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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贊助大型運動賣會之理念分析
~以亞特蘭大奧運籌備會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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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企業贊助過程，

以研議運動贊助之基本理念。經探討後得下列結論:
可以積極主動態度，爭取企業贊助。

二三企業贊助應存永續經營理念。
三三徹底執行商標權之保障。
間發展成功的運動贊助計劃。
其審慎評估運動贊助範圍。
o廣拓運動贊助類別，開發社會資源。

THE IDEAS OF SPONSORSHIP FOR LARGE-SCALE GAMES:
[The Example of 1996 Atlanta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

This st udy is an analysis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1996 Atlanta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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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sponsorship. It aims to acquire some useful
ideas of large-scale gam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1.Actively seeking sponsorship from enterprise.
2.Sports sponsorship should be continuous.
3.Protectimg licensing of corporate sponsors.
4.Developing sports sponsorship programs.
5.Carefully evaluating areas of sponsorship.
6.Increasing items of sponsorship to develop social
resources .
是;_

J.I-

宣、月。

一、研究動機

李總統登輝先生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接見中華奧運代表
團致詞時曾表示，就體育運動策略性行銷觀點而言，企業界宜多負擔

贊助與支持體育運動發展的責任(黃金柱，民 81)

0

r 國家體育建設

中程計劃」中，政府對企業贊助亦抱持很高的期望。足見企業贊助體
育活動的理念，是國際體育先進國家新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如何有效
激勵企業贊助體育活動與運動競賽，以吸引廣大民眾積極參與體育活

動或休閒運動，實為體育運動策略性行銷的重點所在。而引進最新穎
的經營資訊，做為我國體育運動推展規劃的指引，更是不容忽視的重
要課題。

由此 可見，策略性行銷的經營理念，更是現代 體 育運動經營管理

者必備 之專業條件(黃金柱，民 81 0 程紹同，民 82 )

。尤其，近年來

，爭辦大 型運動賽會，以 提昇 國 家榮譽 ， 成為我國 既定體育政策之一

，如何整合各項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漲，以發揮最大效益，使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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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成功，更須仰賴合理的經營與管理，應用策略性行銷觀念爭

取企業贊助，協助資金來源，俾利比賽之推動。何況此刻經濟不景氣
、政府預算縮減，而社會需求更趨多元化之際，如何透過仔細設計的
贊助計劃，吸引企業贊助，強化各項比賽之籌備效果，是我們必需面
對的問題(蕭嘉遠，民 84 )。
眾所皆知，國內素來慣於移植美國的運動文化，而奧林匹克運動

會是歷史最悠久，傳統最優秀，資源最雄厚，且規模最龐大之大型運
動賽會，其籌備過程尤其是行銷理念，必有其優點可供參考。有鑑於

此，乃引起筆者動機，著手收集前年經中華奧會推薦往「美國亞特蘭
大奧運籌備會」考察時，所攜固有關企業贊助之相關資料，加以研讀

探討，發現確有其獨特之處，故將其彙整，並依據心得，揣摩企業贊
助應具備之理念，並試提若干建議供國內有關單位參考。

二、研究目的
據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 í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籌備
會」有關企業贊助狀況，繼以研議企業贊助之基本理念，並試提若平
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及內容分析方式，大部份資料為筆者訪問亞特

蘭大時，由 Anne

Beddow-Director Olympic Family and Protocol

ACOG提供，也包括向 Bob

Brennan-Press Chief

ACOG 索取之後續資

料。

四、研究範團
本研究係蒐 集 「亞特蘭大奧運會」企業贊助狀況，加以 探討，研
究內容包括與百 年 奧運會簽訂投資企業合約者，奧林匹克計 劃 和百年
奧運會贊助廠商。

五、名詞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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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企業贊助 (Sponsorship)
商業公司利用現金、產品或勞務的支付方式，使運動組織及其參與
者獲得財務等資助，能更有效地從事各種體育活動，藉由這些活動

及透過形象的使用，與運動的符號做連結，經由傳播媒介達成連動

與企業相結合，使雙方皆獲得利益，贊助者與被贊助者之間是一種
雙向互動關係，而非單純施與受的慈善關係 (Christine

1990

Brooks

'盧焰章，民 82) 。

l二)大型運動賽會:本研究所指大型運動賽會係指國內外較大規模之運
動比賽，包括各類大型國際運動會在內。

(三)亞特蘭大奧運籌備會--

Atlanta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 簡稱 ACOG ，負責籌備 1996 年亞特蘭大百年奧運各項事宜。會

址設在 250

Williams ST. Suite 6000 PO Box 1996 Atlanta GA

30301-1996 . U. S . A 0
貳、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企業贊助概況探討
亞特蘭大奧連籌備會 (Atlanta

Games 簡稱ACOG) 與美國奧會 (United

UOC)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 簡稱

，共同攜手在美國投資奧運徽章和命名活動等的商業利潤市場。

這個投資構想名稱為「亞特蘭大奧運會財產計劃 J

nial Olympic

Properities 簡稱 ACOP)

(Atlanta Centen-

，這項發起贊助亞特蘭大奧運

會的活動，主要目的在於保障主辦者權益及增加雙方彼此的商業性利

益。為了 要吸引更多投資贊助者 ， 供應商及領有商業執照許可的人參
與這項商 業活動盛況，主辦者對於過濾篩選贊助廠 商及合夥股東提供
相當完善 的專利權保障，並安排深遠周詳的計畫u ; 利 用奧運掉賽來謀
取豐厚的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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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百年奧運會簽署投資企業案合約者
有九家頗具規模的公司，簽署投資企劃案合約，成為百年奧運會
合夥人，合約中對於股東有專利權保障，生產商品種類絕對受市場行

銷的保護，並授權這些股東們能參與 1996 年亞特蘭大百年奧運會及美

國奧運代表隊的贊助權。

1.Nationsbank

Corporation--1992 年 3 月 Nations Bank成為百年奧連

會的第一位合夥股東，具有全權處理 ACOG 所有銀行相關業務。它是

全美第五大銀行，擁有資產美金一千六百億，在美國九大州和哥倫
比亞地區有超過二千家銀行辦公室。

2.The Home

Depot一全世界最大的傢俱業連鎖店，是美國第一個加入

百年奧運會投資的零售商，並贊助美國奧連代表團。它是奧林匹克

就職機會計劃中最大的雇主之一，提供選手們在訓練及比賽之餘，
從事安全性的工作。目前這家公司在全美 24 州內擁有 277 問分店，

並預估到 1996 年會擴充成 530個分店來營業。

3.Sara Lee

Corporation一此連鎖大企業主要有 Champ i on

L' eggs brand

'

Hanes 和

'在 1992 年 7 月加入百年奧運會，合夥提供贊助奧運

會服裝，其中 Champion 的外用制服將提供 1996 年奧運代表隊，

Hanes 則提供百年奧運會正式的全職義工。 1993 年 Sara Lee 企業因
為贊助奧連的廣告，使其銷售網遍及世界 120 多個國家，為其帶來

了十四億六千萬美元的財富。

4.1993年四月的heuser--Busch Campanies 也加入百年奧運會投資行
列，獨家提供麥芽啤酒飲料的生產，此外，其他 下 游企業也參與贊 ，
助合約，包括全美最大主題公園營運業者--Busch 娛樂公 司，全國

第二大生鮮燒烤食物廠商一Campbell-Taggart公司和一流 的點心製
造廠商 --Eag 1e

Snack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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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cDonald's

Corporation--1993年 10 月，麥當勞公司成為 E年奧運

會餐飲類的合夥人。麥當勞和奧還會的關係從 1968年墨西哥奧連會

開始，到 1996年亞特蘭大百年奧運會止，已達二十八年之久，它是
領導世界餐飲業的組織之一，在美國擁有九千個營業處，每天服務

約一千八百萬人。
6.SMHjSWATCH--1993 年 11 月，瑞士 Biel SMHjSwatch 顯微電子和鐘錶
公司成為百年奧運會夥伴和 1996 年百年奧運會計時贊助。此外，
Swatch將成為一個商標，有權利貼上奧林匹克商標，包括其他產品

如 Swatch'

Fl ik

Fl 此，

o SMH 附屬的 Swiss

Omega

Timing ,

'和 Longine

brand

watches 等亦然

Omega和 Longines 公司從 1932 年洛杉機

奧連會開始即已參與奧還會活動。

7.At &

t--1994 年 1 月成為百年奧還會中的伙伴，將提供電訊設備和

服務，包括電話、

PBX總機、比賽場地配線和電纜、影像電話和會

議桌上影像設備、 At

& t 語音翻譯系統服務、郵政傳訊和為選手、

工作人員及觀眾所設的國際電話中心。除此之外，

At

&t 員工將擴

充一個奧林匹克選手家庭計畫u '讓選手們在比賽間住在他們家中 o

At & t 操作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和國際性長距離工作網路，亞特蘭大
都會區有超過二萬一干個員工，在世界 75個國家中更擁有三十二萬

名雇員。

8.Delta

Airline一在 1994年 7 月簽約成為 1996年百年奧運會的指定飛

機，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以收入和旅客飛行旅程來看，

De 1ta

是

全美最 大航空公司，也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從 1929年開始參與
航空交 通事業，

De 1ta

和它的相關企業擁有四千九百多架飛機，每

天在世界三十二個國家的三百多個城市飛行，它將提供數千位選手
、教練、訓練員及運動迷從世界各地到 亞特 蘭大 的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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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otorola ,

Inc--Motorola公司在 1995年 5 月簽約成為百年奧運會伙

伴和美國奧運代表團的贊助者。 Motorola公司將繼續它第十三年春
獻奧林匹克活動，提供無線電通訊設備給ACOG 、的OC總部和 USOC訓
練設備、雙向廣播網路、大哥大電話、電腦和安全雙向通訊設備，

連接安全網路、觀眾和奧林匹克大家庭的通訊與溝通，讓百年奧運

會達到邏輯的經營。(I nformation

二、奧林匹克計畫U (The

Guide' 1995 , P75-P76)

01 ymp i c Programe

'簡稱TOP)

除了百年奧運會合夥投資外， ACOP也加入奧林匹克計劃，這是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全球性的投資計劃，有十家國際性公司簽署 TOPHI
贊助合約。

l.可口可樂公司是第一家表示願意為 1996 年亞特蘭大百年奧運會提供

經濟支援的廠商，在 1992 年二月簽約成為 TOP贊助者，它是奧林匹
克運動長期合作的贊助者，對於奧運的資助要追溯自 1928 年「阿姆
斯特丹奧運會」起，就與奧連結下深遠的關係，合作密切，專門促

銷運動飲料、汽水及果汁等產品。目前可口可樂在世界上已擁有一

百九十五個行銷國和製造廠商，經銷可口可樂、

Minute

Sprite

、芬達和

Maid 和果汁飲料等。

2. 伊士曼柯達照片公司於 1992 年七月簽約正式成為影像方面的 TOP贊
助者。它負責攝影獨家贊助，從 1896 年於雅典與奧運會結緣，這次
已是第三次贊助奧運活動，提供影視設備器材給奧林區克大家庭組
織使用。

3.Visa公司在 199 3 年 二月和國際奧會簽約延續合作關係 ， 成 為 TOP 支

援者， Visa公 司 負擔 1996年亞特蘭大百年奧運會及 1996年美 國奧運
代表隊的付款系 統。 Visa是世界上最大消費族群付款系統信用卡公
司，全球已逾一 千 一 百五十萬個能接受 Vi sa信用卡付帳地 點，且全

世界Visa信用卡也超過三億七千六百萬張，是全球 ATM 網路的領導
一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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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Time 雜誌公司，自從 1984 年洛杉機奧運會就是奧運活動的忠實贊助
者。包括專門報導運動專題焦點、專為幼童報導的運動專刊、 Time

雜誌企業和南方生活雜誌 o Time 公司將贊助官方印刷品，每星期至
少擁有八百萬個讀者。

5.1993年四月，

Baush & Lomb

公司再簽約成為 TOP贊助單位，授權給

予專利銷售眼鏡產品的市場行銷權，例如軟性和硬性滲透性隱形眼

鏡，隱形眼鏡保養系列、一般護眼保養品、太陽眼鏡、眼鏡鏡框製
品、軟性鏡片產品、口頭指定保養產品，以及消費者要求具專業性

的產品等。在 Bauch

&

Lomb所創立的行業中永遠是佼佼者，其知名

的商標中，包括世界聞名的

"Ray-Ban" 、

IReNa" 、

"Boston" 、

/

"Bushnell" 和 Ilnterplak" 。

6.Xerox 公司在 1993年七月簽約成為百年奧運會贊助廠商，自 1964 年
在 Innsbruck所舉辦之冬季奧事會展現創新的 Xerox科技以後，在緊
接四年中， Xerox 公司更提供文件分類器具，包括高速中量錯射印
表機、傳真機、影印機、電子掃描器、工程複製產品、文件分類設
備等。

7.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

LTD一日本大阪MaTsushiTa

電子工業公司從 1988年漢城奧運會即成為 TOP贊助者， 1993年 10 月
再度續約，由於這個合約 MaTsushiTa 的產品包括知名的國際牌、

Technics 和 Quasar廠牌，將協助保證由於應用藝術敘述和視覺科技
，使 1996百年奧運會運動項目 有效的傳播和展示，它將獨佔奧林匹
克運動會市場行銷權，包括收音機、電視機各影像 設備，也包含廣
播和專 業性產品。

8. IBM公司 - 1993 年 12 月，

IBM公司和 IOC 達成一個非慣例的協定，成

為全球性資訊科技的贊助者，一直到 2000 年奧運會為止。 IBM 將提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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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腦系統和軟體、工作網路、應用開發計劃，提供服務並整合其

他公司之系統，以保證 r1996百年奧連會」中表現最少缺點。 IBM
從 1960 年即協助奧運會電腦方面，包括結果系統到設計奧林匹克比

賽地點的建造， IBM 是全世界最大軟體和資訊系統公司，業務遍及

-s 四十多個國家。(I nformation

Guide ' 1995 ' P77-P88)

三、一九九六百年奧運贊助公司

1.Sensormatic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Inc一在 1994年 3 月簽約成 ，

為 1996 百年奧運會官方電子安全贊助者，也提供美國奧會各種贊助
，它將提供關閉式電路的電視影像監督系統，控制方式和 1996 年比

賽期間電子人工監督和高科技電子安全系統給美國奧會總部和奧運

訓練中心。

2.York International

， Corporation 一在 1994年8 月續約成為美國奧

運代表隊贊助者，合約中規定，它將提供奧運代表團訓練中心及
1996 百年奧運會各比賽場地空調設備。 York 國際公司已經提供高科

技先進 HVAC&R 系統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比賽場地，包括多次奧林匹克
運動會，從 1960 年 Squaw

Valley

3.Randstad Staffing Services

CA冬季奧運會開始。

--1994 年 9 月簽約成為 1996百年奧運

會正式職員服務贊助，這是奧運會中第一次設有這類的贊助，

Randstad 將透過補充新會員，審查、訓練和安置各行政工作位置等

方式，來滿是 ACOG 工作人員的需求，一直到 1996年為止。

4.Bellsouth

Corporation一於 1994 年 9 月簽定贊助合約，提供 1996百

年奧運會中 ACOG所需要之通訊和服務，許多 Bellsouth 公 司 將提供
電視通訊，包括 Bellsouth電視通訊，

Be llsouth 流動通訊

，和 RAM

流動資訊。基於廣闊的光譜通訊服務， Bellsouth 將製造有 利的有

線電視網路和資料傳送、大哥大、地方性和全國性的服務。在公共
服務方面 Bellsouth 也將提供 1996百年奧運訊息的電話指南。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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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Blue Gross and Blue Shield

System--1994年 9 月簽約成為美

國奧運代表隊正式健康保險贊助廠商，它將提供 ACOG 所有員工健康

保險服務，美國奧會為 1996 百年奧運會所有觀眾提出健康訊息計劃

。它與美國奧會的合夥，已經連續三次贊助四年一次的美國奧運代
表隊。

6.Scientific-Atlanta--1994 年 11 月簽約成為正式電視廣播分析系統
，以贊助 1996 百年奧運會，此數位電視影像分佈系統將提供超過 60
個頻道，在 40 多個比賽地點設置超過 15000 個電視監視裝置顯示器

，這個在每處比賽地點的分佈系統正如國際廣播中心一樣，國際廣

播中心將是支援轉播全世界電視影像和廣播訊號。

7.Borg-Warner Security

Corporation--1994 年 12 月簽約成為 1996百

年奧運會保護服務的贊助者，合約裡它將提供 ACOG總部， ACOG 各運
動項目部門和奧運會，相當廣大範圍的個人安全服務，包括一致性
的安全警官和裝甲運輸。

8.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G.M)--1995年 3 月簽約成為正式贊助
國產汽車和卡車給亞特蘭大百年奧運會和美國奧運代表隊，參加

G.M部門有Chevrolet ,

Pontiac' Buick'

Oldsmobile 和 Cad i 11 肘，

G.M 將利用奧林匹克標幟在共同和個人市場上活動，係廣告促銷以

及其它共同或個人的市場行銷活動。此外， G.M 有權利用奧林匹克

標幟，在個人交通網用“特別版本"來標示 o G.M 也將在運動會之
前或期間提供交通工具給 ACOG

0

9.BMW of North America--1995 年 3 月簽約成為正式 贊助 1996百年奧
運會和 美國奧運代表隊，合約包括 BMW 車、摩托車 、爬山型腳踏車

, BMW 車將提供奧林匹克工作人員做為交通工具， 摩托車將供禮車
之用，登山腳踏車將用於休閒交通，供選手在奧林匹克村內使用。

10.Hol iday Inn Worldwide--1995 年 4 月簽約成為 1996百年奧運旅館贊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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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從 1996 年春末開始，將在比賽之前及比賽期間提供旅館住宿和

服務，

Ho 1i day I nn

將提供贊助主要州內舉辦的八十四天奧林匹克

聖火活動。

立Avon

Products

Inc--1995年 4 月簽約成為 1996百年奧運會和美國代

表隊化妝品、皮膚保養和香料的贊助者，依照合約， Avon成為唯一

贊助者，在 1996年6 月 23 日到比賽期間，舉辦命名為 "The

Olympic

Woman" 的奧林匹克藝術紀念活動展覽會，這個多媒體的展覽會是
ACOG 文化性奧林匹克活動，將介紹婦女從 1896 年起參加奧運會的歷

史。(I nformation

Guide ' 1995 ' P78-P80)

參、企業贊助大型運動賽會之理念分析
茲就上述亞特蘭大奧運會企業贊助狀況之分析與歸納結果，提出
企業贊助大型連動賽會應有之基本理念如下:

一、運用積極主動態度，強化運動比實與企業之相結合
亞特蘭大奧運會，各類企業贊助，均由 ACOP 當局，積極策劃爭取

長遠投資計劃，故能將運動贊助有效投入大型運動賽會中充分運用。

足見企業資助運動競賽，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爭取，尤其企業實施

運動贊助，在我國仍屬於起步、導入階段，國內運動組織應辦棄以往
政府全額補助的心態，設法開發社會資源，結合企業力量，以資助圍
內大型連動賽會之推動。

二、企業贊助應有永續經營的理念
企業贊助計 劃 應顧慮能充分迎合贊助廠商的標準，並且 給 予完善

的服務和足夠的 資 料，使他們能有充分的理由繼續給予組織 或 事件不

斷的贊助 (Stotl 缸 ， 1993) 若能達到永續經營方式，才可以 稱得上是
完整的贊助。像國際奧林匹克推展基金會 (The

的 TOP 即是相當吸引人的實例，

TOP

Olympic Programme)

1 計劃始於 1985年至 1988年，有九

-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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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球性廠商:包括時代雜誌 (Time)

、三茂公司 (3M)

、松下電器

National/Panasonic 、可口可樂 Coca-Cola 、飛利普 Ph i 1i ps 、 Visa信

用卡、 Kodak公司、美國郵政業務Federal Express公司、 Brother 打
字機公司。國際奧會從TOP 1 計劃所獲得的收入，大約為美金一億元(

盧焰章，民 82)
額為:

0

TOPII 計劃於 1989.......1992 年，此 12 家廠商及所付出金

Coca-Co la(2800.......3000萬美元)、

Mars(2000.......2500 萬美元)、

Visa(2200 萬美元)、 Eastman Kodak(2100 萬美元)、 3M(2000 萬美元)

、 Philips(1800.......2000 萬美元)、 Ricoh(1800.......2000萬美元)、 Bausch

& Brother(1000.......1200 萬美元)、

Express

)、 Panasonic(1500.......1800 萬美元)

司計有National

0

Mail

Service(1100萬美元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的贊助公

Bank Corporation , The Home Depot , Sara Lee

Corpora t i on' 1. B. M Corpora t i on' Anheuser-Busch' 1nc .
Companies ' Coca-Cola Company' Eastman Kodak Company , Visa
International 'Time Inc' Bausch & Lomb' Xerox Corporation 等
(Press Information Guide' 1995)

，預計其將有二億五千萬美金的

盈餘 o 圍內體育運動組織應努力效法吸引企業界永續贊助，使國內企

業贊助風氣更加盛行。

三、徹底執行企業贊助廠商商標權之保障
對贊助廠商應給予商標權絕對的保障，杜絕仿冒，並明定相關法

令，以確保雙方利益，避免無謂糾紛，以達到贊助理想目標一雙贏

(Win-Win) 的真正意義。如此方能吸取企業贊助廠商大量導入大型還
動賽會中 o 像亞特蘭大奧運會中， ACOP 的商標權部 門 ，即透過統一的

商標權方案，提供商標權轉移，並執行保護工作，使 正式授予商標權
的產品， 不但晶質好，其特色，且種類繁多。產品設 計主要表現下列
特點:1.亞特蘭大奧運會，統計圖表及吉祥物。 2. 歷屆奧運標記，包
括歷屆冬季奧運會和夏季奧運會中所有的吉祥物。 3.Lillehammer 冬
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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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奧運會。商標權轉移主要在為 ACOG提供資金來源，希望藉由出售具

有商標權的產品，以提昇人們對奧運的參與意願 o ACOP將與 75 一 100 家
廠商簽約，產品包括:衣服及帽子、家庭用具、印刷品、運動材、玩

真、食品、禮物和紀念品及電子軟體等八大類。 (Press

Information

Guide' 1993 , P31)
四、發展成功的運動贊助計劃
企業贊助對企業及被贊助團體而言是一種雙贏 (win-win) 的策略

(盧焰章，

1993; McCrvi 1Ie

&Copeland

' 1994 ; Stolar' 1993;

)。

贊助是對支持者酬謝以特殊的權利或特權的給予，在一個贊助運動競

賽與活動中，贊助者提供被贊助者所需的任何東西，贊助者在被贊助

的同時，亦獲得某種程度的利益(盧焰章， 1993;

它是一種交換的過程(張在山，

Dixon'

1993)

。

1991 ; McCar~i 1Ie & Copeland' 1994)

，包括有形的資源如:金錢、物質或無形的資源如:地位、技術、服

務等。
贊助的組合中，贊助者和被贊助者可以達到所謂的共存的關係。

在運動組織裡，還動管理人員希望藉由企業的贊助來獲得財力上的支
援，以推展體育運動的各項活動，而贊助商則希望經由連動贊助展示

他們的產品，帶來更多的收入 (Stotlar'

1993)

，並且建立良好的企

業形象(林振雄，民 81 :盧焰章，民 82 )。因此一個成功運動贊助計
畫 (program) 可以實現企業與運動團體雙方面的需要。
亞特蘭大奧連會即透過仔細規劃設計的贊助計劃來吸引企業贊助

，在贊助的同時 各 取所需，互蒙其利，達到雙贏的有效策略 (蕭嘉惠

，民 84 )。例如 與 百年奧連會簽署合約，國際性 TOPIII 計劃 及 百年奧
還會的贊助廠商 等 ，即是發展相當成功的贊助計劃 o

五、審慎評估運動贊助範圍

q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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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贊助近年來日趨盛行，企業和運動的連結不僅僅可以讓受贊

助者得到金錢、器材、設備、人力支援、服務等的幫助;對企業而言
，亦可以達到行銷、市場區隔、產品差異化的促銷目的。
因此，企業贊助的設計應包括了三個部份:企業名稱、企業贊助

目標、受贊助者，在設計企業贊助計畫時必須要詳加考慮這三個範圍
的組合方式，以作出最有利於達成企業贊助目標的運動贊助包裝。同
時在擬定整個贊助計畫的包裝時，亦必須同時考慮贊助的類別及影響
其他有關運動贊助的權利及義務等因素，如此才能設計出最有利於贊

助雙方的運動贊助計畫。(韓大衛，民 84

)

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實施企業贊助計劃時，對於各企業名稱、企業
贊助目標和被贊助者均給予審慎評估，使其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發

揮企業贊助之真正效益。

六、廣拓運動贊助類別，增加資源來源
贊助的類別將影響贊助價值性，因此應廣泛開發運動贊助類別，

方能使運動贊助發揮真正效益，一般來說，贊助的類別包括獨家贊助
、主要贊助、資助性贊助及官方贊助。亞特蘭大奧運會中確實能掌握

各贊助廠商類別使之多元化，舉凡銀行、傢俱業、服裝業、飲料、餐
廳、電子鐘錶業、電訊設備、航空業、無線電通訊、照相攝影、信用
卡、雜誌業、光學用品、電腦業、空調設備、人力資源、保險業、通

訊廣播、保全業、交通運輸、旅館業、化妝品等各行各業，應有盡有

，即是廣拓運動贊助項目及類別之最佳印證'可說是相當高效率的贊

助計劃 包裝(韓大衛，民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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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舉辦大型運動賽會應在經濟、科學的經營管理理念下，審慎運用
企業資源，強化運動比賽與企業之相結合，以資助運動賽會之推動。

綜觀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還會籌備過程，己能有效吸引企業贊助，在精

心規劃中，漸漸發揮其真正效益，將社會資源導入大型運動賽會中有
效運用，應不失為一場成功的大型運動賽會之預先有利條件。以下謹
依據探討心得，研議企業贊助大型運動賽會之基本理念，並試提若平

建議，盼能提供國內籌辦大型運動賽會之參考。

一、結論

H以積極主動態度，爭取企業贊助。
但)企業贊助應存永續經營理念。

但j徹底執行商標權之保障。
個發展成功的運動贊助計劃。
因審慎評估運動贊助範圍。
關廣拓運動贊助類別，開發社會資源。

二、建議
H 國內似有必要制定完善法令，促使運動贊助普及。

但)著手培訓連動行銷人才，以爭取更多企業贊助。
(司鼓勵企業界贊助風氣，促其逐年編列經費，支持運動發展，以提昇
企業形象 0

個大眾傳播媒體 宜 主動贊助提供資訊，以做為企業界、體育運動組織
及民間的溝通 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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