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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兩項法庭必會考慮的因素外，原告人還需要向
法庭作出「賠償承諾」。該意思是若果原告人在訴訟
正審落敗時，他需要向被告人賠償因發出「臨時禁制
令」而導致被告人蒙受的損失。再者，原告人或其董
事亦需要向法庭證明他有能力作出該賠償方可。

1.1

1.2

1.     臨時禁制令 ─只適合特別情況

在一般情況下，法庭不會輕易為原告人的申請頒發
「臨時禁制令」。只有在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下，
法庭才會考慮頒發。該術語「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
」意思是若果容許被告人繼續進行侵權行為，原告人
的損失是不可以用金錢來衡量和賠償的。例如，侵權
產品會危害使用者的健康。若果容許侵權活動繼續進
行會導致使用者無論對原告人的正版貨品還是侵權人
的侵權產品均會卻步。

在知識產權訴訟中有一特別的武器—臨時禁制令（即
Interim injunction order）。透過它，原告人可即時終
止被告人的侵權行為。原告人只要能向法庭引證所需
的條件，法庭便會在原告人發出告票後數天內頒佈命
令禁止被告人和其董事若干時間內進行侵權行為直至
訴訟正審後。

1.3 要成功申請臨時禁止令，原告人除要向法庭證明他會
有「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外，還要證明他是在知
曉侵權活動後便即時作出的申請。在知曉直至申請之
間，法庭當然容許原告人需要時間來調查、尋證和尋
求法律意見。通常法庭會接受原告人由知曉直至申請
日的時間為兩個月。若果原告人能向法庭解釋大於兩
個月的時間是需要和合理的，法庭一樣會考慮接受申
請。筆者曾看見法庭接受最長的時間是九個月之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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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可於入稟法院「告票」
後第一個星期五（若告票於星期二或之前入稟法院）
進行。若果被告人缺席或被告人不反對申請，原告人
便可在星期五當天聆訊中獲取「臨時禁制令」。但若果
被告人積極反對，視乎法庭有否法官聆聽該申請，原
告人有可能不能在當天的聆訊中獲得「臨時禁制令」。

在滿足上述三項條件前提下，法庭會進一步考慮最後
的一個因素：該「臨時禁止令」會否給被告人很大的
「不方便」。同時，法庭亦會考慮到若果不頒佈「臨時
禁制令」會否為原告人帶來很大的「不方便」。這便是
「平衡不方便條件」（即Balance of inconvenience）。

1.5

1.7 

據經驗，被告人若果反對原告人的申請，他亦會作出
向法庭承諾若果敗訴他會賠償原告人的損失，並向法
院提供若果法庭頒佈「臨時禁制令」會為被告人帶來
如何如何的「不方便」。

1.6 

1.8 在第一堂聆訊中，無論原告人能否獲得「臨時禁制令」
，他亦需要預算被告人會在往後的二至三個星期內向
法庭提供證供來嘗試推翻「臨時禁制令」。

1.9 因此，只有在特別情況下，原告人才應考慮法律程式
中的特別武器—臨時禁制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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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禁制令的發出必須在原告人能證明若果被告人繼
續侵權他將會有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即Irreparable 
damages）的基礎上。倘若原告人的損失是可以以金
錢來衡量或彌補的，法庭便不會頒發臨時禁制令，原
告人便要等待訴訟正審和（若果）勝數後才可向被告
人追索損失。

2.     申請臨時禁制令的條件 

只有當原告人能成功引證以下4點，法庭才會考慮頒
佈臨時禁制令:-

2.4

在緊急情況下，原告人可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即
Interim injunction orders），終止被告人繼續進行（被
原告人聲稱為）侵權行為。相比下，臨時禁制令申請
較廣泛被使用於知識產權訴訟上。

2.1

2.2 

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包括：持續的侵權活動會嚴重
影響原告人的市場發展、會危害公眾利益、或重要證
據會被摧毀等等。

2.3 

原告人並沒有延遲申請臨時禁制令的時間。
一般而言，原告人在知情後8星期內若未申請
臨時禁制令即為延遲，法庭傾向不會接受延
遲的臨時禁制令申請。但在特別情況或在合
理解釋下，法庭亦會接受延遲申請。

原告人必須要向法庭引證若果法庭不頒佈臨
時禁制令，他將會蒙受「金錢上不可彌補的
損失」。通常，原告人所聲稱的損失包括在
聲譽上，叵測上和一些較難估計的存在性的
損失上。對此類的損失，被告人可以理性運
用某些事實來推翻。

2.4.2    

2.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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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上，被告人抗辯臨時禁制令申請的時間較少。所
有臨時禁制令申請的第一堂聆訊會於星期五早上（10時）
進行。只要申請日和第一堂聆訊日中間有2個工作天，法
庭便會安排最近的星期五來進行第一堂聆訊。由知悉原
告人的臨時禁制令至第一堂聆訊的時間只有僅僅2天，對
被告人而言，有時甚至來不及找律師便要上庭應訊！

2.5

雖然如此，第一堂的星期五聆訊只是「過堂性質」。
換言之，在第一堂聆訊上，只要被告人向法庭表達抗
辯臨時禁制令申請的意向，法官便會把聆訊押後並給
予雙方以下（類似的）指引:-

 2.6.1     被告人於指定時間內（如14天）入稟法院反對
           臨時禁制令申請證據、

 2.6.2     原告人之後亦於14日後入稟法院回覆證據、

 2.6.3     決定臨時禁制令申請聆訊審訊的時間（如1天）。

2.6

法庭會平衡在不頒佈禁制令下對原告人的影
響和在頒佈禁制令下對被告人的影響，從而
作出判決。法庭可運用酌情權來作出判決。
這 便 是 所 謂 的 「 平 衡 雙 方 的 不 便 」 （ 即
Balance of inconvenience）。經驗告訴我們，
若果原告人是一間知名的國際公司，被告人
便應集中火力在上述第2點上反擊原告人的損
失是虛構的和/或可以用金錢來彌補的。

2.4.3

    

原告人必須向法庭證明若法庭錯誤地禁制被
告人他有足夠財力和承諾賠償。對此被告人
的反擊則是他或他的股東或董事也有財力和
承諾賠償。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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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原告人（大約三分之一）或會以「突襲形
式」在第一堂聆訊上向法庭申請「臨時」臨時禁制令
，企圖在第一堂聆訊日上立刻禁止被告人銷售侵權產
品。若果原告人在第一堂聆訊日前1至2日送達給被告
人一大疊文件（包括「原告人結構陳詞書」），這多
數是原告人將申請「臨時」臨時禁制令的徵兆，若果
如此，被告人便要加倍小心，並盡早尋求律師協助。

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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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並不是一項必要責任，但多數的原告人律師均會
在第一日聆訊日前兩天（即星期三）早上十時前送達
被告人一大疊法庭文件，當中包括「原告人結構陳述」
（即 Plaintiff's skeleton submission）和案例。當被告
人收到此等文件後，他們需要查看該「原告人結構陳
述」，看原告人是否會在星期五的第一日聆訊日中申
請「臨時」臨時禁制令。若不明白，被告人需盡早尋
求法律意見，以避免在第一日聆訊日時含含糊糊地被
法庭下令頒發「臨時」臨時禁制令。

3.2

若果原告人會在第一日聆訊中向法庭申請「臨時」臨
時禁制令，被告人便需要注意以下事項:-

3.3

「臨時」臨時禁制令的用途是禁止被告人在第一日聆訊
日直至正式聆訊日前繼續進行（原告人聲稱的）侵權行
為。要成功，原告人需要在第一日聆訊日中證明「臨時」
臨時禁制令的迫切性和(或者更重要是)帶點「運氣」。

3.1

3.  「臨時」臨時禁制令 

若果同意或為避免麻煩而同意「臨時」臨時禁
制令申請的頒發，被告人可以在第一日聆訊中
向法庭表達。

又若果被告人同意臨時禁制令申請的頒發，他
亦可一了百了地於第一日聆訊中向法庭表達。
這樣，法庭為節省原告人和被告人雙方面的費
用，裁判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得席。

但若果要反對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和「臨
時」臨時禁制令申請，被告人則必須要與律師
商討如何應對第一日聆訊日和計劃需要多久的
時間來製作反對誓章來抗辯臨時禁制令申請。

3.3.1

3.3.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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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原告人會在第一日聆訊中的「臨時」臨時禁制令
申請，被告人需要準備證據和向法庭陳述「臨時」臨
時禁制令頒發會對被告人構成嚴重傷害和該傷害是金
錢上不可彌補的。在策略上，被告人亦可尋證來挑戰
原告人在申請文件（即誓章）上的證據和聲明。要成
功獲取「臨時」臨時禁制令，原告人是要證明他將會
有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而申請的急切性。對此，被
告人可以對號入座式的反擊，嘗試在申請或反對「臨
時」臨時禁制令申請中，遊說法庭「臨時」臨時禁制
令申請的不必要。

3.4

「運氣」對原告人和被告人是同樣重要的。多數的臨
時禁制令申請會於每星期五早上十時進行。在每次星
期五的聆訊中，平均有四至六宗臨時禁制令申請進行
。視乎案件有否大律師、事務律師或律師代表，法庭
會按序排隊聆聽每一申請。若申請案件太多，當席法
庭或沒有足夠時間處理所有申請，更提不上審理爭議
性的「臨時」臨時禁制令申請。對原告人而言，這算
「無運氣」。相反，若申請只得一、兩宗，法庭不押
後或不轉介另一法庭而親自審理申請的機會亦大增。

3.5

要成功反對「臨時」臨時禁制令申請，被告人除積極
尋證來對抗外，亦可在金錢上加注，聘請較有名氣的
大律師上庭壓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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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不抗辯

8

通常在聆訊前，法庭外的會議室都會全部被佔用，原
告人和被告人若要與律師和大律師於開庭前商討，必須
預早到法庭佔用會議室。聆訊會在內庭（即Chambers）
進行，並以公開形式進行，給予公眾和記者在席旁聽
，因此，相比於樓下或樓上的法庭，審理臨時禁制令
申請的法庭較為熱鬧。

4.2

若果被告人不抗辯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法庭會
根據原告人臨時禁制令申請書（即Order 29 summons）
頒佈命令。通常命令包括以下:-

4.3

臨時禁制令申請的第一天聆訊會在星期五早上十時進
行。平均每星期有4-6宗臨時禁制令申請同時進行聆訊
。法庭會按照常規，按每宗案件預計的聆訊時間來有
序進行。

4.1

4.     聆訊 — 第一個星期五 

被告人和其相關人士，包括董事被禁制在案
件正審前進行侵權行為、

被告人於指定時間內送達侵權產品給原告人保
存、

被告人透過董事以宣誓形式披露買和賣侵權產
品的資料和文件、和

原告人的申請費用由被告人支付若果原告人在
正審獲勝（即Plaintiff’s costs be in the cause of 
the action）。

4.3.1

4.3.2

4.3.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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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視法庭

9

在法庭頒佈以上命令後，被告人和其董事必須遵守
命令內容。不然，原告人會向法庭申請藐視法庭命令
（即 Committal order）強制被告人執行該命令和賠償
原告人費用（更以賠償式計）。若被告人被裁判違反
法庭命令，最壞的情況是被告人董事被判入獄。

4.4

被告人抗辯

若要反對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被告人必須在出
席第一日聆訊時向法庭提出抗辯。在知曉被告人反對
後，法庭會頒佈以下（類似的）命令，並把第一日聆
訊押後至雙方在完成入稟法庭證據後進行。法庭的指
引命令包括以下:-

4.5

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被押後和擇日聆訊。
同時法庭會固定聆訊時間的長短，如1天或2天
審訊。

被告人有7至14天時間入稟法庭反對證據、

之後，原告人則有7至14天時間入稟法庭回覆
證據、

除非獲得法庭同意，原告人和被告人雙方均不
准再入稟法院新證據、和

第1日聆訊的堂費則介乎審訊臨時禁制令申請
聆訊的結果。

4.5.1

4.5.2

4.5.3

4.5.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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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臨時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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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聆訊過後，原告人律師會盡早向法庭申請厘定正式
審訊臨時禁制令申請聆訊日。對被告人而言，他只有
7至14日時間來收集證據製作和入稟法院反對證據。因
此，準備時間較短較倉促，被告人應在第一日聆訊後
即時與律師商討反對證據內容和分配工作。

4.6

以上2種情況的法庭程式都較為簡單，變化亦不大。
但若果原告人在第一日聆訊日向法庭申請「臨時」臨
時禁制令，情況就截然不同。通常「臨時」臨時禁制
令申請會被安排至其他同日案件完成後進行。所以
「臨時」臨時禁制令可能是當日聆訊的最後一宗申請。

4.7

申請臨時禁制令和「臨時」臨時禁制令均在原告人有
計劃下進行。亦即是說，原告人在充裕時間下準備和
突襲被告人。相比下，被告人只有較短的時間來反對
原告人的「臨時」臨時禁制令申請。雖然如此，法庭
仍然會查閱原告人申請「臨時」臨時禁制令申請的理
據和證據。只有在必要情況下，法庭才會考慮和頒佈
「臨時」臨時禁制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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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告而言，他可在有限的時間內考慮和進行以下反
對工作:-

4.9

挑戰原告人誓章上依賴的證據、

向法庭提出若「臨時」臨時禁制令被頒佈，被
告人將會蒙受金錢上不可彌補的損失、

向法庭承諾若果原告人因法庭不頒佈「臨時」
臨時禁制令，被告人承諾賠償原告人損失、

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不潔淨」即Plaintiff 
does not come with clean hand）、和

聘請不低於原告人大律師年資的大律師上庭。

4.9.1

4.9.2

4.9.3

4.9.4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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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輕視臨時禁制令

幾近最終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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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因此臨時禁制令申請只是訴訟程式上的一項分支。雖
然如此，被告人亦不應忽略其重要性，因為申請的判
決會嚴重影響被告人是否持續抗辯訴訟程式的意向。

5.   申請臨時禁制令程式─訴訟程式  

臨時禁制令申請（如有時）只是訴訟程式上的一個中
途申請。雖然臨時禁制令申請程式（如被告人反對時）
會使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工作在短時間內集中於支持和
反對申請中，但訴訟程式仍然是持續進行，原告人和
被告人雙方仍須按高等法院條例依時進行訴訟程式。

5.1

根據經驗，若法庭批准臨時禁制令，被告人不單止被
即時停止（原告人聲稱的）侵權行為，而且還要即時
執行以下2項命令:-

 5.3.1     送達侵權貨品給原告人保存、和

 5.3.2     以誓章形式披露侵權貨品從何而來和往何處去。 

5.3

換言之，被告人要向原告人披露侵權產品的供應商和
（更重要的）買家資料。對被告人來說，臨時禁制令
的判決往往等同最終裁判。雖然被告人有可能在正審
成功獲勝後方可向原告人索償費用，但在現實中，很
少被告人會熬到正審。故此臨時禁制令對被告人而言
有時等同最後裁判。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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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訴訟程式增強抗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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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為了製造原告人對訴訟不清不楚的
地方。若運用適宜，有關的矛盾和/或不清不楚的地方
更可在臨時禁制令聆訊時派上大用場。

5.6 為增強被告人對臨時禁制令申請的抗辯力，被告人可
考慮運用訴訟程式上的權利採取以下措施:-

 5.6.1     要求原告人準時入稟法院「聲明書」（即Statement
           of Claim）、

 5.6.2     透過《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18(19)條，向
            原告人作出「更多和更清楚」的資料要求、和

 5.6.3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4(10)條要求查
            閱原告人於「聲明書」上所載的文件。

5.5 亦因以上原因，多數的訴訟程式會於臨時禁制令頒佈
後，原告人和被告人達成和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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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訟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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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上述第1種訟費命令出現於當被告人完全無力反對，但仍
然堅持反對，而最後法庭批核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在審訊完臨時禁制令申請後，法庭會為申請作出堂費命
令。通常，堂費命令有以下5種可能:-

6.1

相對地，第5種訟費命令則出現於當原告人根本沒有訴
訟理據（即 Cause of Action）下仍然作出臨時禁制令
申請。通常法庭會在裁定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被
「取消」(即 Dismissed)下才作出第5種訟費命令。

6.3

被告人要為反對臨時禁制令申請失敗向原告
人「即時」賠償訟費（即Defendant forthwith 
pays costs）、

被告人要為反對臨時禁制令申請失敗向原告
人賠償訟費，但賠償會在「正審」（即Trial）
後和原告人獲勝前提下作出（即Plaintiff's costs 
be in the cause of the Action）、

原告人和被告人均不須向對方賠償訟費（即 
No order as to costs）、

原告人要為申請臨時禁制令失敗向被告人賠
償訟費，但賠償會在「正審」後和被告人獲
勝前提下作出（即 Defendant's costs be in the 
cause of the Action）、

原告人要為申請臨時禁制令失敗向被告人
「即時」賠償訟費（即 Plaintiff forthwith pays 
costs）。

 6.1.1

 6.1.2

 6.1.3

 6.1.4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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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人取勝

上述第3種訟費命令雖較第1和第5種多，但仍然不常出
現。這第3類型的訟費命令出現於法庭既不認同被告人
反對的原因和證據，亦不認同原告人申請臨時禁制令的
理據和支持點。在既不幫原告人亦不協助被告人下，法
庭或會頒佈這第3類堂費命令：雙方各承擔自己的訟費。

6.5

上述兩種訟費命令出現的機率很低。若出現，它們只
會在法庭覺得某方面完全不合理之下才作出。

6.4

在現實中，上述第2類和第4類訟費命令的出現則十居
八九。

6.6

當原告人在審訊後獲得法庭支持，並頒佈臨時禁制令後
，法庭多數會頒發上述第2種訟費命令，其詳細意思是:-

6.7

被告人需要為反對原告人申請臨時禁制令失
敗而要支付原告人的訟費。

但原告人必須要在正審獲得勝訴後才有權向被
告人追討該訟費。

因此，被告人不需要為反對失敗而「即時」支
付原告人訟費，而最快也會在正審後（即兩至
三年後）才須支付。

6.7.1

6.7.2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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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取勝

失鑰夾萬

若被告人成功反對原告人的臨時禁制令申請，則法庭
會頒佈上述第4種訟費命令，即:-

因此，上述第2和第4類的堂費命令分野點在於臨時禁
制令申請中原告人和被告人誰獲勝。對訟費而言，無
論誰勝誰敗，通常雙方花費在申請和反對臨時禁制令
的律師費用也不能「即時」向對方追討。

6.8 

6.9

原告人需要為申請臨時禁制令失敗而要支付
被告人訟費。

但被告人必須要在正審獲得勝訴後才有權向
原告人追討該訟費。

亦因如此，原告人不需要為申請失敗而「即時」
支付被告人訟費，而最快也會在正審後才須支
付。

6.8.1

6.8.2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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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違反臨時禁制令 ─藐視法庭命令 ─扣押物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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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堂費

在接受原告人申請後，法庭會頒佈以下臨時禁制令命
令被告人嚴謹遵守:-

上述每一命令均是法庭禁制令。若違反，被告人可能
被重罰。

除上述命令外，法庭還會確定臨時禁制令申請的堂費
。一般而言，法庭在接受原告人的申請後，它會頒佈
以下堂費命令—如果原告人在正審後取勝被告人要
賠償原告人臨時禁制令申請的合理堂費（即 Plaintiff’s 
Costs of the Order 29 Summons be in the Cause of the 
Action）。

7.1

7.2

7.3 

臨時禁制令—禁止被告人再進行有關侵權活動
直至正審或新命令出現。

送達命令—命令被告人送達給原告人觸犯上述
臨時禁制令的貨品、文件、模具等等（「侵權物
品」）。

確定命令—在送達命令執行後，被告人要以宣
誓形式確定他不再擁有侵權物品、和

披露命令—命令被告人要以誓章形式向原告人
披露買賣侵權物品的賣家和買家的資料（包括
名稱和地址）和遞交有關買賣文件（包括合約
、單據、送貨單等等）。

7.1.1

7.1.2

7.1.3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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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禁制令

若果被告人違反以上命令（或當中任何一條），原告
人可考慮用以下行動來強逼被告人執行法庭命令:-

 7.4.1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A章第52條，向法庭申請
         「藐視法庭命令」（即Committal order）、和

 7.4.2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A章第46條，向法庭申請
         「扣押物業命令」（即Writ of sequestration）。

7.4

藐視法庭命令

要成功，原告人必須向法庭嚴謹地證明以下3個條件方
可:-

7.5

命令文件（即Order）必須親手送達被告人。
若果被告人是一間有限公司，命令文件必須
送達被告人公司的註冊地址。若被告人是個
人，命令文件則要親手送達給被告人個人。

親手送達的命令文件上必須載有以下「重要
事項」（即Penal notice）:- 

「倘若臺端(被告名稱)不服從本命令或未有、
拒絕或忽略於指定時間內服從本命令，臺端
有可能須對執行法律程式文件，包括藐視法
庭程式及臺端之資產可遭暫押。」
「If you, the within named (the Defendant name), 
disobey this Order or fail, refuse or neglect to obey 
this Order by the time stated, you may be liable to 
process of execution, including contempt proceed-
ings and be liable to sequestration of your assets.」

7.5.1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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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3個條件前提下，原告人才有資格向法庭申請
「藐視法庭命令」和「扣押物業命令」。

 「取替派發命令」

然而，親自送達該命令文件給被告人個人通常會遇上
障礙，因為被告人個人（和被告人公司的董事）或會
左閃右避來逃避該命令文件。若親自送達命令文件不
果，執行禁制令的時間便遙遙無期。 

7.7

在面對上述問題時，原告人可向法庭申請「取替派發
命令」（即 Substitute service order）。因此，拖遲原告
人親自派發命令文件只會拖緩派發日期最多也是三數
個星期。在獲得「取替派發命令」後，被告人不但要
嚴格執行禁制令，而且在法庭記錄上會蒙上小污點。

7.8

在親自派發命令文件後，若被告人並不依照命令文件
上的禁制令完全執行責任，原告人便可向法庭申請
「允許」（即Leave）來申請「藐視法庭命令」。

 

7.9

7.6  

被告人公司和/或被告人個人在指定時間內未
執行命令文件上的禁制令。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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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庭在原告人作出申請後的三數天內發出「允許」
後，原告人便可單方面釐定第一堂的審訊日期（通常
會於原告人申請後一個半月內進行）。在「藐視法庭
命令」和「扣押物業命令」申請書（即Originating 
summons）派發給被告人公司和被告個人後，他們便
必須應聆訊和準時上庭。不然，法庭便會頒佈更嚴厲
的命令（如通緝令）徵緝被告人公司董事及被告人個
人。

7.10

所以在收到命令文件後，被告人公司和被告人個人必
須要應需要而作出應有的行動。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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