上持續探索創新的解決方案，才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並在奧運會舉辦前後實現重要傳承。

「正面影響」和「長期效益」是國際奧會傳承策略方針 (IOC Legacy Strategic Approach) 的兩大核心理念。該方針旨在與各利害關係方合作，以鼓勵、支援、監督並促進

傳承。如何穩固策略推行以來得到的進展，會是往後四年的優先要務。工作重點包括協助奧運籌備會和主辦國籌措資金並確保有效治理，以及促成歷屆奧運傳承機構彼此

交流，進而為當地社群創造最大的社會、經濟和運動效益。

由於世人對氣候變遷議題的了解更透徹，甚至親身經歷到氣候變遷帶來的後果，採取因應行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對於具體措施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奧運會自然不能置

身事外。基於實踐《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第 4 項建議「所有奧運相關活動都必須將永續發展納入考量」(Include sustainability in all aspects of the Olympic Games) 
所取得的進展，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於 2020 年 3 月做出以下決議：自 2030 年起舉辦的奧運皆需達到氣候正效益 (climate positive) 目標。相較於奧運會的現行營運規

範 (需達成氣候中和)，這項決議立下了更高的標準，並且將國際奧會定位為全球運動產業在氣候議題上的領導者。 

新冠肺炎疫情帶給世人一個啟示，那就是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娛樂型態，使其更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奧運會(及多數運動)將是引導世人度過疫情危機的重要

燈塔。釋放運動所蘊含的力量，協助世人調整腳步因應變化，將是我們的共同責任。為了克服氣候變遷、物種滅絕及侵犯人權等全球問題，我們必須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

各種變化與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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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強化運動員的權利和責任 

強化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運動員代表結構 

• 在國際奧會管理層內設立「運動員部門」
• 增加奧運選手和菁英運動員在國際奧會內部的就業機會
• 藉助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的力量，持續加強協助並支援運動員委員會 (AC) 參與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並鼓勵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和洲際奧會為其提供足夠的資源
• 加強運動員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代表性，並確保運動員參與決策過程 

為運動員提供申請補助的管道 
• 將 2021-2024 計畫中用於運動員發展的奧林匹克團結基金預算提高 25%
• 偕同奧會夥伴 (TOP) 和官方授權轉播單位 (RHB) 為運動員和奧運選手訂定新的倡議計畫
• 鼓勵所有利害關係人在資助運動員時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 

提升並支持運動員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權利
• 透過 Athlete365、新的國際奧會數位平台和 OLY (頒授給奧運選手的勳銜)，增加與奧運選手及運動員的交流互動
• 利用現有資源，增加運動員及其後勤成員的線上學習機會 

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加強執行《運動員權利與責任宣言》
• 透請運動員和奧運選手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擔任大使，並突顯此角色的重要性
• 確保所有國際運動總會和國家奧會在其各自的組織內採用並落實《運動員權利與責任宣言》
• 制定指導方針和最佳做法，協助運動員和利害關係人落實《運動員權利與責任宣言》 

增加與運動員及其相關成員的互動 
• 在運動員的完整生涯中 (從青年時期到退休後)，持續增加與運動員的數位及面對面互動
• 將與運動員傳統後勤成員 (如家人、教練、醫師、物理治療師) 的接觸，擴大至運動員的相關成員 (如經理、經紀人和贊助商)，並針對後者制定專門的參與和支持計畫 

提升奧運選手及其社群的聲譽
• 利用社群網路和數位技術，強化全球及各地奧運選手社群的力量
• 透過國際奧會數位平台、利害關係人、奧林匹克夥伴倡議組織以及奧運選手自身的平台和社群專案，宣揚並提升奧運選手在奧運會期間及之後的個人形象
• 開發可供奧運選手使用的目標導向倡議數位化資產，協助奧運選手提升自身地位
• 協助所有奧運選手維護並發布完整的高品質生涯實績資料檔案
• 透過奧運期間的活動和線上研討會，協助奧運選手學習數位媒體知識，並發展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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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背景：強化運動員的權利和責任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中包含五項保護及支持運動員的具體建議，大幅提升了運動員在奧林匹克核心活動中的地位。這些建議涵蓋層面甚廣，包括設立運動員代表、
拒絕興奮劑和競賽操縱，以及在賽場內外全力支持運動員等重要議題。

為落實這些建議，奧林匹克團結基金設立了一系列的輔助計畫和財務資源，以期為運動員及其後勤成員提供支援。此外，奧林匹克團結基金還採取了多項重要行動，透過各

種數位和實體管道與運動員及其代表直接互動，並為此設立了深具影響力的全球運動員網路，以期促進各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和洲際奧會的運動員相互交流。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實績斐然，其中幾項重要成果包括： 

- 大幅增加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運動員代表及運動員委員會遴選人數

- 奧林匹克團結基金持續為運動員提供資助 (其中一項重點是將 2021-2024 計畫中的運動員補助金額提高 16%)

- 開發專為運動員及其後勤成員提供線上「一站式服務」的 Athlete365 平台。此平台自 2021 年起支援用六種語言 (英文、法文、西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可

方便全球各地的運動員直接存取所有可用資源。Athlete365 平台目前已吸引超過 10 萬名奧運選手、菁英運動員和後勤成員加入成為註冊會員

- 將奧運選手管理團隊納入國際奧會管理層，並開發 OLY 認證和 OLY 資料庫 (目前已有超過 15,000 名奧運選手完成驗證)

- 廣徵全球超過 4,200 名運動員的意見之後，制定了《運動員權利與責任宣言》。這項宣言獲得近 100 個國家奧會及大部分國際運動總會採用

- 偕同 TOP 合作夥伴訂定創新計畫，以運用 Intel、Airbnb、Samsung、P&G 等 TOP 合作夥伴提供的資源，為運動員提供更多職業生涯內外的支援。
- 為提供運動員多種奧運獎牌重新頒授儀式選擇，國際奧會運動員委員會制定了《奧運獎牌重新頒授儀式原則》(Olympic Medal Reallocation Ceremony 

Principles)，至今已舉辦過 (或應運動員要求舉辦) 38 場儀式。

- 藉由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的資助，以及國際奧會運動員委員會為洲際運動員論壇提供的營運支援，增加與地方運動員代表的互動

- 共有超過 400 名國家奧會及國際運動總會運動員委員會的代表，出席了 2019 年的國際運動員論壇 (其中一天的活動與全球奧運選手論壇聯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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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背景：強化運動員的權利和責任 (續)

上述實質倡議組織接連成立，印證了運動員及奧運選手社群對《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時勢仍在改變，其中幾項重要趨勢包括： 
- 非官方運動員代表團體接連成立
- 要求審查商業和財務模式以及運動員抗議的聲浪日益高漲
- 運動員透過國際奧會及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獲得補助的方式，必須更加公開透明
- 著重打造唯一的奧運選手社群
- 更新並調整我們與有能力影響運動員決策及行為的成員 (不僅限於傳統後勤成員) 的互動方式
- 除了確保參與及代表權益，亦需體認權利和責任必須相互平衡 

本著以上精神，國際奧會將繼續領導各界共同強化運動員在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權利和責任，並將協助及支援所有利害關係人在其各自的環境及時空背景下落實本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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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持續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 

擴大與菁英運動員的接觸層面

• 與國際運動總會、職業聯盟、國家奧會和選手代表合作，與新一代的菁英運動員進行互動，並確保奧運會有足夠誘因吸引他們參與
• 與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職業聯盟和其他運動賽事主辦單位合作
• 宣揚運動員加入全球奧運選手社群的大好消息，包括透過奧運轉播服務和數位平台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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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背景：持續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提出了一項與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有關的具體建議：「與職業聯盟建立關係」(建議 8)。根據此建議，國際奧會將工作重點放在吸引菁英運動

員透過各自所屬的國際運動總會參與奧運會，並與各項運動的職業聯盟和組織建立關係 (同樣是透過各個國際運動總會)。 

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仍將是我們未來的優先要務。體育生態和奧運運動種類的發展趨勢目前出現以下變化：
- 國際運動賽事日程受到職業運動主辦單位的影響
- 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團體運動
- 商業組織出手操控有高知名度選手參賽的國際運動賽事日程
- 年輕世代運動的菁英運動員對其社群產生影響力 

除了吸引菁英運動員參與以外，這項建議還有以下目標：
- 在奧運會期間的賽場內外，宣揚菁英運動員成為奧運選手的大好消息
- 使用國際奧會的轉播服務和數位平台，宣傳世界知名運動員成為奧運選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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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強化安全運動及保護乾淨運動員政策

強化奧林匹克活動中的安全運動(safe sport/safeguarding)政策，以維護運動員身心健康

• 落實國際安全運動官認證 (International Safeguarding Officer In Sport Certificate) 制度
• 支持所有利害關係人落實安全維護政策和程序
• 鼓勵奧林匹克活動成員在其組織內部設立安全運動官職位，並由領有國際安全運動官認證的代表擔任
• 透過奧林匹克團結基金，協助各國家奧會藉由舉辦課程/網路研討會及提供國際獎學金等方式，為自己國內的利害關係人 (特別是運動員和後勤人員) 提供安全

維護教育
• 加強執行針對菁英運動員及其後勤人員實施的心理健康支持計畫
• 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合作宣傳運動對身心健康的益處

擴大實施現行的保護乾淨運動員措施 

• 運動禁藥管制：
- 繼續支持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 (WADA) 和國際運動禁藥檢測組織 (ITA) 制定並實施各項計畫，包括針對職業聯盟和大學運動制定的計畫

- 支援奧林匹克活動及政府當局發起的聯合籌款活動，以運用更有效的方法 (如創新檢測、情資和調查等) 發揮嚇阻作用
• 杜絕競賽操縱：

- 與國際刑警組織以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合作，加強防堵競賽操縱行為
- 針對運動員及其後勤人員，以及包括裁判與評審在內的所有運動技術代表，加強實施與誠信、倫理守則和防止競賽操縱有關的認知教育
- 鼓勵各國際運動總會評估並改善其裁判和評判系統
- 鼓勵各國際運動總會針對技術操縱及違規處置等議題，制訂清楚明確的規則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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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背景：強化安全運動及保護乾淨運動員政策

國際奧會致力於制定相關的計畫和倡議方案，以確保每位運動員都能在公平、公正且免於任何騷擾和虐待的安全運動環境中受訓及出賽。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重要實績之一，便是募得大筆資金來保護乾淨的運動員，並已締造實際可見的成果。 

目前每屆奧運活動針對反禁藥活動，為每位奧運人投入的預算金額超過 2.5 億美元。我們已在諸多領域締造實際可見的成果，包括樣本儲存和重新檢測，現在更已納入賽前

樣本檢測。值此同時，國際運動禁藥檢測組織 (ITA) 也在國際奧會提供的 3000 萬美元資金挹注下成立，進一步提升了禁藥防治的獨立性。如今，ITA 共與 51 個運動組織合

作，其中包括 25 個奧運國際運動總會。 

未來的工作重點有二，一是由 WADA 和 ITA 強力傳達反禁藥訊息，二是由國際奧會繼續支持公家機關發起的聯合籌款活動，同時全力推動檢測、情資及調查方式的創新。 

除了反禁藥議題，奧林匹克利害關係人也日漸意識到防止競賽操縱的重要性，因為這不但是維護競賽公信力的必要措施，更是保護乾淨運動員的首要條件。

如今，所有國際運動總會和許多非奧運國際運動總會均已正式認可並遵守國際奧會於 2015 年通過的《奧林匹克活動防止操縱競賽守則》。 

但隨著網路運動博彩活動盛行，競賽操縱的風險也與日俱增。因此，我們必須加強落實各項監督及保護措施，並以針對運動員、其後勤人員以及裁判與評審等運動技術代表

加強實施認知教育為優先要務。這將是我們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

值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提高執法和刑事司法系統就相關議題的認知。國際奧會無法單憑己力做到這點。與國際刑警組織以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等其他機構合作，

將是成功關鍵所在。

因此，本建議的工作重點包括：
- 建立合作關係
- 針對相關人員實施認知教育
- 鼓勵各國際運動總會評估並改善其裁判和評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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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加強宣導「邁向奧運之路(Road to the Olympic Games)」的概念

確立奧運會及資格賽的連結，並提高資格賽的曝光度 

• 建立彈性靈活的奧林匹克品牌 (如奧運籌備會標誌) 授權使用機制，以提升成千上萬場資格賽的曝光度及重要性
• 鼓勵數以萬計的運動員口述自己參與資格賽的情況，並以數位方式宣傳他們進軍奧運的歷程
• 為參與資格賽舉辦過程的所有其他利害關係人 (如活動主辦單位、當地政府機關、參賽的國家奧會等) 提供針對「邁向奧運之路」發言的機會，以提高參與度
• 透過在 2024 巴黎奧運開幕前舉辦的新型態綜合運動奧運資格賽，簡化賽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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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背景：加強宣導「邁向奧運之路(Road to the Olympic Games)」的概念

奧林匹克頻道 (Olympic Channel) 等全新型態的服務及新的國際奧會數位化策略訴求在奧運賽期以外的時間，向全球各地的青年推廣奧林匹克活動。奧運資格賽則是落實
此目標的大好機會。

符合奧運資格賽定義的運動賽事高達數百甚至數千場，但目前卻很少有機會可以透過品牌活動和其他倡議方案，確立這些賽事與奧運之間的關聯。奧運會和奧運籌備會的品

牌欠缺曝光機會，導致「邁向奧運之路」的曝光度也不盡如人意。

然而，在奧運會和奧運資格賽之間建立更多關聯的機會也隨之應運而生。一旦實現此目標，從賽事主辦方、運動員所屬的國家奧會/國家運動協會、管理賽事的國際運動總
會到運動員本身都將因此受益。我們還可以開發其他數位資產，以供運動員用於分享並推廣自己參與奧運資格賽的歷程。

此外，我們也可以探索舉辦新型態資格賽的機會。除了個別獨立賽事以外，國際奧會還可以與國際運動總會合作開發一些綜合運動資格賽。如此不但有助簡化資格賽日程，還能

為相關的主辦單位、國際運動總會和運動員創造附加價值。若能根據運動類型或文化背景將這些賽事分組 (如格鬥運動、都會運動)，還能讓奧運會更加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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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 

協調國際運動賽事行事曆 

調整綜合性運動賽事的舉辦次數、頻率和範圍，以符合後疫情時代的需求

• 協調各項奧林匹克活動的綜合運動賽事計畫，以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皆能共享永續發展成果
• 確保與運動賽事日程規劃有關的決策過程採納運動員的意見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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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 背景：協調國際運動賽事行事曆

運動賽事日程日漸壅塞的問題對所有利害關係人 (運動員、主辦單位、國家奧會和國際運動總會) 造成日益嚴重的影響，因此奧林匹克活動組織將其列為持續討論的議題。 

首波工作於 2015 年的第一屆奧林匹克峰會展開。當時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國際奧會擔任主席，成員則包括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聯合會 (ANOC)、國際奧會運動員委員

會 (IOC AC)、所有國際運動總會聯會組織及國家奧會所屬洲際奧會的代表。該工作小組雖已簽訂用來釐清各方職責的合作備忘錄，但仍需著手推動相關工作，才能進一步

減輕運動賽事日程密集造成的影響。

時局仍在不斷變動；從活動主辦單位、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到所有撥款單位，皆可能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重大經濟和財務衝擊。因此，本項建議旨在進一步協調

各項奧林匹克活動中的綜合運動賽事日程，並在相關決策過程中加強採納運動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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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8 

提升數位科技與人的互動

透用奧運數位和社群媒體管道，在奧運舉辦期間和兩屆奧運會之間與更多人進行互動

• 打造以人為本的單一數位平台 - Olympics.com：
- 將奧林匹克頻道 (Olympic Channel) 增設為運動影片區段，以協助奧林匹克活動組織和奧運籌備會爭取更多流量，並締造更佳成效
- 將奧運會網站和 app 整合為單一奧運平台
- 為國際奧會建立一個專門用來介紹其工作、計畫和使命的數位平台 ioc.org

• 根據資料深入分析結果，提供能夠吸引一般民眾的數位及通訊內容，進而為國際奧會、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運動員和奧運籌備會創造更
多價值

• 以奧林匹克頻道服務做為各種內容、技術、數位產品和資料分析活動的樞紐，以協助落實國際奧會數位策略，並為各項奧林匹克活動提供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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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8 背景：提升數位科技與人的互動

我們在《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其中一項目標上已有所斬獲：與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繫，而奧林匹克頻道 (Olympic Channel) 的成功上線是最大功臣之一。此外，我
們還通 過並已開始實施《國際奧會數位策略》，以加強推行國際奧會的以人為本方針。該策略旨在建立單一數位平台，用於收集對國際奧會和奧林匹克活動組織有所助益的
資料。

全球連網需求持續增長，我們除了必須跟上整個社會隨處可見的數位化加速發展趨勢，還必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各種衝擊，例如社群之間日益擴大的數位鴻溝。

我們必須運用數位和社群媒體管道，在奧運舉辦期間和兩屆奧運會之間與更多人進行互動，並透過團結合作創造更大的利益和價值。相關行動包括建立單一數位平台 - 
Olympics.com，以及整合奧運籌備會的網站和 app 等。 

就全球現況而言，奧林匹克價值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且具有力量。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運用數位技術做為與觀眾和民眾互動的強大工具，藉由提供數位通訊和

內容向他們宣揚並推廣奧林匹克價值觀。

根據本建議，我們還必須為宣揚奧運會獨一無二的普世價值做出貢獻 (參閱建議 1)，並進一步接觸特定的新社群 (參閱建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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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9 

鼓勵發展虛擬運動，並擴大與電玩遊戲社群的連結

搭上虛擬運動日趨普及的潮流，向青少年族群推廣奧林匹克活動和價值觀、鼓勵他們參與運動，並與他們直接互動交流

• 強化國際運動總會在其規範及策略中增設虛擬和模擬形式運動的職責
• 推出虛擬和模擬運動形式的獨特奧林匹克產品和體驗，以響應國際奧會的數位參與策略
• 與各個國際運動總會合作，考慮在奧運會運動種類中增設體能類虛擬運動
• 鼓勵當地的運動及電玩遊戲社群結盟合作，以鼓勵青少年參與運動和奧林匹克活動
• 向電競遊戲社群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奧運選手相關線上計畫和數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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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9 背景：鼓勵發展虛擬運動，並擴大與電玩遊戲社群的連結

請注意，虛擬運動又可分為兩種形式，電玩遊戲也一樣，因此請務必留意其中的差異。虛擬運動又分為體能類 (如自行車) 和非體能類 (如足球) 兩種形式，而電玩遊戲則又

分為競技遊戲 (如「英雄聯盟」) 和休閒遊戲 (如「超級瑪莉」) 兩種形式。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遊戲產業持續成長，其中玩家數量大幅增加 30%，遊戲使用量更一口氣成長 75%，而 2020 年的遊戲產業價值據估計為 1,590 億美元。此
成長趨勢也反映在虛擬運動領域。不少國際運動總會已針對自家運動開發了虛擬版本，甚至還舉辦了虛擬比賽，以期與青少年族群建立連結。

國際奧會希望能在此基礎上，協助各個國際運動總會以虛擬和模擬形式推廣自家運動。隨著虛擬運動蓬勃發展，各個國際運動總會需承擔的相關職責也將日益吃重。因

此，各個國際運動總會必須確保虛擬運動受到良善治理，並制訂必要的法規 (參閱建議 1)。 

有鑑於電玩遊戲和數位娛樂對青少年的強大吸引力，打造虛擬形式的獨特奧運運動產品和體驗，將有助於直接觸及青少年族群。這與國際奧會的數位策略並行不悖。直接

觸及青少年族群的目的，在於鼓勵他們參與運動，並向他們宣揚奧林匹克價值觀。

此外，開發這類產品和體驗還能在虛擬運動與奧運會之間搭起橋樑，並與各個國際運動總會及各自的虛擬運動產生有價值的品牌關聯。相關工作包括針對各國際運動總會

「希望將奧林匹克計畫中的體能類虛擬運動列為未來奧運比賽項目」的提案，進行可行性的研究。

電玩遊戲社群能凝聚人氣，是因為成員對電玩遊戲有著共同的熱情。運動組織與當地的電玩遊戲社群建立策略夥伴關係，就能將影響力擴及既定環境以外的青少年族群，

並吸引他們參與運動，甚至進一步接觸其他新的族群 (參閱建議 12)。 

電競菁英和電玩遊戲選手踏入高度競爭環境的時間相對較短，因此與傳統運動領域的運動員相比，他們握有的資源也較少。國際奧會深諳這些挑戰，並將致力調整各種現

有工具和資源，以便在性別平等、身心健康、競爭誠信和職業轉換等領域為他們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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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0 

強化運動做為聯合國 (UN) 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推動者的角色 

運用與聯合國機構的現有關係，影響全球的社會政策走向與資源分配

• 加強與世衛組織、教科文組織、難民署、婦女署等聯合國機構合作，為中低收入國家普遍欠缺運動機會的民眾提供參與的機會

與其他組織合作，透過運動促進社會發展

• 與開發銀行或其他發展組織合作，爭取更多資金挹注基礎運動設施建設，並評估運動對永續發展的影響

• 與非政府組織 (NGO) 建立透過運動促進社會發展的夥伴關係及相關計畫、增進民眾的個人健康和福祉，並提供教育、職業培訓甚至擔任領導階層的機會

• 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協助運動組織轉型成為安全且開放包容的組織

• 加強推動與社會發展有關的奧林匹克團結基金計畫，以協助國家奧會在國內推廣奧林匹克價值

與國際帕委會進一步合作推行社會發展計畫

• 與國際帕委會更緊密合作相關倡議計畫，例如支持難民參加奧運會和帕運會，以及透過運動促進社會發展的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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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0 背景：強化運動做為聯合國 (UN) 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推動者的角色

聯合國將「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在滿足當今需求時，避免犧牲下一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1987 年聯合國布蘭特蘭委員會)。 

國際奧會將此定義修訂如下，以便用於推行自身的永續發展策略：「我們制定的決策必須切實可行，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帶來最大的正面影響，同時盡可能減少負面影

響」(2016 年《國際奧會永續發展策略》；2017 年更新)。 

我們在分析全球現況 (包括我們在運動產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能為促進發展做出的貢獻) 之後，體認到我們採用的方法必須解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失衡問題，包括恢

復身心健康、重建平等與包容精神、促進個人與組織再次團結合作，以及協助未來世代的人實現經濟復甦等。唯有團結合作，才能實現這項改變。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本

文建議，與各利害關係方在各個層面上進行合作。

身為奧林匹克活動的領導者，國際奧會將繼續努力為全球各地民眾提供參與運動的機會。過去十年來，我們除了與許多聯合國機構合作規劃全球發展活動，也透過國家奧

會和國家運動協會與地方組織建立夥伴關係，提升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運動參與度。聯合國於 2015 年肯定運動做為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推動者的角色。奧林匹克活動組織

以及運動促進發展與和平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社群對此決議深表認同，並承諾將持續致力透過運動促進社會發展。 

在後疫情時代，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團結變得空前重要。國際奧會必須與全球機構、發展組織及帕拉林匹克活動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同時加強推行國際奧會的現行倡
議計畫 (例如奧林匹克團結基金計畫)，以提升運動對社會的影響力。這些夥伴關係應納入一個整體策略，進而創造以下機會：協助民眾找到自己所屬的運動社群、讓青少
年與國際奧會和奧林匹克活動接軌，並協助民眾建立一個安全包容的社會改革平台。

透過有效的夥伴關係，此一變革努力定能在個人、組織和社群層級上開花結果。我們由衷希望人們能夠更親近運動、對運動產生歸屬感、受益於運動帶來的正面影響，並

讓自己的日常生活與運動價值觀產生連結。以上訴求均與永續發展目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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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0 背景：強化運動做為聯合國 (UN) 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推動者的角色(續)

國際奧會採用兩種本質上互通的方法來落實這項建議：

- 支持個人/群體變革：與其他組織合作規劃符合奧運精神基本原則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lympism) 的方法 (建議 10 和 11)，以協助個人和群體使用運動
做為工具，加速全面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方針

- 採用組織最佳實務做法：確保國際奧會和奧林匹克活動組織採用的環境、社會和治理組織實務做法也有助於落實永續發展目標。(參閱建議 2 和 13)

本建議所倡導的支持群體變革的永續發展目標和方針如下：
- 永續發展目標 3：健康與福祉 (方針 3.4)
- 永續發展目標 4：優質教育 (方針 4.4 和 4.5)。
- 永續發展目標 5：性別平等 (方針 5.1、5.2 和 5.5)
- 永續發展目標 8：尊嚴勞動與經濟成長 (方針 8.3 和 8.6)
- 永續發展目標 10：減輕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方針 10.3)
- 永續發展目標 11：確保城市和社區永續發展 (方針 11.7)
- 永續發展目標 12：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方式 (方針 12.5)
- 永續發展目標 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 (方針 13.2)
- 永續發展目標 16：和平、正義與永續發展機構 (方針 16.2 和 16.7)
- 永續發展目標 17：實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方針

17.3、17.14、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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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1 

加強對於難民和流離失所人口的支持 

提高大眾對於全球難民危機的關懷意識，並提供更多機會讓流離失所人口參與運動

• 支援奧林匹克難民基金會，確保 100 萬名被迫流離失所的青少年在 2024 年前都能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參與運動
• 透過奧林匹克團結基金提供獎學金，持續資助運動賽事的難民運動員
• 協助難民運動員參加國際和全國性賽事
• 成立奧運難民代表隊，並支持他們參加 2020 東京奧運、2024 巴黎奧運和 2026 達卡青奧
• 針對難民運動聯盟 (Sport Coalition for Refugees)協助改善難民使用運動設施、從事運動並參與運動賽事之承諾進行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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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1 背景：加強對於難民和流離失所人口的支持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19 年的報告，全球目前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數為 7,950 萬。支持被迫流離失所的群體及個人，在疫後時代比以往更顯迫切；而國際奧會承諾將透過

運動改善流離失所人口的生活，加上奧運會的光環加持，更突顯了此議題在當下的重要性。

自 2016 年里約奧運以來，我們便相信國際奧會需要採取更全面的方法，為難民運動員及全球流離失所人口提供更多支援。因此，我們隨即成立了奧林匹克難民基金會，

並任命奧運難民代表隊和難民運動員獎學金得主擔任基金會大使，確保流離失所人口也能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參與運動活動。我們期許自己透過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的獎學

金，資助更多參與運動賽事的更多運動員，無論他們來自原籍國或主辦國。此外，我們也將協助難民運動員參加 2020 東京奧運和 2024 巴黎奧運，並將探索成立首支奧

運難民青年代表隊參與 2026 達卡青奧的可行性。我們還相信自己必須與聯合國難民署、國際運動總會及國家奧會等所有夥伴合作，以確保難民運動員有機會參與所有國

內和國際賽事，並享有公平參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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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2 

跨出奧林匹克社群，擴大與外部社群的連結 

跨出奧林匹克社群，擴大與外部社群的連結

• 與來自不同族群/地理背景及關注不同興趣的眾多社群 (如文化/科學社群，或基於共同價值觀而形成的社群) 交流互動

• 透過策略和商業夥伴關係，接觸新的社群

• 透過文化和教育活動促進與外界人士的對話，例如推行能夠觸及奧運社群以外人士 (如視覺/表演藝術家、文學家、建築師、設計師、教育工作者) 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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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2 背景：跨出奧林匹克社群，擴大與外部社群的連結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其中幾項建議訴求向社會各界敞開大門，並主動跨出奧林匹克社群，觸及新的外部社群。這些建議包括：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建議 20)、與

社群互動 (建議 23)、進一步融合運動和文化 (建議 26)，以及促進與社會對話 (建議 39)。 

我們已達成建立穩固的夥伴關係這項目標，包括機構和商業夥伴關係。拜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數位投資之賜，我們現在已有能力跨出奧林匹克社群，與來自各種族群/地理背

景及關注各種興趣的其他社群 (如文化/科學社群，或基於共同價值觀而形成的社群) 交流互動。 

根據《奧林匹克 2020+5 改革議題》的其他建議 (8 和 10)，加上有感於部分社群從未接觸過奧林匹克價值觀和奧運會，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這些社群的核心興趣 (如
音樂、時尚或社群媒體)，與他們進行交流互動。同時我們也相信，儘管新的社群或意見領袖不一定特別關注奧運會，但只要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並與我們擁有相同的目

標，我們就有能力與他們交流互動。



奧林匹克 2020+5 改革議題 30 / 37 

建議 13 

持續樹立社會與企業公民典範 

成為永續發展的表率 

• 國際奧會承諾將在 2024 年前，根據《巴黎協議》減少 3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透過建立「奧林匹克森林」和其他緩解措施，實現氣候正效益 (climate positive) 目標
• 確保整個供應鏈全面落實《國際奧會永續發展採購指南》(IOC Sustainable Sourcing Guidelines)，並提倡尊重、合理、循環和再生的模式
• 制定涵蓋所有職等的全方位教育計畫，以協助員工在其職責範圍內落實《國際奧會永續發展策略》(IOC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鼓勵並協助奧林匹克活動組織在全球各地推廣可永續發展的運動

• 透過「運動拯救氣候」行動綱要和其他措施，支持國際運動總會和國家奧會逐步實現碳中和目標
• 協助國際運動總會和國家奧會制定自己的永續發展策略，包括採購和資源管理策略
• 與榜樣人物與意見領袖合作，並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支援，以提高大眾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及重視，同時落實相關教育
• 加強分享與運動基礎設施永續發展創新有關的最佳實務做法

促進性別平等與包容 

• 為了以身作則，國際奧會將繼續向其治理階層宣導性別平等，並針對行政部門實施「多元化與包容性」行動計畫
• 國際奧會呼籲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和奧運籌備會針對五個重點領域 (參與、領導、安全運動、形象和資源分配)，落實國際奧會 2021-2024 年的性別

平等和包容目標 

強化我們的人權方針

• 確立國際奧會人權策略的整體綱要，以分別針對國際奧會的三種不同職責範圍 (國際奧會做為一個組織、國際奧會做為奧運會的主辦單位，以及國際奧會做為奧
林匹克活動的領導者) 制定具體的行動計畫

• 確立此整體綱要與各種現行或即將實施的國際奧會策略之間的關聯
• 修訂《奧林匹克憲章》和奧林匹克活動與運動的《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以進一步闡明人權責任
• 協助新成立的人權部門在國際奧會內部行使人權相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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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 背景：持續樹立社會與企業公民典範

繼《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有所進展之後，國際奧會仍持續加強推行其職權範圍內的永續發展、性別平等和人權相關工作。 

基於落實《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建議 5 (國際奧會將在日常事務中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所取得的進展，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於 2020 年 3 月決議，國際奧會將於 2024 
年前從碳中和組織轉型成為氣候正效益 (climate positive) 組織。 

此決議反映了氣候變遷的現況發展，以及國際奧會對相關議題的日益重視。隨著世人對氣候變遷議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甚至親身經歷氣候變遷的後果，採取因應行動的

呼聲也越來越高，對於具體措施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

為了在 2024 年前實現氣候正效益 (climate positive) 目標，國際奧會將採用三管齊下的方式： 
- 制定減碳計畫，主要著重於減少差旅、建築物及運動賽事的排碳量；

- 確立補償措施，包括透過國際奧會與陶氏化學公司 (Dow) 減碳計畫訂定碳抵銷量，以及為了響應非洲聯盟的「綠色長城」(Great Green Wall) 倡議計畫而建造「奧

林匹克森林」，用意在於解決整個北非地區的荒漠化問題，並增進當地的經濟機會、糧食安全和氣候復原力；

- 繼續發揮我們的影響力，鼓勵所有利害關係人及廣大民眾採取行動因應氣候變遷

此外，我們也因為落實《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建議 5 (國際奧會將協助並偕同奧林匹克活動的利害關係人，將永續發展理念整合到自身的組織與營運中)，而締造了重

大成果。如今已有更多人意識到，運動組織必須採用永續發展的方式營運，並主動因應氣候變遷。

隨著越來越多人了解並意識到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國際奧會也將繼續鼓勵並協助奧林匹克活動的利害關係人轉型成為更符合永續發展精神的組織和商業夥伴。

同樣地，人們越來越期待全球運動產業運用其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採購、基礎設施和氣候等領域引領變革，並針對各項全球問題主動發聲，同時說明運動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過去四年來，國際奧會制定了與永續發展有關的教育指南、舉辦了多場研討會，並與許多國際知名組織建立了夥伴關係，以協助奧林匹克活動組織了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未來的重點則是要將上述知識付諸行動，並擴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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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 背景：持續樹立社會與企業公民典範 (續)

除了永續發展，我們在性別平等領域也有所斬獲，並已針對 2021-2024 年期間擬訂了新的性別平等目標。這些預定目標是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於 2018 年 2 月通過的 

《國際奧會性別平等審查計畫》建議的延續，也是《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參閱建議 11：促進性別平等) 直接促成的結果。 

國際奧會已體認到，想要實現「透過運動打造和平及更美好的世界」這樣的願景，性別平等、包容及多元化將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考量國際奧會性別平等審查計畫已取得的進展，並將全球現況 (如新冠肺炎對運動產業的衝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及聯合國婦女組織推動的運動促進世代平等和

#MeToo、#BlackLivesMatter 等社會運動) 列入考慮後，我們決定在 2021-2024 計畫中增列性別平等和包容議題。 

最後，國際奧會將以多年來採行的各項措施為基礎，持續以更系統化且全面的方式將人權盡職調查納入其營運活動中，以期減輕對人們因人權問題受到的負面影響，並將

主動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我們的目標在於確立一份人權策略綱要，以分別針對國際奧會的三種不同職責範圍制定行動計畫，並將此綱要其他現有策略充分整合。

國際奧會的工作受到了一系列「致國際奧會人權策略的建議」的啟發。這一系列的建議是由兩位獨立專家 - 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HRH Prince Zeid Ra’ad 

Al Hussein 以及非營利性商業和人權專業知識中心 Shift 副主席 Rachel Davis - 於 2019 年受國際奧會委託編寫而成。這些建議是在與重要內部人員及民間利害關係專

家磋商後擬訂的。Shift 自 2018 年起開始協助國際奧會制定現有的人權盡職調查措施。 

整體策略方針的制定加上更完備的內部專業知識，將使國際奧會更能確保相關工作的連貫性、協調性和影響力。此整體方針將有助於闡明如何透過與奧運籌備會、國家奧

會、國際運動總會和運動員更緊密地合作，解決奧運會活動或其他奧林匹克活動期間可能發生的人權問題。深入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交流互動，並定期回報進展，則有助

於提高此方針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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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4 

透過良善治理強化奧林匹克活動 

透過良善治理強化奧林匹克活動 

• 國際奧會將依循最新標準修訂《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

• 國際奧會將呼籲所有奧林匹克組織、通過認證的國際運動總會/國家奧會以及國際奧會認可的組織共同遵守《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

• 國際奧會以將遵守《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做為核准加入奧林匹克計畫及提供贊助的條件

• 國際奧會將要求通過認證的協會及組織針對自身遵守《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的情況進行自我評估
• 國際奧會將會擴大對國家奧會遵守《良善治理基本通行原則》情況的稽查範圍
• 國際奧會將敦促奧運國際運動總會和國家奧會在直接或間接資助運動員、運動發展和奧林匹克價值觀相關活動時，應維持其預算和帳目的透明度

• 加強奧林匹克活動利害關係人參與運動反貪國際合作夥伴計劃 (IPACS，Partnership Against Corruption in Sport)，以提高反貪污措施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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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4 背景：透過良善治理強化奧林匹克活動

雖然各利害關係人均已透過自身程序落實《良善治理基本原則》，但初步成就仍有待鞏固及加強。

值此同時，企業界的良善治理標準也已提升至一個新高度，特別是在透明度和制衡原則方面。社會大眾和運動員對運動組織的期望隨之提高，因此運動組織的治理也必須

符合他們的期望。

現今的公民社會對所有運動組織一視同仁，因此單一組織內部的治理問題會牽連整個運動產業。 

運動組織的治理情況，已成為每位旗下運動員關心的議題。運動員除了會確認自家組織財務管理是否健全，也會關心自己所從事之運動的公信力和形象是否受到良好維護。 

在此現況下，奧林匹克活動組織也必須繼續加緊努力，達到越來越嚴格的治理標準。有鑑於此，奧林匹克活動的利害關係人必須正視治理所有層面的問題 (包括一切資源使

用情況均應開誠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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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5 

建立創新的收益模式 

建立創新的收益模式，是確保奧林匹克活動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 考慮採用免費數位廣播等替代傳輸方式，彌補傳統免費收視電視 (free-to-air) 的不足之處
• 確保官方奧運轉播單位、贊助商和其他商業夥伴/計畫一致支持國際奧會數位策略，且皆能從中受惠
• 更新並加強執行 TOP 計畫，包括透過以下方式：

- 在奧林匹克計畫和活動中，加重採用 TOP 合作夥伴的專業知識和資源
- 建立互惠互利且目標導向的夥伴關係，共同肯定運動做為永續發展目標重要推動者的角色

• 制定集中管理的奧運接待計畫，俾使所有奧運利害關係人從中受益
• 持續開發能夠直接造福運動員的商業計畫和平台
• 開發多元化的奧運收益來源 (例如全球電子商務、社群媒體商業化及奧運相關電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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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5 背景：建立創新的收益模式

在 2020 年結束的4年週期中，從 TOP 合作夥伴的獲得的收益與前一週期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包含13 個合作夥伴的TOP 計畫如今已真正邁向全球化 。在官方授

權轉播單位方面，自從國際奧會於 1996 年決定集中管理轉播權以來，奧林匹克活動的轉播權價值便成長了四倍以上。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針對 2029 至 2032 年

之間的奧運會與TOP 合作夥伴和官方授權轉播單位簽訂的合約價值已高達 41 億美元。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的各項改革加深了商業夥伴對我們的信任，也連帶鞏固了我們的財務狀況。國際奧會由衷感謝每位夥伴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和信

賴。來自各方夥伴的貢獻，意味著國際奧會能夠提撥 90% 的收益，支持全球各地的運動員及運動發展。也就是說，國際奧會每天都能提撥相當於 340 萬美元以

上的資金，幫助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和運動組織。

然而，數位革命的浪潮已導致媒體和商業生態徹底改變，而我們合作夥伴的投資金額也受到日益嚴格的監管。因此，國際奧會應採取應變措施，確保相關商業計

畫仍能如常運作，並進一步提高這些計畫的規模和穩定性。 

本建議側重於探討我們據以建立商業計畫的特定關鍵基本原則，以及進一步加強、驗證或在日後擴充這些原則的可行性。 

面對日新月異的媒體和商業生態，國際奧會已體認到實有必要調整我們的商業計畫，才能為奧林匹克活動組織及我們的合作夥伴創造雙贏局面。過去 60 年來，我

們一直固定仰賴免費收視電視合作夥伴，確保奧運會能夠傳播至世上各個角落。媒體生態驟變，加上當今觀眾收視習慣的變化，意味著人們可透過數量遠多於以

往的方式參與奧林匹克活動。 

隨著嶄新的數位和媒體時代到來，我們也必須確保自身的政策和做法符合當今市場現況。 

拜奧林匹克活動堅守的奧林匹克價值觀之賜，國際奧會始終是各方商業夥伴亟欲結盟的對象。我們知道，「品牌連結」將一直是吸引全球知名企業與我們合作的

重要原因和驅動因素。我們希望確保這樣的品牌連結能為我們和合作夥伴創造雙贏局面，且每位合作夥伴都能將他們與奧運價值觀的關聯發揮得淋漓盡致。 

「目標導向行銷」已成為公司、機構和授權轉播商向目標對象自我定位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因為此行銷方式側重於傳達公司的抱負、宗旨和價值，而不只是將產

品或服務放在行銷策略的核心位置。在奧林匹克情境下，「目標導向行銷」代表偕同合作夥伴制定互利互惠的專案和計畫，並共同肯定運動做為永續發展目標重

要推動者的角色。身為一個擁有獨特價值觀的組織，這就是我們能為合作夥伴做出的貢獻。 

提供量身打造的數位機會，對於想要在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中接觸並吸引主要客群的合作夥伴來說至關重要，而這也與國際奧會的數位策略相符。與合作夥伴共

同創作吸睛內容、並提升目標對象參與度的機會俯拾皆是，而且 TOP 合作夥伴提供相關產品、活動和專業知識的能力俱足，這些都將是帶動國際奧會數位生態系

統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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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5 背景：建立創新的收益模式 (續)

從《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可以清楚看出國際奧會持續投入提升運動員──奧林匹克活動的核心，其福祉的決心。國際奧會將繼續探索如何讓商業夥伴共同支

援的模式，以及如何讓運動員社群與我們帶給合作夥伴的價值主張產生連結。除了思考運動員可做出的貢獻，也必須找出運動員可如何從我們透過合作夥伴提供的

機會中獲益的方式。

數十年前，為了提升營運效率並創造附加價值，國際奧會決定集中經營並管理特定的收益計畫，包括「全球 TOP 計畫」和轉播權。為了延續這項努力，我們透過

《奧林匹克 2020 改革議題》制訂了全球授權計畫，並與國際帕委會組成行銷聯盟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運作)。此集中管理的商業模式未來也將擴及奧運接待

(Hospitality)部門，以持續擴大所有奧林匹克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最後，除了轉播、贊助和授權，我們也將繼續開發創新資產等更多樣化的收益來源 (參閱建議 6 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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