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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搶按照第二十九象第(1)款
(b)項制訂的英語正式文本翻海.

保妒工�F杖巴黎公約
1883年3月 20日

1900年 12月 14 日在布魯塞示修汀; 19 1 1年 6 月 2
日在學盛頓修訂; 19 25 年 1 1 月 6 日在海牙修汀; 1934 
年6 月2 日在佮敦修訂; 19 58 年 10月 3 1日在里斯本修

訂; 1967 年7月 14 日在斯德哥怨摩修訂;1979 年 10 月
2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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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奈之二 寺 利:在不岡固家就同-2t明取得的寺 利是
相互獵立的

第四奈之 三 寺 利:在考利上 記載友明人
第四奈之四 寺 利:在法律禁止銷售情況下的寺 利性
第 五 奈 A. 寺 利:物品 的遊口; 不妥施或不充分奕

施; 強制i午 可 .一-B.工 並品 外現投汁: 不
寒施; 物品的避口 .一-c.商掠: 不使用;

不同的形式; 共有人的使用.一一 D .寺 利、
察用新型、 商你、 工血品外現投汁:掠i己

第五奈之二 一切工 並戶枝: 擻輛校和j維持費的寬限期;
寺 利:恢笈

第五奈之三 寺 利:拘成船船、 屯机或階上丰輛一部分的
寺 利器擴

第五奈之四 寺 利:利用遊口圓的寺 利方告制造戶品的避
口

第五奈之五 工jt品外混混汁
第 六 象 商舔:注珊奈件; 間一商赫在不同因家研受

保妒的猶立性
第六奈之二 商輯: 馳名商都
第六奈之三 商 舔:美于固傲、 官方磕磕印章 和政府間組

m徵記的禁例
第六奈之四 商舔:商諒的特址

第六奈之五 商赫:在本戰盟一小固家注冊的商赫在本戰
盟其他固家研受的保妒

第六奈之六 商綜: 服努掠氾.
第六奈之七 商舔:未銓昕有人授杖而以代理人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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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文注珊
第 七 奈 商你: 使 用商赫的商品的性廣
第七奈之二 商粽: 集体商掠
第 人 象 「商名林

第 九 奈 商粽、 「商名林: 財非法赫有商掠或 「商名
林的商品在遊口吋予 以扣押

第 十 奈 虛的綜i己: 財赫有虛仿的原戶地或生戶者你
i己的商品在遊口肘予 以扣押

第十奈之二 不正主自竟爭
第十奈之三 商林、 「商名林、 虛的都i己、 不正虫竟爭:

救濟手續， 起訴校
第 十 一 奈 友明、 妥 用新型、 工�品外Xll是汁、 商

你: 在某些固豚展覽舍中的岫肘保妒
第 十 二 象 固家工企戶杖寺內机拘
第 十 三 象 本戰盟大金
第 十 四 象 執行委員金
第 十 五 象 困縣局
第 十 六 奈 財努
第 十 七 象 第十三奈至第十七奈的修正
第 十 八 奈 第一奈至第十二奈 和第十八象至第 三十 象

的修訂
第 十 九 奈 寺n枷定
第 二 十 象 本朕盟因家的批准或加人; 生效
第二十一象 本朕盟 以外固家的加人; 生效
第二十二象 批准或加人的后果
第二十三象 加人 以前的故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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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象 領地
第二十五象 在 固內執行本公約
第二十六象 退出
第二十七象 以前放定 有的遁用
第二十人象 爭說
第二十九象 鑫字、 培育、 保存取實
第 三 十 象 越渡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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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張
I本朕盟的建立;工挫F板的范固1*

( 1) 遁用本公鉤的固家組成朕盟， 以保妒工 �f=
杖.

(2) 工 並戶校的保妒財象有寺利、 察用新型、 工 �
品外現投汁、 商梅、 服努赫i己、 「商名林、 貨源綜i己或原
F地名擲， 和制止不正當竟爭。

(3)財工�f=杖座作最f文的理解， 它不仗座遁用
于工 並和商 並本身， 而且也陸同祥遁用于我 並和采掘 並，
這用于一切制成品或天然戶品， 例如:酒英、 谷物、 姻
卅、 水果、 牲畜、 rf=品、 高「泉水、 啤酒、 花卉和谷獎的
盼.

(4) 寺利座包括本戰盟國家的法律所承宜人的各神工
並寺利， 如輸人寺利、 改遊寺利、 增扑寺利和增扑征者
等.

第 二 .
I本戰盟各固國民的固民待遇l

(1 ) 本騏盟任何固家的回民， 在保妒工 �f=校方
面， 在本戰盟所有其他固家內座享有各族團法律現在授予

或今后 可能授予回民的各神利益;一切都不皮損害本公約
特別規定的根利. 因此， 他們鹿和園民享有同祥的保妒，

* )句了便于缺別各余的內容， 特增加了綜題. (法請)鑫字本中充此綜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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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侵犯他們的杖利享有岡祥的法律上的救濟手縷， 但 是 以
他們遵守財團民規定的象件和手續均限.

(2)但 是， 財于本戰盟固家的固民不得規定 在其要
求保妒的固家須有住所或膏�所才能享有工� F杖.

(3)本戰盟每一固家法律中美于司法和 行政程序、
管轎杖、 以及指定退速地 址或委派代理人的規定， 工� F

杖法律中 可能有要求的， 均明萌地 予 以保留.

第 三 張
I某美人勻本朕盟國家的固民間梓待遇l

本戰盟 以外各固的園民， 在本戰盟一↑固家的 領土內
設有住所或有真寞和有效的工商 並膏�所的， 座享有勻本

戰盟固家固民同祥的待過.

第. 四 鎮
(A.至1.奪利、 宴用新型、 外現過汁、 商掠、 ät明人征
者:忱�根.---G.寺和IJ:串滴的分東l

A一一 ( 1)已銓 在本戰盟的一↑固家正式提出寺
利、 察用新型注珊、 外現投汁注珊或商都注冊的申清的任
何人， 或其根利權受人， 免了 在其他因家提出申清， 在 以
下規定的期間內陸享有忱先杖.

(2)依照本戰盟任何固家的本固立諱， 或依照本朕
盟各固之間締結的�迫或多過錯鉤， 勻正規的固家申清相

曳的任何申請， 座被承趴�F生忱先杖。

. 8 



(3)正規的固家申清是指在有美固家中足 以碗定提
出申清日期的任何申清， 而不向該申清 以后的結局如何.

B.一一因此， 在上述期間眉浦前在本騏盟的任何其他
固家后來提出的任何申清， 不座由于在遠期間完成的任何
行 方， 特別是另外一項申清的提出、 友明的公布或利用、
外現投汁隻制品的出售、 或商你的使用而成 方元 效， 而且
述些行均不能F生任何第三人的杖利或小人占有的任何杖
利。 第三人在作 方忱先根基繭的第一吹申清的日期以前所
取得的杖利， 依照本戰盟每一固家的園內法予 以保留.

C. 一一 ( 1)上述忱先 紋的期間， 滑于寺利和察用新
型座 方十二↑月， 財于那現投汁和商掠 陸 方六↑月.

(2)述些期間座自第一吹申清的申清日卉始;申清
日不座汁人期間之內.

(3)如果期間的最后一日在清求保妒地回家是法定
假日或者是主管局不接受申清的日子， 期間�延至其后的

第一↑工作日。
(4)在本騏盟同一因家內就第 (2)項所你的 以前第

一吹申清同祥的主題所提出的后一申清， 如果在提出該申
清肘前一申清已被撤回、 放弄或拒絕， 設有提供公余閱

覽， 也沒有遺留任何杖利， 而且如果前一申清運設有成 方
要求忱先校的基拙， 皮毛人均 是第一吹申清， 其申清日!主 方
忱先杖期間的卉蛤日。 在遠 以后， 前一申清不得作 方要求
忱先校的基拙。

D.一一 ( 1)任何人希望利用 以前提出的一項申清的
忱先校的， 需要作出青明， 混明提出該申清的日期和受理
該申清的因家。 每一固家 庄萌定 必須作出該項背明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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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述些事項座在主管机美的出版物中， 特別是座

在寺利和有美寺利的說，明中 有予以載明。
(3) 本戰盟固家 可叫要求作出忱先校青明的任何人

提交 以前提出的申 清(說明者、 附囡等) 的副 本. 該副 本
座鐘原受理申 清的机美征宴元漠， 不需要任何主人缸， 并且
充洽如何 可以在提出后一申 清后三小月內隨肘提交 ， 不需
繳鍋費用. 本騏盟固家 可以要求該副 本 附有上述机美出具

的載明申 清日的証明者和譯文.
(4)財提出申 清肘要求忱先校的商明不得規定其他

的手續. 本戰盟每一因家庄碘定不遵守 本象約規定的手續
的后果， 但遠神后果決不能超迂忱先校的喪失.

(5)以后， 可 以要求提供避一步的証明。
任何人利用以前提出的一項申 清的忱先校的， 必須苟

明該申 清的學商;族學喝座依照上述第(2) 項的規定予
以公布.

E一一(1) 依靠 以宴用新型申清 方 基拙的忱先放而
在一↑固家提出工並品外混混汁申 清的， 忱先校的期伺座

勻滑工�晶外現投汁規定的忱先校期間一祥.
(2) 而且， 依靠 以考利申 清 方基袖的忱先校而在一

小固家提出察用新型的申清是件可的， 反之亦一祥.
F.一一 本朕盟的任何固家不得由于申 清人要求多項傀

先杖(即使送些忱先根F生于不同的固家)， 或者由于要
求一項或几項倪先 板的申清中有一↑或几令要素設有包括
在作 方傀先根 基醋的申 清中， 而拒絕給予 傀先校或拒絕寺

利申 清， 但以在上述兩神情況都有該固法律所規定的愛明

10 . 



草一性 方限。
美于作 方忱先根 基拙的申 清中所設有包括的要素，以

后提出的申清座核按照通常奈件戶生忱先杖.
G.一一(1)如果申查友現一項寺利申請包含一小以

上的友明， 申 清人 可以格按申 清分成若干分案申 清， 保留
第一吹申 清的日期 方各按分 案申 清的日期， 如果有忱先
紋， 并保有忱先 板的利益.

(2)申清人也可以主劫特一項寺利申清分案， 保留
第一次申 清的日期 方各按分案申 清的日期， 如果有忱先
杖， 并保有忱先校的利益。 本戰盟各固有根決定允i午述神
分案的象件.

H.一一不得以要求忱先校的愛明中的某些要素設有
包含在原厲園申 清列拳的杖利要求中 方理由， 而拒絕給予
忱先杖， 但 以申 清文件)Å全体看來已經明萌地苟明遠些要
素 方限.

1.一一(1)在申 清人有杖自行進捧申 清寺利或妥明
人征者的固家提出友明人征者的申 清， 庄戶生 本奈規定的
忱先杖， 其余件和效力勻寺利的申 清一祥.

(2)在申 清人有校自行進捧申 清寺利或友明人証者
的固家， 友明人征者的申 清人， 根揖 本象美于寺利申 清的
規定， 座享有 以寺利、 集用 新型或投明人征者的申 清方基
她的忱先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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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之二

l寺和�:在不周圍.戲同-ät閉取得的

會制是相互組立的l

( 1) 本戰盟 國家的固民向 本膜盟各圓申 清的寺利，
勻在其他固家， 不洽 是否 本耳其盟的成員固， 就同一度明所
取得的寺利 是相互強立的.

(2)上述規定， 皮紙不受限制的意又來理解， 特別
是指在倪先根期間內申 清的各項寺利， 就其元效和喪失杖

利的理由 以及其正常的期間而立， 是相互鶴立的.
(3) 本規定座遁用 于在其卉始生效吋已經存在的一

切寺利.
(4) 在有新固家加人的情況下， 本規定座岡祥遁用

于加人肘兩方面已經存在的考利.
( 5)在 本戰盟各園， 因享有忱先校的利益而取得的

寺利的期限， 勻設有tt先校的利益而申 清或授予的考利的
期限相同.

第四.之三

i唱FflJ:在會利上記載ät明人l

�明人有在寺利中被記載 方炭明人的根利.

12 



第四張之四

l寺和�:在法律禁止鋪售情況下的奪利性l

不得以寺利戶品的銷售或依寺利方法制造的許品的銷
售受到本國法律的禁止或限制方理由， 而拒絕授予寺利或
使寺利元效。

第 五 奈

[A.寺和�:物品的過口;不要施或不克分宴施:強制i午可.

一-8.工挫品外現役汁:不察施;物品的避口.一-c.商

綜:不使用;不同的形式;共有人的使用.一-D.奪利、

真用新型、 商掠、 工挫品外混混汁:掠記l

A一一 ( 1)寺 利杖人特在本戰盟任何固家內制造的
物品遊口到滑核物品授予寺利的固家的， 不�辱致該項寺
利的取消。

( 2)本朕盟各園 都有杖采取 立法措施規定授予強制
許可， 以防止由于行使寺利所 賦予的寺有杖而可能戶生的
溫 用， 例如: 不突施。

(3) 除強制許可的授予不足以防止上述溫用外， 不
座規定寺 利的取消。 自授予第一↑強制許 可 之日起兩年屆
瀚前不得提起取消或撤銷寺 利的訴洽。

( 4)自提出寺利申清之日起四年 屆漏 以前， 或自授
予寺 利之日起三年 屆浦 以前， 以后浦期的期間方 准， 不得
以不妥施或不充分妥施方理由申清強制 拌 可 ;如果考利杖
人的不作均有正曳理由， 座拒絕強制件可。 述神強制i午 可

13 



是非強占性的， 而且 除勻利用該件可的部分企�或商蕾一
起特址外， 不得特址， 甚至以授予分許可証的形式也在
內。

(5)上述各項規定 准用于宴用新型。
B.一一滑工 �品外現投汁的保妒， 在任何情況下， 都

不得以不安施或以遊口物口勻受保妒的外現投汁相同方理
由而予以取消。

c.一一 ( 1)如果在任何因家， 注珊商你的使用是強
制的， 只有 銓迢迢曳的期伺， 而且只有虫事人不能証明其
不使 用有正當理由， 才可以撤銷注珊。

( 2)商都所有人使用的商掠， 在形式上勻其在本朕
盟因家之一所 注冊的商你的形式只有一些要素不同， 而 并
未改斐其壘著性的， 不座辱致注珊元效， 也不座減少財商

你所給予的保妒。
(3)根掘清求保妒地國家的本固法主人均商你共同所

有人的几小工商企 �， 在相同或美似商品上同肘使用同一
商掠， 在本朕盟任何問家內不座拒絕注冊， 也不座以任何
其T式減少財該商你所給予的保妒， 但以達神使用 并未辱致

公余戶生淚解， 而且不違反公共 利益方限。
D.一一不皮要求在商品上林志或載明寺利 、 安用新

型、 商你注冊或工 �品外現投汁保存， 作方承主人取得保妒
杖 利的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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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奈之二

I一切工挫F紋:擻銅板利誰持費的寬限期;青利:恢隻l

( 1) 美于規定的工 �f=杖維持費的繳鍋， 座 給予不
少于六↑月的寬限期， 但是如果本固法律有規定， 座繳納
附加費.

(2) 本耳其盟各固滑因未繳費 而咚止的考利有杖規定
予 以恢寰。

第直接之三

. I奪利:絢成船蚓、 "'l机或階上車輛一部分的奪利器械l

在本騏盟任何固家內， 下列情況不皮毛人均是侵犯寺 利
板跳的杖利:

1.本戰盟其他因家的船船哲肘或偶然地避人上述固家
的 領水肘， 在該船的船身、 机器、 船具、 裝各及其他 附件

-上使用拘成寺利浦象的器械， 但 以寺均按船的需要 而使用
遠些器械 方限;

2 .本朕盟其他固家的屯机或階上丰輛曹肘或偶然地避
人上述固家肘， 在該丸机或階上車輛的拘造或操作中， 或
者在法丸机或陪上車輛 附件的絢造或操作中使用拘成寺 利
財象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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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之四

I寺和�:利用避口圓的奪利芳浩制造F品的避口l

一神戶晶遊口到 文才放F品的制造芳法有寺利保妒的本
戰盟因家肘， 寺利杖人財該避口戶品， 座享有按照避口固
接律， 他封在該固依照寺 利方法制造的戶晶所享有的一切
枝利.

第五拳之五

I工挫品外親健汁l

外混混汁在本朕盟所有固家均座受到保妒.

第 六 張

I商綜:注珊..件;同一商據在不同

固眾所受保妒的組立性l

( 1)商諒的申清和注珊奈件， 在本戰盟各固由其本
固法律決定。

(2) 但本戰盟任何園家財本戰盟固家的園民提出的
商掠注冊申清， 不得 以未在原屬固申清、 注珊或縷展�理
由而 予 以拒絕， 也不昨使注珊元效.

(3)在本戰盟一↑固家正式注珊的商掠， 勻在聰明
其他固家注珊的商掠， 包括在原厲園注珊的商都在內， 座
v..均是相互猶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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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之二

I商掠:馳名商掠l

( 1)本朕盟各固承疇， 如本固浩律允許， 座依取
杖， 或依利害美系人的清求， )(i才商綜注冊園或使用國主管
机美試均在該園已銓馳名， 厲于有杖享受本公釣利益的人
所有、 并且 用于相同或美似商品的商掠拘成隻制、 份制或
翻埠， 易于戶生混淆的商諒， 拒絕或撤銷注冊， 并禁止使
用. 送些規定， 在商諒的主要部分拘成封上述馳名商諒的

愛制或份制， 易于戶生混淆肘， 也座遁 用.
( 2)自注冊之日起至少五年的期間內， 座允 拌提出

撤銷 述神商諒的清求. 本瑕盟各固可以規定一小期間， 在
遠期間內 必須提出禁止使 用的清求.

(3)財于依惡意取得注珊或使 用的商你提出撤銷注
冊或禁止使 用的清求， 不座規定肘間限制.

第六奮之三

I商掠:美于圍徽、 官芳撞撞印章和

改府間組銀徽姐的禁例l

( 1) (a)本耳其盟各國同意， 其才未銓主 管机美 i午司，
而特本戰盟園家的固徵、 自旗和其他的因家徽記、 各族固
用以表明監督和保証的官方符寺和磕磕印章以及M.徵章掌

的親戚看來的任何份制 用作商綜或商你的組成部分， 拒絕
注冊或使其注珊元效， 并采取造對措施禁止使 用.

(b)上述 (a)項規定座同祥這 用于本戰盟一小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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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以上固家參加的政府向固隊組缺的徵章、 旗椒、 其他徵
記、 縮穹和名擲， 但已成 方保証予 以保妒的現行固隊枷定

的財象的徽章、 旗椒、 其他徽i己、 緒有和名單草除外.
(c)本戰盟任何國家元 須通用上述 (b)項規定， 而

損害本公約在該園生效前善意取得的杖利的所有人. 在上
述 (a) 項所指的商掠的使用或注冊性上不合使公余理解
均有美組俱勻遠神徽章、 旗恨、 徽i己、 縮苟和名赫有朕系
肘， 或者如果達科使用或注冊性廣上大概不金使公公誤解
方使用人勻該組棋有朕系肘， 本朕盟因家元須造用該項規

定.
(2)美于禁止使用表明監督、 保証的官方符 哥和噓

噓印章的規定， 座核只這用于在相同或美似商品上使用包
含該符哥或印章的示的情況.

(3) (a) 方了安施送些規定， 本朕盟固家同意， 特
它們希望或今后可能希望、 完全或在一定限度內受本象保
妒的固家徵氾勻表明監督保証的官方符辱和噓噓印章清
羊， 以及 以后又才該項清草的一切修改， 銓由固除局相互通

知. 本騏盟各固座在遁賞的肘候使公 食可 以得到用途祥方
法通知的清羊。

但是， 就因旗而育， 遠神相互通知 并不是強制性的.
(b) 本奈第 (1) 款 (b) 項的規定， 仗遁用于政府

伺固自示組缺銓由困縣局通道本朕盟困家的徽章、 旗椒、 其
他徽i己、 縮有和名林。

(4) 本朕盟任何固家如有昇坡， 可以在收到通知后
十二↑月內鐘由團隊局向有美固家或政府 向固隊組俱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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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于固 旗， 上述第 ( 1)款規定的措施 仗遁用于
1 925年 1 1月 6日 以后注珊的商棕。

( 6)美于本朕盟國家 以外的因家徽氾、 官方符辱和
撞撞印章， 以及美于政府伺固隊組旗的微章、 旗椒、 其他
徽i己、 縮有和名林， 述些規定 仗造用于接到上面第 (3)
款規定的通知超述 兩↑月后所注冊的商輯。

(7)在 有惡意的情況下， 各固有杖撤銷 即使是 在
1 925年 1 1 月 6日 以前注珊的含 有固家徽i己、 符寺和噓噓
印章的商林。

(8)任何固家的園民經批 准使用其本圓的因家徵
記、 符辱和 能噓印章者， 即使勻其他因家的固家徵i己 、 符
寺和噓噓印章相笑似， 仍可使用。

( 9)本朕盟各固承諾， 如有人 未詮批 准而在商.ill'.中
使 用本戰盟其他因家的固徽， 其有使人財商品的原戶地F
生誤解的性廣肘， 座禁止其使 用。

( 10)上述各項規定不座 妨再各固行使第六奈之五 B
款第 (3)項所規定的杖利， 即又才未詮批 准而含 有本耳其盟
因家所采用的固徽、 國 旗、 其他固家徽i己， 或官方符辱和
磕磕印章， 以及上述第 ( 1)款所述的政府 向固跡組俱壘
著符辱的商掠， 拒絕予 以注珊或使其注珊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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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之四

I商掠:商掠的特址l

( 1)根攝本朕盟國家的法律， 商你的特址只有 在勻
其所厲工我 並或商管岡肘移特主均有效肘， 如核工寂 並或
商眷座落在法園的部分， 連岡在該回制造或銷售赫有被轉
址商掠的商品的考有板一起移予受址人， 即足以承主人其特
址均有效.

( 2)如果受址人使 用受吐的商掠事宴上舍具有使公
余財使 用該商你的商品的原戶地、 性廣或 基本品廣度生漠
解的性庚， 上述規定 并不使眼盟回家負有承主人該項商舔特

址均有效的又努.

第六奈之五

I商綜:在本朕盟一↑固家注冊的商榕在本戰盟其他圖.

所雯的保妒l

A . ( 1) 在原厲固正規注珊的每一商諒， 除有本奈規
定的留外， 本戰盟其他回家 庄勻在原厲固注珊那祥接受申
清和給予保妒. 各族間家 在碗定注珊前可以要求提供原厲

園主管机美愛捨的注珊征者. 該項証唱元需主人証。
( 2)原厲園系指申 清人設有真察、 有效的工商 並蕾

�所的本耳其盟聞家;或者如果申 清人 在本朕盟內沒有遠祥
的膏�所， 則指他設有住所的本戰盟國家;或者如果申清
人 在本戰盟內設有住研， 但是他是本朕盟固家的回民， 則
指他有固籍的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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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下列情況外， x才本象所造 用的商你既不得拒絕注
冊也不得使注加元效:

1.在其要求保t戶的因家， 商赫 其有侵犯第三人的既得
杖利的性盾的;

2.商妳缺乏里著特征， 或者完全是由商企中 用以表示
商品的神美、 廣量、 數量、 用途、 份值、 原戶地或生戶吋
間的符學或你i己所組成， 或者在要求給予保妒的因家的現
代培育中或在善意和公主人的商努宴踐中已 銓成方慣用的;

3 .商你違反道德或公共秩序， 尤其是 其有欺騙公余的
性廣. 述一成座理解均不得 仗 仗因方商你不符 合商都立法
的規定， 即主人均按商你違反公 共秩序， 除非按規定本身同
公共秩序有美。

然而， 本規定在符 合遁用第十奈之二的奈件下， 也可
以造 用。

c. ( 1)決定一小商你是否符 合受保妒的奈件， 必須
考慮一切宰你情況， 特別是商你已經使 用吋|洶的長短。

( 2)商林中有些要素勻在原厲因受保妒的商赫有所
不同， 但 并未改斐其里著特征， 亦不影吶其勻原厲固注珊

的商掠形式上的同一性的， 本朕盟其他因家不得 仗 仗以此
方理由而予以拒絕。

D.任何人要求保妒的商掠， 如果未在原厲固注珊，
不得享受本奈各規定的利益。

E.但商你注冊在原厲固縷展， 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包含
在該商粽已銓注冊的本戰盟其他因家續展注珊的文勞。

F.在第四奈規定的期間內提出商掠注珊的申清， 即使
原厲園在按期間屆浦后才避行注冊， 其忱先杖 利益也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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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吶.

第六奈之六

l商綜:服努掠記l

本朕盟各固承惜保妒服努掠氾. 不座 要求它們竭誠項
都i己的注珊作出規定.

第六.之七

l商掠:未經所有人提根而以tt理人敢做囊人名sl.注冊l

( 1)如果本戰盟一小固家的商掠所有人的代理人或
代表人， 未經該所有人授校 而 以自己的名)1..向本朕盟一小

或一↑以上的田家申清該商你的注珊， 該所有人有杖反封
所申清的注冊或要求取消注珊， 或者， 如該固法律允許，
該所有人可 以要求 特該項注珊特社給自己， 除非該代理人
或代表人証明其行均是正當的.

(2)商都所有人如未授杖)Á使用 ， 以符 合上述和
( 1)款的規定方象件， 有杖反封其代理人或代表人使用

其商都.
(3)各固立法可 以規定商你所有人行使本奈規定的

校利的 合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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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

I商綜:使用商掠的商晶的健康l

使用商你的商品的性廣決不座成均按商掠注珊的障
碑。

第七.之二

l商輯:集你商掠l

( 1) 如果社固的存在不違反其原屑固的法律， 即使
該社因沒有工商.ft昔.ft所， 本朕盟各圓也承諾受理申清，
并保妒厲于該社固的集体商粽.

(2) 各固座自行申定美于保 妒集体商你的特別奈
件， 如果商你違反公共利益， 可 以拒絕給予保妒.

(3) 如果社固的存在不違反原厲園的法律， 不得 以
該社困 在其要求保妒的因家設有膏.ft所， 或不 是根揖 族圓
的法律所組成 方理由， 拒絕滑該社圓的遠些商你給予保
妒。

第 八 .

(r商名都l

「商名赫在在本朕盟一切固家內受到保妒， 設有申清
或注珊的文勞， 也不拾其 是否 方商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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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學

l商掠、 「商名掠:封非法綜有商掠或「商

名廊的商品在避口肘予以扣押l

( 1) 一切非法赫有商林或「商名林的商品， 在遊口
到該項商掠或「商名赫有杖受到法律保妒的本朕盟因家
肘， 座予 以扣押。

(2) 在友生非法粘 附上迷你i己的固家或 在該商品已
遊口遊去的國家， 扣押座同祥予 以執行。

(3)扣押座依撞察官或其他主管机美或利害美系人
(元 洽 方自然人或法人)的清求， 按照各固本固法的規定

遊行.
(4)各抗美財于垃境商品設有執行扣押的文勞。
(5)如果一固法律不准許在遊口肘扣押， 座代之 以

禁止遊口或在圍內扣押.
(6) 如果一固法律既不准許 在遊口肘扣押， 也不准

拌禁止遊口或在固內扣押， 則在法律作出 相座修改 以前，
座代之 以按囡囡民在此神情況下按法固法律可 以采取的訴
訟和救濟手段。

第 + � 

I虛侷掠把:對掠有虛的的原F地或生F者掠記的商品在

避口肘予以扣押l

( 1)前象各款規定座造用于直接或間接使用虛偽的
商品原戶地、 生戶者、 制造者或商人的你i己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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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JA事此項商品 的生 戶、 制造或銷售的生 P
者， 制造者或商人， 元拾 方自然人或法人， 其蕾�所設在
被虛仿掠19商品原戶的地方、 誠地所在的地區， 或在 虛仿
掠 方原戶的因家、 或在使用該 虛仿原戶地掠i己的因家者，

元拾如何均座視 方利害美系人。

第十奈之二

l不正當賣學l

( 1)本戰盟固家有文努財各族固固民保証給予轉不
正當竟箏的有效保妒。

(2 )凡在工商並事努中違反城寞的耳慣做法的竟爭
行19拘成不正對竟爭的行 方。

(3)下列各項特別座予 以禁止;
1.具有采用任何手段滑竟爭者的膏主It所、 商品或工商

�活功F生混淆性盾的一切行 方;
2.在詮蕾商�中， 具有損害竟爭者的蕾並所、 商品或

工商並活功的信用性盾的虛的說法;
3.在經膏商�中使用金使公余玲商品的性腫、 制造方

法、 特鼠、 用途或數量易于戶生 淚 解的表示或說法。

第十奈之三

I商綜、 「商各椒、 虛倒諒旭、 不正當賣學:

救濟手段， 起訴根l

( 1)本朕盟固家承i若保証本戰盟其他固家的固民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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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效地攤第九奈、 第十奈和第十第之二所述一切行克的
造過的法律上救濟手殷.

(2)本朕盟國家 并承渚規定措施， 准許不違反其本固告
律而存在的眼合金和社固， 代表有利害美系的工 並家、 生戶
者或商人， 在其要求保妒的固家法律允件讓固的戰 合金和社

困提出控訴的范圓肉， 方了制止第九象、 第十奈和象十奈之
二昕述的行 方， 向法院或行政机美提出控訴.

第+-.

lät明、 察用新型、 工血晶外親混汁、 商掠:在某些團隊
展施舍中的l幅肘保妒l

( 1)本耳其盟回家 庄按其本固挂律封在本戰盟任何固
家領土內拳亦的官芳的或控官芳承汰的固豚展覽金展出的
商品中可 以取得寺利的安明、 察 用新型、 工 並品外現投汁
和商掠， 捨 予l惦吋保妒.

(2)該項l描吋吋保妒不腔延展第四奈規定的期間.
如 以后要求傀先杖， 任何國家的主管机美可 以規定其期間
座自該商品在展施舍展出之曰:卉始.

(3)每一令國家主人均 必要肘可 以要求提供証明文
件， 怔裳展出的物品及其在展覽金展出的日期.

第+二.

I固家工血F校考n机絢l

( 1)本戰盟各固承渚設立工�r:校考n机胸和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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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借過寺利、 裝用 新型、 外現投汁和商你的中央机拘.
(2)按寺n机拘定期出版公撮， 按肘公布:

(a) 被授予寺利的人的姓名和取得寺利的友明
的概要;

(b)注珊商你的愛制品.

第+三.

I本戰盟大金l

(1) (a) 本戰盟渡大舍，由 本戰盟中受第十三奈至
第十七奈約束的固家組成.

(b)每一固政府座有一名 代表， 該代表可 以由
副 代表、 願向和寺家輔助.

(c)各代表圓的費用由委派該代表固的政府負
扭.

2. (的大舍的眼杖如下:
(i) 赴理有美維持和愛展 本戰盟及執行本公

鉤的一切事項;
(ii)財建立世界知lJtr=校組訊( 以下筒都

“ 本組餌")公約中所述的知俱戶校園隊局( 以下筒林“國
隊局")作美于第各修訂合梭的指示， 但座遁�考慮本朕
盟固家中不受第十三象至第十七象約束的因家所提的意
見;

(iü)申查和批准 本組俱慈干事有美 本朕盟的
披告和活功， 并就 本戰盟根限內的事項珊，也干事作一切必

要的指示;

• 27 



(iv)遍拳大金 執行委員舍的委員;
(v)申查和批准 執行委員舍的披告和活功，

并滑該委員合作指示;
的i)決定本朕盟汁划和通道二年預算， 并批

准決算;
(討i)通道本耳其盟的財努規則;
( viii)均宴現本戰盟的目的， 成立遁曳的考

家委員金和工作組;
(ix)決定接受哪些非本朕盟成員園的困家 以

及哪些政府向組旗和非政府間固隊組棋 以視察員身份參加
本戰盟合攻;

(x)通道第十 三象至第十七奈的修改;
(xi)采取旨在促遊宴現本戰盟目;你的任何其

他的這對行功;
(xii)履行按照本公約是遁貴的其他取實;
(xiii)行使建立本組俱公約中授予 并經本戰

盟接受的杖利.
(b)美于財本組俱管理的其他跟盟也有利害美

系的事項， 大金在昕取本組棋協調委員舍的意見后作出決
放.

(3) (a)除遁用 (b)項規定的情說外， 一名代表 仗
能代表一小固家.

(b)本 耳其盟一些固家根攝一項寺n協定的象款
組成一小共同的、 滑各族團家具有第十二象所述的固家工
並戶杖寺內机拘性盾的机胸的， 在 吋 拾肘， 可 以由遠些回

家中的一固作方共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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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大金每一成員固座有一小投票校.
(b)大合成員園的半數絢成 卉舍的法定人數.
(c)應管有 (b)項的規定， 如任何一吹舍拔出

席的國家不足大合成員圍的半數， 但迷到三分之一或 三分
之一以土肘， 大金可以作出決仗， 但 是， 除有美其本身的
故事程 序的決說外， 所有其他決說只有符 合下述象件才能
生效. 固豚局座格達些決說通道未出席的大金成員間， 清
其在通知之日起三小月的期間內以唱面表示其投票或奔
杖. 在渡期間屆浦星， 如述些表示投票或奔紋的固家教
目， 送到金說本身 卉舍的法定人數昕缺少的固家教目， 只
要岡肘也取得了規定的多數票， 述些決放座有效.

(d)除這用第十七奈第 (2)款 規定的情況
外， 大金決放需有所投票數的三分之二票.

(e)弄校不座主人均 是投票.
( 5) (a)除遁用 (b )項規定的情況外， 一名代表只

能以一固名文投票.
(b)第 (3)款 (b)項研指的本戰盟固家， 一

般座息量派遣本固的代表園出席大舍的金故. 然 而， 如其
中任何國家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派出本固代表困肘， 可以授
枝上述固家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派出本固代表困肘， 可以授
板上述固家中其他 國家代表因以其名文投票， 但每一代表

困只能方一↑因家代理投票. 代理投票的枝限座由因家元
首或主管部長鑫署的文件授予.

(6 )非大合成員圍的本戰盟因家座被允件作��察
員出席大舍的金放.

(7) (的大金通常金說每二肪年召 卉一狀， 由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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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召集， 如元 特殊情況， 和本組旗的大金岡肘伺岡地成召
卉。

(b)大金l施肘金說由忌、干事座執行委員金或占
四分之一的大合 成員園的要求召 卉.

(8)大金座通道其本身的故事規程.

第+四鎮

(�行委員金l

( 1)大含混 執行委員舍。
( 2) (a) 執行委員金由大合成員園中逃出的因家組

成. 此外， 本組伊、忌部所在地因家， 除遁用第十六象第
(7)款 (b)項規定的情況外， 在該委員舍中座有盎然的

席位。
(b)執行委員合各 成員固政府座有一各代表，

該代表可 以由副代表 、 厥間和寺家輔助。
(c)各代表固的費用座由委派改代表固的政府

負扭.
(3) 執行委員金成員圍的數目座相對于大金 成員圓

的四分之一. 在萌定席位數目肘， 用四除后余數不汁.
(4)進拳執行委員金委員肘， 大舍區遁虫注意公平

的地理分配， 以及組 成 執行委員舍的固家中有勻 本戰盟有
美系的寺內協定的締約固的 必要性.

(5) (a)執行委員金委員的任期， 座自逃出委員舍
的大金金期聽了 卉始， 直到下屆通常金說金期終了方止.

(b) 執行委員金委員可 以逼進連任， 但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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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得超泣委員的三分之二。
(c)大金座制定有美抗行委員金委員進拳和可

能進逸的祥姻規則。
(6 ) (a) 執行委員舍的取杖如下:

(i)捌定大金故事日程草案;
(ii)就拉干事似訂的本戰盟汁划草案和二年

預算向大金提出建設;
(iii)格，且干事的定期披告和年度金汁撞查披

告， 附具遁賞的意見， 提交大舍。
(iv)根掘大金抉哎， 并考慮大合 兩屆通常金

放中伺友生的情況， 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保証，且干事 執行本
戰盟的汁划;

(v) 執行本公的所規定的其他取責。
(b)美于財本組主只管理的其他跟盟也有利害美

系的事項， 執行委員金座在昕取本組俱枷洞委員舍的意見
后作出決杖。

(7) (a) 執行委員金每年拳行一坎通常金說， 由，且
干事召集， 最好和本組俱枷調委員金同吋肉同地成召 卉。

(b) 執行委員金l惦肘座核座由，且干事依其本人
倡放或座委員金主席或四分之一委員的要求 而召 卉。

教.

(8) (a) 執行委員金每一成員固座有一小投票杖。
(b) 執行委員金委員的半數拘成 卉舍的法定人

(c)決設需有所投票數的筒草多數。
(d)弄叔不座宜人均是投票。
(e)一名代表杖能代表一小國家， 并以一↑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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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名){投票.
(9)非執行委員金委員的本朕盟因家可以派視察員

出席執行委員舍的合訣。
( 10)執行委員金座通道其本身的故事規程.

第+li.

l固�局1

( 1) (的有美本朕盟的行政工作座由困縣局執行.
固隊局是由本朕盟的局和保妒文掌乞朮作品固除公約所建
立的戰盟的局朕 合的權縷.

(b)困縣局特別座執行本膜盟各机椅的秘唱赴
的眼努.

(c)本組旗，且干事方本戰盟最高行政官員， 并
代表本戰盟.

(2)國隊局在集有美工 並戶校的情撤并予 以公布.
本朕盟各 成員回座迅速將一切有美保妒E並戶 板的新法律
和正式文本送交固豚局;此外， 遲座向固豚局提供其工�
p杖机拘 �衰的保妒工 並戶杖 直接有美并滑固除局工作有
用的出版物.

(3)固除周座出版月刊.
(4)國隊局座依 清求向本戰盟任何因家提供有美保

妒工 並戶叔阿趣的情披.
(5)固豚局皮避行研究， 并提供服旁， 以促避滑工

�tz:校的保妒.
(6) 且干事及其指定的耳貝貝座參加大舍、 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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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以及任何其他寺家委員金或工作組的一切合攻， 但元
投票根. 且干事或其指定員j;J述些机祠的對然秘書.

(7) (a)固隊局座按照大舍的指示， 勻執行委員金
合作， 第各X才本公約第十三象至第十七象以外的其他象款

的修訂合放.
(b)固除局可以就修訂合仗的第各工作勻政府

向組棋和非政府間團隊組俱跡商.
(c) )且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員座參加速些金仗的

吋 拾， 但元 投票根.
(8)固除局座執行指定由其執行的任何其他任勞.

第+六.

i財 努l

( 1) (a)本朕盟座制定預算.
(b)本職盟的預算皮包括本戰盟本身的收人和

支出， 文才各戰盟共同經費預算的攤款， 以及需要吋滑本組
俱成員固舍拔預算提供的款項.

(c)不是寺厲于本戰盟、 而且也屑于本組俱所
管理的其他一小或一小以上眼盟的銓費， 座主人均各朕盟的
共同經費. 本月美盟在該項共同經費中的擁款座勻本戰盟在

其中所享的利益成比例.
(2)本朕盟預算的制定座造過考慮到勾本組拱管理

的其他跟盟預算相協調的需要.
(3)本戰盟預算的財政來源如下:

(i)本戰盟國家的金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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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國隊局提供有美朕盟的服努年得到的費
用或收款;

(iii)因你局有美本朕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
稅;

(iv)贈款、 遺贈 和朴助金;
(v)租金、 利息 和其他奈項收入。

( 4) (的方了碗定神預算座繳的金費， 本戰盟每一
↑固家皮屑于下列的一令等綴， 并以所厲等級的單位教方
基咄繳納年度舍費:

等級1 ... ... .‘. ... ... ... ... ... ... 25 
等級n ... ... ... ... ... ... ... ... ... 20 
等級III ... ... ... ... ... ... ... ... ... 的

等級IV ... ... ... ... ... ... ... ... ... 10 
等級V... ... ... ... ... ... ... ... ... 5 
等級VI... ... ... ... ... ... ... ... ... 3 
等級vn. .. ... ... ... ... ... ... ... ... 1 

(b)除已鐘指定等級外， 每一固家座在交存批
准有或加人有的同肘， 表明自己愿厲哪一等級. 任何固家
都可以改斐其等級. 如果進揮較低的等圾， 必須在大舍的

一屆通常金坡上青明。 述神改斐座在該屆金仗的下一肪 年
卉始耐生效。

(c)每一因家的年度金費的數額在所有固家向
本朕盟預算繳鍋的金費，且頓中所占的比例， 座勻按國的草
位數額在所有繳鍋金費固家的草位，位教中所占的比例相

同。
(d)金費座于每 年一月一日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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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固家欠繳的金費數額等于或超述其前
兩小整年的金費數額的， 不得在本戰盟的任何机拘 (按固
方其成員)內行使投票杖。 但是如果怔宴該園延退繳費系

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況， 則在遠祥的期伺內本耳其盟
的任何机拘可 以允許核固在該机絢繼縷行使其投票杖。

(。如預算在新的財政年度 卉始前尚未通道，
按財努規則的規定， 預算腔勻上一年度預算的水平相同。

(5)因你局提供有美本朕盟的服努座得的費用或收
款的數額由，且干事萌定， 并披告大金和執行委員舍。

(6) (a)本朕盟座投工作 基金， 由本朕盟每一困家
一吹繳納的款項組成， 如 基金不足， 大金座決定予 以增
加.

(b)每一固家向上述 基金初吹繳鍋的數額或在
基金增加吋分扭的數額， 座勻建立 基金或決定增加 基金的

一年該固繳納的金費成比例。
(c)繳款的比例和余件座由大金根掘，且干事的

建說， 并昕取本組�枷調委員舍的建放后規定。
(7) (a)在本組俱勻其忌部所在地固家締結的，且部

枷定中座規定， 工作 基金不足吋該固座捨予墊款。 每坎墊
款的 數額和奈件座由本組棋和族團鑫汀草蝕的跡定. 該固
在承扭墊款文努期何， 座在執行委員舍中有�然席位.

(b) (a)項所指的固家和本組俱 都各自有校 以
有面通知疲除墊款的又旁。 庭除座于愛出通知�年年底起
三年后生效.

(8)帳目的金汁撞查工作座按財努規則的規定， 由
本戰盟一小或一↑ 以上固家或由外界甫汁肺避行。 他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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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含在征得其同意后予 以指定。

第+七.. 

I第+三a甚至第+七奈的修正l

( 1)修正第十 三、 十四、 十五、 十六奈 和本奈的提
案， 可 以由大金任何一小成員園、 執行委員金或慈干事提
出。 逗笑提案座由且干事至少在提交大金申說六小月前通
知大金成員圈。

(2)河第( 1)款所述各奈的修正案須由大金通道.
通泣需要有所投票數的四分之三票， 但第十三奈 和本款的
修正案需要有所投票數的五分之四票。

(3)第( 1)款所述各奈的修正案， 在拉干事收到大
金通迂修正案吋四分之三的大金成員固依照各該固免法程
序接受修正案的 有面通知一↑月后友生效力。 各族奈的修

正案在銓接受后. x才修正案生效吋大合成員圍 以及 以后成
方大金成員固的所有因家都有約束力， 但有美增加本朕盟

園家的財政){各的修正案， 仗X才通知接受該修正案的固家
有的束力.

第+J\..

I第一奈軍第+二張和第+J\..至第三+奈的修訂l

( 1)本公約座交付修汀， 以便采 用一些旨在改善本
耳其盟制度的修正案。

(2) 方此目的， 特陪繞在本戰盟國家之一拳行本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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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固家代表金攻。
(3)財第十三象至第十七奈的修正座按照第十七奈

的規定亦理.

第+九.

倚門協定l

不盲而喻， 本朕盟固家在勻本公鉤的規定不相抵蝕的
范圍內， 保留有相互伺分 砂鑫汀美于保妒工並戶校的寺n
協定的杖利.

第三+.

l*朕盟圖象的批准或加入;生效l

(1) (的本膜盟任何固家已在本改定脊上筆字者，
可 以批准本放定者， 未鑫字者可 以加人本放定咽。 批准有
和加人 有座過交忌干 事保存。

(b)本朕盟任何國家可 以在其批准 有或加人 告
中青明其批准或加人不遁用于:

(i)第一象至第十二奈， 或
(ii)第十 三象至第十七奈。

(c)本朕盟任何固家根掘 (b)項的規定育明其
批准或加人的效力不遁用于該項所述的 兩組余文之一者，

以后可 以隨肘育明特其批准或加人的效力伊大至該組祭
文。 該項育明 有虛道交，且干 事保存。

(2) (a)第一象至第十二奈， 滑于最早過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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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人有而未作上述第 ( 1)款 (b)項第 (i)目所允許
的青明的本朕盟十↑固家， 在過交第十份批准者或加入有
三小月后， �生效力。

(b)第十三奈至第十七奈， 財于最早過交批准
告或加人有而未作上述第 ( 1)款 (b)項第 (ii)目所允

許的青明的本戰盟十↑固家， 在過交第十份批准唱或加人
括三小月后， 友生效力。

(c) 以第 ( 1)款 (b)項第 (i)目和第 (ii)
目所述的兩組祭文按照 (a)項和 (b)項的規定每一組
卉始生效 方奈件， 以及以造用第 ( 1)款(b)項規定方

象件， 第一象至第t七奈， 商于 (a)項和 (b)項研述
的過交批准有或加入有的國家 以外的 、 或按第 (1 )款

(c)項道交育明的任何固家 以外的本耳其盟任何固家， 在屈、
干事就該項過交友出通知之日起三令月后， �生效力， 除
非所過交的批准.:f5、 加人者或育明已經指定 以后的日期.
在后一情況下， 本放定有財t表團座在其指定的日期愛生效
力。

(3)第十八象至第 三十奈， 滑過交批 准者或加人有
的本耳其盟任何因家， 陸在第 ( 1)款 (b)項所述的兩組
祭文中任何一 組祭文， 按照第 (2)款 (a)、 (b)或

(c)項財該園生效的日期中比較早的那一日友生效力.

第二+-_'

I本戰盟以外固眾的加入;生效l

(1)本朕盟 以 外的任何固家 都 可 以加人本說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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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方 本戰盟的成員固. 加人尖過交，忠于事保存.
(2) (a) 本朕盟以外的任何國家 在放定者的任何規

定支生效力前一小月或一小月以上過交加人者的， 本放定
有座 在法規定按照第二十奈第(2) 款(a)項或(b)項

最先友生效力之日滑坡固�生效力， 除非核對日人 有己鐘指
以后的日期; 但座遵守下列奈件:

(i)如第一奈至第十二象在上述日期尚未友
生效力， 在遠些規定 �生效力 以前的道渡期間， 作 方代
替， 該固座受里斯 本設定 有第一奈至第十二奈的約束;

(ii)如第十 三象至第十七象 在上述日期尚未
友生效力， 在送些規定友生效力以前的道渡期間， 作 方代
替， 該固座受里斯 本放定 有第十三奈、 第十四奈第(3)

款 、 第 (4)款和第 (5) 款的約束.
如果法國 在其加人 告中指定了以后的日期， 本設定 有

座 在其指定的日期財該固友生效力.
(b) 本朕盟以外的任何固家過交加人者的日期

是 在 本設定 有的一組象文友生效力敏后， 或友生效力前一
↑月內的， 除這用(a)項規定的情況外， 本設定唱腔 在
拉干事就該固加人友出通知之日起三小月后竭誠固君主生效
力， 除非該加人 有已銓指定以后的日期. 在后一情況下，
本設定 有座在其指定的日期滑該固友生效力。

(3)本朕盟 以外的任何因家 在 本說定 括全部友生 效
力后或支生效力前一↑月內通交加人有的， 本說定�座 在
，也干事就被固加人 �出通知之 日起三小月后又才族團友生效

力， 除非該加人 告已銓指定 以后的日期. 在后一情況下，
本設定 有座在其指定的日期滑該固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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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學

i批准或加入的后果l

除遁用第二十奈第 ( 1)款 (b)項和第二十 人第
(2)款的規定可能有例外外， 批准或加人座自劫辱致接

受本放定有的全部奈款并享受本放定暫的全部利益.

第二+三.

I加入以前的故定者l

在本放定者全部 �生效力 以后， 各國不得加人本公約
以前的故定有.

第二+四.

l領 地l

( 1)任何固家可 以在其批准有或加人告中青明， 或
在以后任何吋候 以者面通知忌干事， 本公約遁 用于改圓的
青明或通知中所指定的由法固負責其滑外美系的全部或部
分領地.

(2)任何因家已經作出上述育明或提出上述通知
的， 可 以在任何肘候通知，且干事， 本公約停止遁用于上述
的全部或部分領地.

(3) (a)根掘 ( 1)款提出的青明， 座勻包括該項背
明的批准有或加入胡同肘友生效力;根揖該款提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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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在忌干事通知此事后三小月友生效力。
(b)根掘第 (2)款提出的通知， 座在，已干事

收到此項通知十二小月后友生效力。

第二+五.

I在圍內說行本公約l

( 1)本公鉤的締約固承惜， 根掘其免法， 采取保証
本公約這 用的 必要措施。

(2)不吉而喻， 各固在過交其批准 有或加人 有吋 特
能根揖 其本固法律妥施本公鉤的規定。

第二+六.

I退 出l

( 1)本公約克限期地有效.
(2)任何固家可 以通知，且干事退出本放定者。 該項

退出也拘成退出本公約 以前的一切故定者。 退出 仗通知退
出的因家:&生效力， 本公約x>t本朕盟其他固家仍完全有
效.

(3)自忌干事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 退出友
生效力.

(4)任何回家在成 方本戰盟成員園之日起五年屆浦
以前， 不得行使本象所規定的退出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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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

I以前放定唱的通用l

(1 )美于遁用本放定 有的固家之間的美系， 并且 在
其造用的范圍內， 本放定 有取代188 3 年 3 月 20 日的巴
黎公約和以后修訂的故定 有。

(2) (a)財于不造用或不全部這用本放定者， 但這
用1 958年1 0月 3 1日的里斯本放定者的固家， 里斯 本放
定者仍全部有效， 或 在按第 (1 )款的規定本說定 有并未
取代核攻定 有的范園內有效。

(b)同祥， 財于既不造用本放定 有或其一部
分， 也不造用里斯本放定 有的固家. 1 934 年 6 月 2日的
佮敦說定有仍全部有效， 或 在按第 (1 )款的規定本j)(

定有并未取代核攻定 有的范圍內有效。
(c)同祥， 滑于既不這用本放定 有或其一部

分， 也不這用里斯本放定唱， 也不遁用佮敦設定暫的固
家.1 925年11 月 6日的海牙坎定 有仍全部有效， 或 在按
第 ( 1)款的規定 本放定者并未取代該說定者的范圍內有
效.

(3) 本戰盟 以外的各固成 方 本放定 有的締鉤固的，
財非本放定 有的締約園或者且然是本放定 有的締約固但按
照第二十象第 (1 )款 (b)項第(i)目提出青明的本戰
盟任何因家， 座造用本設定-1S. 各該固承試， 上述 本朕盟

國家 在其勻各該園的美系中， 可以這用核戰盟因家所參加
的最近攻定暫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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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J\..

I學 .1

(1)本朕盟兩小或兩令以上回家之間財本公約的解
釋或造用有爭故不能靠談判解決肘， 有美間家之一 可以按
照回你浩脫規夠將爭放提交該法蹺， 除非有美固家就某一
基他解決身、法述成協說. 特爭放提交該浩院的固家庄通知

固豚局;固自示局皮特此事提清本戰盟其他回家注意.
(2) 每一固家在本設定唱上盤字或過交批准者或加

人 告肘， 可 以實明它lÁ'"自己不受第 ( 1)款規定的約
束. 美于該固勻本朕盟任何其他固家之伺的任何爭說， 上
述第 (1)款的規定概不這用.

(3)根攝上述第 (2)款提出育明的任何固家可 以在
任何肘候通知 ，且干事撤回其背明.

第二+丸.

I筆字、 續膏、 保存取實l

(1 ) (a)本放定 有的鑫字本 方一份， 用法活苟成，
由端典政府保存.

(b) 且干事句有美政府協商后， 座制定英語、
德靖、 意大利靖、 葡萄牙靖、 俄里，斯塘、 西班牙培以及大
金指定的其他培育的正式文本.

(c)如財各神文本的解釋有不同意見， 底以法
培本"，准.

(2)本放定者在 196 8 年 1 月 13 日 以前在 斯德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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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卉放鑫字。
(3) j忠于事座格控瑞典政府証明的本放定有鑫字文

本二份分送本耳其盟所有固家政府， 并根掘清求， 送捨任何
其他國家政府。

( 4)忌干事皮特本放定唱交眼 合固秘桔赴登i己。
(5)且干事座特盤字、 批 准者或加人莉的交存和各

族文件中 包括的或按第二十 象 ( 1)款 (c)項提出的青
明， 本改定有任何規定的生效、 退出的通知以及按照第二
十四奈提出的通知等， 通知本朕盟所有國家政府。

第三+-

I迫渡無數l

( 1) 直至第一任忌干事就取方止， 本設定括所指本
組紋固隊局或忌干事座分別視方指本戰盟的局或其局長。

( 2)凡不受第十三奈至第十 七 象釣束的本朕盟國
家， 直到建 立本組訊公的生效以后的五年期間內， 可以隨
其自愿行使本放定有第十三象至第十七象規定的杖 利， 如
同各該因受迫些祭文約束一祥。 愿意行使該項杖 利的因家
庄 以有面通知，也干事;該通知自其收到之日起友生效力。
直至該項期間屆浦方止， 述些國家 庄視方大舍的成員園。

(3)只要本耳其盟所有固家沒有完全成方本組哄的成
員固， 本組主只因隊局也座行使本朕盟的局的眼責， 忌干事
也座行使該局局長的眼責。

( 4)本戰盟所有回家一且 都成方本組伊�M、固以后， 本戰
盟的局的杖 利、 文努和財戶均座移交給本組俱固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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