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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嚴謹地執行打假活動來對付上述三類侵權人或會消
耗版權擁有人的精力、勞力和金錢。因此，版權擁有
人亦不願投入太多的資源來對付上述的侵權人。這狹
義的決定是很容易理解的。

1.1

1.     寬厚對待侵權人 ─殘忍對待客戶

一般而言，侵權人會從小規模侵權活動起步，然後
在版權擁有人不知情或漠視侵權活動的情況下，慢
慢擴闊至其他對象，甚至是知識產權擁有人的客戶
。

1.2 有些知識產權擁有人即使知道侵權人和侵權活動的
存在也不太理會。這是因為侵權人和侵權活動暫時
沒有直接影響到版權擁有人的正版產品的市場。以
下的侵權人往往能得到版權擁有人的漠視和眷顧:-

 1.2.1     侵權人處於一個版權擁有人沒有知識產權
           權利的國家／地方，打假較難執行、

 1.2.2     侵權人只是一細小的貿易公司或單一的（而不  
           是連鎖店式的）門市公司、和

 1.2.3     版權擁有人只是牢牢掌握某些大客戶來銷售
           正版產品，無視侵權人小規模的侵權活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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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想帶出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來闡明漠視侵權
活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在版權擁有人不積極採取打假行動來終止小規模的
侵權活動下，生產侵權產品的生產商便能獲得固定的
利潤來進一步發展侵權產品。侵權生產商（透過貿易
公司）繼而會把侵權產品進一步推銷給大型的連鎖店
。慢慢地，越來越多的大、中、小貿易公司和連鎖店
會參與到轉售和銷售侵權產品中。侵權情況將會進一
步惡化。更會有一些「醒目」的貿易公司會和另一製
造商另行開發侵權產品的第二版。若不加以制止，「正
版產品」、「侵權產品」和「侵權產品的第二版」均會在
自由市場競爭下一併消失。」

1.4

每年，筆者均會遇到類似這樣的案情，只是每個案情
都有各自不同的階段變化而已。以積極的態度和以處
之泰然的態度來看待侵權活動的知識產權擁有人都存
在。對積極參與打假活動的版權擁有人，筆者總結了
他們的得著:-

1.5 

在知識產權擁有人進行初級的打假行動後，侵
權人參與侵權活動的數量快速減少、

在進行積極打假活動後，多數曾參與轉售和銷
售侵權產品的貿易商和零售商會陸陸續續（表
面上和／或實質上）停止轉售和銷售侵權產品。

在知識產權擁有人在根源上起訴生產侵權產品
的生產商，並把起訴的事實和成功起訴的結
果公告市場之後，曾參與轉售和銷售侵權產
品的貿易商和零售商（表面上）接近絕跡。
但這並不等於打假的終點。

1.5.1

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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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知識產權擁有人可透過積極和準確的打假行動
來打擊侵權活動，甚至是殲滅侵權活動，但他仍需在
正版產品的基礎上不斷研究從而製作出正版產品第
二版來與其他競爭對手競爭。據經驗，所謂的競爭對
手其實包括上述能從侵權產品中演變出侵權產品第
二版（而又不觸犯正版產品的知識產權）的侵權人
，他們或會成為知識產權擁有人的頭號競爭對手。

1.6 

3

有些強橫的生產商看見知識產權擁有人積極
採取打假行動來終止貿易商和零售商銷售侵
權產品，就把侵權產品進行改造繼而製作出
侵權產品第二版。其目的是想透過侵權產品
第二版讓貿易公司和零售商繼續銷售其生產
的產品。這時，知識產權擁有人便需「進一
步行動」。

1.5.4

所謂「進一步行動」，是指知識產權擁有人
首先要查證侵權產品第二版是否仍然觸犯知
識產權擁有人的知識產權，若果生產商「未
夠班」和侵權產品第二版仍屬侵權，知識產
權擁有人便需要借此機會把侵權產品和侵權
產品第二版的市場徹底殲滅。知識產權擁有
人這一輪進攻的主要是殲滅侵權生產商的誠
信，使得曾向侵權生產商購買過侵權產品或
接觸過侵權產品第二版的貿易公司和零售公
司終止接貨。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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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侵權人對話─即時訴訟效果

本所剛接獲一生產商查詢如何解決以下嚴峻的侵權情
況:-

「生產商經營設計和生產一防水手提電話機殼。為保
護電話機殼獨特的設計，生產商已在中國、美國和歐
盟國家進行發明專利註冊申請。但在各國的專利申請
還未批核前，生產商已遇上惡劣的抄襲行為。抄襲程
度接近100%。雖然生產商嘗試勸阻侵權人（它是一所
台資的中國公司）停止生產和銷售侵權產品，但不果
。最近，生產商更發現有其他貿易公司在互聯網和零
售店將侵權產品大量銷往東南亞各國。同時，生產商
的主要客戶已開始「詐型」。」

2.1

在第一次的對話中，生產商表達他想透過法律程式沒
收侵權人的模具。據本人經驗，沒收侵權人的模具雖
然重要，但它及不上以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2.1     向客戶的交代（「問題一」）、和

 2.2.2     制止市場的侵權行為（「問題二」）。

2.2 

當侵權問題出現並變得嚴峻時，生產商的客戶會向生
產商「詐型」—舉報侵權行為，繼而要求生產商降低
其產品價錢以供客戶抗禦侵權產品。更甚的是，有些
客戶會向侵權人投懷送抱。所以生產商應盡早積極處
理問題一，不然，生產商正熱賣的防水機殼的訂單會
急促下坡。若生產商以「積極不幹預」的態度，後果
可能是侵權人繼續抄襲生產商其它的產品，生產商的
舊客戶則繼續銷售其它的侵權產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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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產品湧現市場的首半年，源頭極可能只有一個。
所以在展覽會和互聯網出現的次等侵權人均只是扮演
轉售（即Trading）和零售（即Retail）的角色。除非
生產商採取行動，該批次等侵權人的數目會在互聯網
和展覽會迅速增加。要解決問題二，生產商必須積極
採取幹預行動來阻止在展覽會和在互聯網兜售侵權產
品的貿易公司和零售公司。

2.4

要同時解決問題一和問題二，筆者建議生產商考慮以
下即時行動:-

 2.5.1    在中國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行動一」）、

 2.5.2    查冊互聯網、產品雜誌和展覽會兜售和銷售侵 
          權產品的侵權人，並向他們即時發放警告信 
         （「行動二」）。在警告信內，生產商需要直
          接或間接向收信人表明他已向侵權生產商提出
          起訴的事實。                                                                                           

2.5 

上述行動一和行動二是可於三、兩星期內完成。有見及
生產侵權產品的侵權人已被生產商起訴，絕多數收到
生產商警告信的貿易公司和零售公司也會即時終止兜
售侵權產品。這樣侵權活動便可在兩三星期內降溫，同
時亦可即時挽回客戶的信心，從而繼續與生產商合作。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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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解決問題一和問題二，筆者建議生產商考慮以
下即時行動:-

 2.5.1    在中國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行動一」）、

 2.5.2    查冊互聯網、產品雜誌和展覽會兜售和銷售侵 
          權產品的侵權人，並向他們即時發放警告信 
         （「行動二」）。在警告信內，生產商需要直
          接或間接向收信人表明他已向侵權生產商提出
          起訴的事實。                                                                                           

所以，生產商在面對上述嚴重的侵權行為時，他第一
目的並不是如何透過法律程式把侵權產品的模具沒收
。即使沒收模具是行動的主因，生產商也需要八至九
個月才可達到。到時，那「阿珍嫁了人」情況已幫不
了生產商，因為他的客戶已放棄銷售生產商的防水機
殼了。相反，生產商要積極採取行動一和二。

2.7 

當然，在採取行動一前，生產商需要與律師商討正確
和適合的訴訟理據方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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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想透過本文建議企業嘗試從另一角度來探討訴
訟的可行性:-

3.3

對以下公司/企業，提起訴訟（即發出告票起訴侵權人）
是一迷惘、缺乏資源控制和恐懼的遊戲:-

 3.1.1     從來未曾起訴過侵權人的企業、

 3.1.2     曾經提起訴訟起訴過侵權人並經過漫長訴訟程
            式的企業、和

3.1.3     曾經被起訴過而迫於無奈要答辯的企業。

3.1

企業若果再經朋友慫恿，便會把訴訟—其中一種解決
侵權問題的方法—不假思索的完全排除在外。這做法
有可能已限制了企業發展的空間。

3.2

3.   訴訟是生意一部分 

首先生意人應確立提出訴訟的「近距離」目標。

一般而言，訴訟目的包括以下:-

3.3.1

3.3.2

  

3.3.2.1 

對多數的侵權人而言，收到法庭蓋印
的告票與收到警告信有所不同。即使
囂張的侵權人在收到告票後大多數也
會同意終止所有侵權行為（「目的二」）
。據經驗，在告票發出後不久，多數的
被告也傾向與企業講和。若果企業起
訴侵權人的目的是目的二，目的便已
達到。

3.3.2.2 

訴訟是用來交代企業的客戶（「目的一」
。為鞏固客戶關係和/或避免客戶「壓價
，提出起訴侵權人有一定的作用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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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告票有時也可被用作「以儆效尤」
之用。（「目的三」）。在香港這細小
的社會中，當企業超越平時對侵權行
為的作風（如發出警告信給侵權人）
而向法庭提出訴訟起訴某某侵權人，
其他的侵權人也會避忌，從而避免淪
為企業另一告票的被告人。在現實中
，企業在警告信內提醒收信人企業曾
起訴某某被告是會增強侵權人同意終
止侵權行為的。

3.3.2.3 

3.3.3 若果企業提出訴訟的目的只是目的一、目的
二和/或目的三，企業的顧慮也便大大減少了
。餘下的只可能是費用而已。只需要企業掌
握和同意某某訴訟便可。即使被告拒絕賠償
但同意終止侵權行為也可達到目的一、二和/
或三。

3.3.5 由發出告票至和解協議，一般律師費用也不
會太昂貴。據經驗，費用大概會於港幣20,000
至40,000左右。有時，被告為避免接受痛苦和
昂貴的訴訟程式也可能會向企業賠償企業所
花的律師費用。在現實中，有不少於一半的
被告會作出此賠償。

3.3.4 在企業提出訴訟起訴被告人後一至兩個月內
以上情況極有可能已完結了。在完結後，企
業便可以運用「判決書」（即Judgment）達到
宣傳其打假精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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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從上述，讀者可看到企業不應以兩年期的訴訟
程式來作出發和考慮應否提出訴訟起訴侵權人
。當然，企業需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訴訟理據
方才考慮上述可視為「有目的」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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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的誘因是「利潤」。從製造到銷售侵權產品的過
程中，製造商（「製造商」）、貿易公司（「貿易商」）和
零售公司（「零售商」）三者相比較，製造商所獲得的利
潤最多，而零售商所獲得的利潤最少。利潤多寡與參與
者數目成反比，參與者數目越少，利潤越多，參與者數
目越多，利潤越少。所以，貿易公司往往會比製造商
多，比零售商少。

4.1

若果版權擁有人選擇從源頭入手來終止侵權產品流出
市場而打擊製造商，他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和資源來對
付製造商才可。這是因為製造商的利潤大之所至，固
而，製造商會千方百計地不斷侵權。

4.2

因為零售商在整個侵權產品銷售過程中獲得的利潤最
少，我們不妨從零售商這個角度來看侵權活動。若果零
售商是一間小規模門市，但銷售的產品數以百類，當它
接知識產權擁有人的警告信時，它們多數會傾向於「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來處理侵權警告，因此即時
終止銷售侵權產品的機會相當高。若果侵權的聲討屬
於侵犯註冊商標和／或侵犯版權，因侵犯註冊商標和／
或侵犯版權若定罪的話會牽涉上刑事責任，所以在接
獲這類警告信後，他們亦會提高警惕，不僅即時停止銷
售手上的侵權產品，甚至以後都不敢銷售侵權產品。

4.4

有時在一連串打假活動後，製造商和／或其幕後主腦仍
能避開版權擁有人的追查而未被偵緝，他們甚至會找
來「替死鬼」頂罪。在除笨有精的想法下，製造商有足夠
誘因繼續與知識產權擁有人角力。即使被偵緝入罪，幕
後主腦仍會再另起爐灶，以另一方法繼續生產侵權產
品。因此，從源頭入手打擊侵權活動結果頗多不明朗。

4.3

4.   侵權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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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商亦是侵權活動的主要角色之一。在現實生活中
，他們的利潤和數目皆介乎製造商和零售商之間。若
果知識產權擁有人能制止貿易商向生產商購買侵權產
品，侵權產品流向市場繼而銷售的機會也大幅下降。
通常貿易商會以「有根有莖」的模式經營，知識產權
擁有人應以警告信和民事訴訟的組合來打擊貿易商。
只要知識產權擁有人能在出擊前查清貿易商的基本實
力，並在起訴時把貿易商的負責人一併起訴，多數的
貿易商也會在接獲警告信和／或告票後盡早與知識產
權擁有人和解。當然，知識產權擁有人需要在起訴前
確保有足夠證據和／或訴訟理據來起訴貿易商才可。

4.5

雖然銷售侵權產品的零售商數目遠比貿易商和製造商
多，但知識產權擁有人較能掌握打擊零售商的成效，
相比打擊貿易商和製造商，知識產權擁有人用的時間
和資源也相對較少。

4.6

要做到有效率的打假效果，知識產權擁有人應以侵權
人所獲得的「利潤」為出發點，然後制定一套適合自身
的打假策略和行動。

4.8

在打擊侵權活動時，知識產權擁有人應把打假行為告
知市場。有一部分的知識產權擁有人更以「嚴正聲明」
的形式在報紙刊登對某某貿易商和／或零售商提出起
訴的事實。然後再把該「嚴正聲明」廣泛發給客戶和其
他侵權人和市場參與者。這樣更有助於減少向製造商
購買侵權產品的參與者數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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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者遇到一個有決心起訴侵權人的企業時，他首先
會向企業提供以下意見:-

「訴訟不會為你成功地向侵權人追討到多大的損失」

5.1

據經驗，除非侵權人老實地在法庭命令下披露所有買
賣和侵權資料，否則企業要追討到理想的損失賠償會
非常困難。雖然在法庭命令下披露資料是需要在宣誓
下進行，但事實告訴我們多數的侵權人為逃避賠償損
失而「睜大眼睛說瞎話」，通常他們會報細數甚至抵
賴曾銷售過侵權產品。

5.2

即使如此，有決心起訴侵權人的企業也不會只為追討
損失而起訴。相反，為追討損失而作出起訴的企業甚
少。筆者建議企業以以下原因起訴侵權人:-

5.3

5.   訴訟目的

5.3.1 起訴侵權人的目的應是保護企業其它未被抄
襲的產品和將來的產品，而不應狹窄於已被抄
襲的產品的賠償。從另一角度來看，若果企業
不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發出告票）來起訴侵權
人，這只會令侵權人有恃無恐，甚至再攻擊企
業其他產品。更甚的是侵權人或會在企業下次
開展覽會前「秘密採訪」企業會在展覽會上的
新產品。所以起訴侵權人是企業最基本的立場
和態度。正因為企業這立場和態度，侵權人不
會再繼續抄襲其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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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原因外，企業也會有個別的原因（包括「唔順
氣」）而起訴侵權人。

5.4

在起訴前，企業必須確保能成功起訴和（更重要的是）
在短時間內成功。

5.5

5.3.2 為支持和/或交代客戶，企業或需要起訴侵權人
。試想，若企業在客戶舉報下仍對侵權人的侵
權活動無動於衷，客戶或會（循序漸進地）離開
企業轉向侵權人的懷抱。所以，為了企業的客
戶，企業需要起訴侵權人。

5.3.3 侵權活動的誘因是「利潤」。若果透過侵權活
動，侵權人可獲利港幣20萬。在企業完全不採
取或採取某些行動後，侵權人為其侵權活動付
出的代價是「零」或是終止銷售侵權產品和僅
僅向企業賠償港幣1、2萬元，這只會鼓勵侵權
人繼續銷售和抄襲企業的其他產品。透過訴訟
程式，企業可令侵權人在名聲上受到某程度上
的損害（其包括侵權人要披露買家身份），同
時要求侵權人賠償合理的律師費用，然後再擴
大侵權人在聲譽和金錢上的損失，這樣侵權人
或許會終止銷售侵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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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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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有時被告人會同意以某數量金額與知識產權擁有人和
解上述第4項和第5項有關金錢的命令。但最終，訴訟
結果也離不開禁制令和金錢賠償。

6.    訴訟效率

6.1 在多數的知識產權訴訟中，訴訟結果是知識產權擁有
人(即原告人)可以掌握的，多數的訴訟結果是知識產權
擁有人可獲得以下5項法庭命令:-

 6.1.1     永久禁制令、

 6.1.2     摧毀命令、

 6.1.3     披露命令、

 6.1.4     損失命令和

 6.1.5     堂費命令。

若果一個訴訟可於三、四個月內完結，那麼知識產權
擁有人又何需花兩三年的時間去正審呢。換言之，只
要知識產權擁有人有一宗十拿九穩會贏的知識產權訴
訟，他講求的並非是訴訟結果，而是訴訟效率。

6.3

要成功完結訴訟和（更重要的是）有效率地完結訴訟，
知識產權擁有人在提起訴訟前必須與律師商討如何以
「簡易程式申請」來在三、四個月內獲得簡易勝訴—
這亦是知識產權擁有人對訴訟的最後（亦是第一）一道
防線。對於知識產權官司而言，「簡易程式申請」是非
常重要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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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對告票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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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被告人已終止侵權行為，原告人可考慮用以下兩
項策略來夾攻被告人:-

 6.8.1    推前訴訟，並入稟法院「聲明書」（即Statement 
          of Claim）、和

 6.8.2    給予被告人一些合理和解條件。

若果成功，知識產權擁有人便可在三四個月內完成整
宗訴訟，並且在短時間內禁制被告人再進行侵權行為
。這亦是知識產權擁有人透過「簡易程式申請」來提
起訴訟的最主要原因。

6.5

要透過「簡易程式申請」來成功終結訴訟，知識產權
擁有人必須要引證被告人連「可拗撬的答辯」也沒有
。因此知識產權擁有人需要與律師在提起訴訟前部署
所有證據。

6.6

據筆者經驗，當被告人收到「告票」後，大多數被告
人會即時停止侵權行為（即終止銷售侵權產品）。若
被告人已終止侵權活動，它就再也沒有商業原因與知
識產權擁有人繼續打官司。所以在提出訴訟後，知識
產權擁有人應探討被告人是否已終止侵權活動。

6.7

當被告人收到知識產權擁有人以上兩份文件後，它的
選擇只有一「抗辯」或二「接受講和條款」。

6.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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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程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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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所說，若果被告人已終止侵權活動，他均傾
向與知識產權擁有人和解。那下一個問題便是「哪些
和解條件」？

6.10

當被告人面對上述問題時，首先他要同意以後不再銷
售侵權產品。之後，被告人便會以最低的損失為原則
來與原告人講和。基於法律責任和最壞的訴訟後果，
被告人也會對上述6.1.1至6.1.5項命令作出某種程度上
的妥協。這時，知識產權擁有人便可發揮強人角色在
某和解點與被告人斡旋。

6.11

倘若知識產權擁有人仍不滿意被告人的反和解建議，
他仍可進行預先計劃的「簡易程式申請」。當然，原
告人亦要考慮到律師費用和訴訟風險等問題。若果原
告人有「必勝」的把握，原告人大可拒絕被告人的反
和解建議，而繼續進行「簡易程式申請」把被告人推
至懸崖邊從而獲得更大的勝果。

6.12

在知識產權訴訟中，要贏取勝訴通常不難，最難則是
如何盡早獲勝。要成功，知識產權擁有人必須在提出
訴訟前作好周全的計劃。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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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反應

7.   侵權人眼中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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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提出訴訟前，有些原告人不斷地猜測「如果這樣......
那應該怎樣才好？」，這些輾轉的問題往往使得訴訟
起步押後和拖緩訴訟程式，原告人甚至會錯失最佳良
機。無可否認，原告人必須衝量訴訟勝算和在財力上
的承擔能力，但兩者需作理智上的平衡。筆者建議原
告人考慮多一個，亦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便是「從
被告心理角度來看被告人的應有反應」。

7.4 在收到告票後，多數的被告人均有以下反應:-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也可大致適用於所有訴訟上
，若果原告人能以侵權人(即被告人)的角度來透視訴訟
的互動，他必然更能運籌帷幄和更接近「百戰百勝」
的目的。

7.1

透過本文，筆者想剖析被告人在收到一宗屬知識產權訴
訟的告票後，他的反應和他可能採取的行動。

7.3

原告人並非像過往般只懂發出警告信，而這次
是真真正正的入稟法院告票來起訴被告人，被
告人必定會感覺：「原告人這次是認真的」。因
此被告人會比以前更認真看待原告人的申索。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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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細看告票後，被告人便知道原告人投訴的是
侵權產品（或侵權商標）。與以往收到警告信
時大有所不同，被告人第一件要作出決擇的事
情便是：應否繼續銷售侵權產品或使用侵權商
標呢？

7.4.2

  

若果被告人選擇繼續銷售（或使用）侵權產
品（或侵權商標），原告人必然會繼續起訴被
告人，被告人在日後的抗辯中更難辯護，甚
至要向原告人賠償更多的損失，包括付上昂
貴的訴訟律師費用。除非被告人即時投降，
否則他需要預算一筆昂貴的訴訟律師費用。
那麼被告人應否考慮投降呢？

7.4.3

  

因為以上的種種分析，多數的被告人在接獲
告票後均會即時終止銷售（或使用）侵權產品
（或侵權商標）。另外，為減輕原告人的訴訟
戾氣，有些被告人或會主動（或被原告律師挑
釁下）通知原告人律師，被告人已經終止銷售
（或使用）侵權產品（或侵權商標）了。

7.4.4

  

被告人在通知原告人律師已停止銷售（或使
用）侵權產品（或侵權商標）後，會傾向使用
「敵不動，我不動」的策略來處理訴訟。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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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行動

上述被告人的反應均是筆者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訴訟心
得。若果原告人能參透上述一般被告人的看法，他們
就更能掌握訴訟的節奏和結果，費用自然也比預期中
少。

7.5 

雖然被告人有以上的反應，但對法庭的訴訟，他們會有
以下的行動回應:-

7.6

在收到告票後的指定時間內（如14天），被告
人會入稟法院「認收書」，表達抗辯官司的
意向。

7.6.1

  

雖然如此，這並不等於被告人真的有心抗辯
。因為若果被告人不在「認收書」上作出抗
辯，被告人會即時敗訴，根本沒有機會在往
後使用「敵不動，我不動」的策略。

7.6.2

  

之後，被告人會在收到原告人的「聲明書」
後，千方百計地在證據上和法理上挑戰原告
人的申訴。雖然被告人作出嚴曆的挑戰，但
並不代表被告人「好勇狠鬥」。入稟法院一
份嚴謹的「答辯書」也一樣不代表被告人不
想與原告人正面交鋒。若果被告人已決定放
棄侵權產品（或侵權商標），繼續打官司對
被告人而言根本是百害而無一利。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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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來看，原告人不難透視被告人以「見步行步」的
形式來抗辯只是為了避免法庭即時裁判。

7.7

若果，原告人在適當的時候提出以下條件，甚至給予
被告人「些少甜頭」，整場官司可能在起訴後兩，三
個月內完結:-

 7.8.1     提出申請（或通知被告人，原告人準備申請）
           被告人的某某董事作為訴訟中的第二被告、和

 7.8.2     以書面形式向被告提出合理的講和條款、

 7.8.3     提出「調解程式」。

7.8

在以上7.8.1至7.8.3的工作組合下，被告人想既然已放
棄了侵權產品（或侵權商標），何不與原告人妥協而
要鋌而走險地牽上董事個人責任和為訴訟付出龐大的
律師費用呢？想到此，多數的被告人也會作出理智的
決擇，與原告人和解。但這當然有其例外，就是官司
的結果會對被告人有莫大的影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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