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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註冊外觀設計權是知識產權的一種。只有在註冊後，企業
才可擁有註冊外觀設計權。有了產品的註冊外觀設計權後
，企業便可快捷和便宜地阻止侵權活動，繼而令顧客對企
業的產品更有信心和更尊重企業的知識產權。

比起90年代，現在註冊外觀設計申請費用便宜很多。據筆者
記憶，當時的企業需花上近一萬港元的費用來申請一個註
冊外觀設計。後來，香港「知識產權處」為鼓勵企業保護
其開發得來的成果把申請註冊外觀設計費用大幅度降低。
現在，企業只需花費港幣千多元便可把新產品的設計外觀
申請註冊為註冊外觀設計。

根據香港「知識產權處」官方公佈，於過去3年的註冊外觀
設計總數為 2,552（2012年），2,353（2011年）和 2,525（2010年）
。以香港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申請數量來說，所佔的比例分
別為32.3%和10.9%。本人希望香港和中國企業能撥備少許
資源來為他們的新產品作註冊外觀設計，為他們的產品作
一個具體的保護並提升企業的形象。



·      香港工商品牌保護陣線 

·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 

·      潮僑工商塑膠聯合總會 

·      香港關鍵性零部件製造業協會 

·      香港遠紅外線協會 

·      深圳市玩具行業協會 

·      東莞市清溪港商企業協會 

·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 

·      香港經絡醫學會 

·      香港中醫骨傷學會

江炳滔律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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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炳滔律師為一間中小型律師行的見習律師，其後於1994
年正式成為香港執業律師。在本地一間大型律師行工作兩
年後，他於1996年成立了江炳滔律師事務所。由他執業至
今，其專業強項均為知識產權訴訟。

江炳滔律師法學學士（伯明翰大學）、Law Final（切斯特學院）
、法學專業證書（城市大學）為江炳滔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
夥人。事務所的其他知識產權律師包括蔡永杰律師和莊敏儀
律師。

現時江炳滔律師主要處理版權和專利法的業務。他在知識產權
法範疇擁有近20年的執業經驗，為不少上市和私人公司提供有
關知識產權註冊的專業法律意見。此外，他亦為許多商業組織
、大學及法定機構提供有關商標法及專利法的專業法律意見。
同時他為香港工商品牌保護陣線及香港專利師協會的副會長。

江炳滔律師熱心貢獻社會。他獲委任為下列的非牟利組織
的法律顧問：



·      國際商標協會 

·      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

·      香港專利師協會 

·      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 

·      國際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

蔡永杰律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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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杰律師（法學學士、法學專業證書）為江炳滔律師事
務所的合夥人。

蔡永杰律師主要處理爭議、無爭議知識產權事務、知識產
權交易及信息科技相關法律事務。蔡永杰律師曾被亞洲法
律傑出律師雜誌（AsiaLaw Leading Lawyers）評選為亞洲
區知識產權法律傑出律師。

蔡永杰律師是多個本地及國際專業協會的會員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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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冊外觀設計的四種好處

推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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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一件產品設計後，企業應該考慮把產品的設計申
請為註冊外觀設計。一經註冊，企業便可獲得以下好處:-

 1.1.1   註冊外觀設計可為新產品作推廣和更容易被買家接、

 1.1.2   註冊外觀設計可拉近企業與客戶關係、

 1.1.3   註冊外觀設計可把（小規模）的侵權人嚇走、和

 1.1.4   透過註冊外觀設計來起訴侵權人，企業能更快和
         更經濟地獲得勝數。

在推廣產品上，註冊外觀設計可為新產品包裝上一層保護
膜。企業只要把註冊外觀設計編號（或申請編號）印於產
品彩盒或產品上，產品便能添上賣點。企業的客戶亦可能
因產品已被註冊（或在註冊過程中）而更垂青企業的產品。

1.1

1.2        

1.3

對香港的企業而言，申請註冊外觀設計的國家通常是:-

 1.2.1   香港、

 1.2.2   中國、

 1.2.3   歐盟國家、和

 1.2.4   美國。

只需要企業首先在香港作出註冊外觀設計申請，然後於                                       
6個月內將註冊外觀設計伸延至其他國家，企業便可擁有
各國的外觀保護。 

1.4



拉近企業與客戶的關係

嚇走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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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有時亦難辨別產品查詢者和/或客戶是「曹達華型」
還是「石堅型」。若不幸遇上「石堅型」的客戶，以下
的事件經常發生:-
「客戶在獲得訂單後便把訂單交給其他較便宜的生產商
生產產品」

為「盡量」避免以上不幸事件，企業應告訴查詢者/客
戶產品已被申請為註冊外觀設計（或在申請過程中），
並且該註冊外觀設計亦很快會伸延至其他國家註冊。在
恐慌和商情下，註冊外觀設計亦可能會把「石堅型」的
客戶拉近，避免越軌。即使越軌，該客戶「飛單」的情
況也不敢明目張膽。據經驗，只要產品能獲得註冊外觀
設計的保護，客戶也會向企業投以更多尊重和較願意向
企業落單。

通常侵權人的規模會較小。因為資源有限，小規模的
侵權人傾向抄襲法律上較少保護的產品。若企業的產
品已獲得註冊外觀設計所保護，小規模侵權人會傾向
「取易舍難」地對企業的產品敬而遠之，而尋找沒有
註冊的產品來抄襲。

通常產品需透過兩、三個中間代理商才能在零售點展
示和銷售。在流通的過程中，印於彩盒或產品上的註
冊編號當然亦會發揮其為產品推銷的正面作用。

只需要企業首先在香港作出註冊外觀設計申請，然後於                                       
6個月內將註冊外觀設計伸延至其他國家，企業便可擁有
各國的外觀保護。 

1.5

1.6 

1.7

1.8 



起訴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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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侵權產品均會「上架」。在收到企業依賴註冊
外觀設計侵權為由來要求終止銷售侵權產品的警告信
後，零售點會傾向終止銷售侵權產品。當小規模侵權
人顧慮他的客戶被企業以註冊外觀設計聲討侵權時，
在考慮到客戶或會流失下，小規模的侵權人或會把抄
襲企業的產品的念頭打消。

只需要企業向法庭提供一註冊外觀設計證書和能證明
侵權人銷售（與企業產品一模一樣或非常相似）侵權
產品，企業便可透過簡易程序(即 Order 14 application)
來在起訴後三、四個月內獲得法庭頒佈的永久禁制令
。比起用版權需要證明侵權人知情下來起訴侵權人，
依賴註冊外觀設計容易和快捷得多。

亦因同一原因，企業甚至可依賴註冊外觀設計以警告
信來要求侵權人終止侵權行為。因產品已被申請為外
觀註冊設計，侵權人的答辯理由便被縮窄。因此收到
警告信後的侵權人，多數會即時停止銷售侵權產品來
避免惹上官非。

筆者呼籲，企業在資源容許下應積極考慮把新產品的
外形在「外觀設計註冊處」申請為註冊外觀設計，并
在之後的6個月內伸延註冊外觀設計至其他國家來為新
產品護航。

1.9

1.10 

1.11

1.12 



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包括以下四點:-

2.1.1     為產品作包裝和推廣、

2.1.2     使客戶較忠心於產品、

2.1.3     把小規模的侵權人嚇走、和

2.1.4     控訴侵權人。

2.1.5     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

2.    註冊外觀設計訴訟權利– 在中國註冊外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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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企業向法庭提供一註冊外觀設計證書和能證明侵
權人銷售（與企業產品一模一樣或非常相似）侵權產品
，企業便可透過簡易程序(即 Order 14 application)來在
起訴後三、四個月內獲得法庭頒佈的永久禁制令。比
起用版權需要證明侵權人知情下來起訴侵權人，依賴
註冊外觀設計容易和快捷得多。

若果更能引證侵權人在知情或應該知情情況下進行侵
權行為，企業便能透過侵犯註冊外觀設計作為訴訟理
據來向侵權人追討損失。

在香港，若果能成功以侵犯註冊外觀設計為訴訟理據
來起訴侵權人，企業便可向法庭獲得以下命令:-

2.4.1     永久禁制令、

2.4.2     披露命令、

2.4.3     送達命令、

2.4.4   （如能引證被告人知情或應該知情時）損失命令、
          堂費命令。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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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發出警告信下而直接起訴侵權人，企業也一樣可
以獲得以上命令。       

中國註冊外觀

那麼，上述四項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在中國是否一樣
有效呢？答案是「不然」。因為註冊外觀設計保護是
有地域限制的。所以企業需要在中國另外再申請「註
冊外觀設計」方可。

若果企業對產品的前途有信心，他們應在財政容許
下考慮於香港和中國申請註冊外觀設計。

若果企業並沒有在中國註冊外觀設計，他們征討侵權
行為唯一可依賴的知識產權只有「侵犯版權」。要以
侵犯版權為由在中國保護產品較困難，有時更不得要
領，因為侵犯版權的保護範圍在中國較窄，所以要想
有效地打擊抄襲產品，註冊外觀設計似乎是唯一和最
有效的方法，但企業必須事先把產品外型作申請方可
。只要企業在產品面世前預先為產品外型作申請註冊
外觀設計，他們便可以憑著註冊外觀設計發出警告信
給侵權商，要求他們終止所有侵權行為。若遇上生產
侵權產品的侵權商，企業更可透過侵犯註冊外觀設計
來向法庭起訴生產商。在中國，相比以侵犯版權的訴
訟理據來起訴生產商，侵犯註冊外觀設計較容易快捷
和便宜得多。

2.5 

2.6

2.7

2.8  



3.    註冊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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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設計人把設計圖紙和創作資料（如創作圖紙日期
、設計人名稱等等）整理好，設計人不需要向任何機
構作出申請，便可依賴《版權條例》528章擁有產品設
計上的版權。

但遇到侵犯版權時，若要成功起訴侵權人，版權擁有
人必須證明侵權人知道或應該知道版權作品的存在。
因此，依賴版權來起訴侵權人有時會碰壁。在這种情
況下，設計人可考慮把產品的外形申請為「註冊外觀
設計」。

只要產品外觀被註冊為「註冊外觀設計」，註冊人就享
有《註冊外觀設計條例》522章的法律保護。若註冊人
能引證侵權人曾經進行兜售和/或銷售侵權產品，註冊
人便可向法庭成功禁制侵權人，而不需引證侵權人知
道或應該知道「註冊外觀設計」和註冊人產品的存在
。故此，有很多企業願意花費一千多的港幣來把產品
設計申請為「註冊外觀設計」。

要保護新產品的外形，設計人可以用以下的知識產權
權利來加以保護:-

 3.1.1     版權

 3.1.2     註冊外觀設計。

版權

註冊外觀設計

3.1

3.2

3.3

3.4



獨立銷售

註冊前切勿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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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成功地運用一個「註冊外觀設計」來保護產品設
計，註冊人必需要注意以下兩個事項:-

「註冊外觀設計」除了能更好地保護產品的外形外，
亦可為 註冊人帶來以下商業上的得益:-

3.5.1    「註冊外觀設計」的編號可印於產品或產品包
          裝上以作宣傳、

3.5.2    「註冊外觀設計」會把小規模的侵權人嚇走，
          從而避免產品的設計被抄襲、和

3.5.3    「註冊外觀設計」亦在某程度上拉近註冊人和
          其客戶的關係。

申請「註冊外觀設計」應要在產品設計曝
「作出」。不然，「註冊外觀設計」會被視
為已「公開」的設計而可被取消。簡而言之，
申請人應在展示產品設計前向「外觀設計註冊
處」作出「註冊外觀設計」申請。

另外，設計人亦要注意一項法理基礎：即
《註冊外觀設計條例》522章第2條。該條例
要求「被註冊的物品必須獨立銷售」。若註
冊外觀設計並不符合該法定要求，「註冊外
觀設計」或會被取消。

3.6.1

3.6.2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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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註冊物品必須獨立銷售」的意思是指被註冊
的物品必需要獨立，而不是連同其他產品或零件一拼
銷售出市場。例如，一隻手錶中有「錶頭」和「錶帶」
兩項物品。若果「註冊外觀設計」中只顯示「錶頭」，
但一直以來都是「錶頭」和「錶帶」一起銷售，那麼
「註冊外觀設計」因不符合上述法例而可被註銷。所
以，在此情況下，註冊人應把「錶頭」和「錶帶」一拼
申請作為「註冊外觀設計」。

但註冊人亦要注意，若果錶帶只是一平平無奇的外形
，甚至在申請「註冊外觀設計」前已曝光和/或展示，
那麼它亦會影響整件註冊物品的新穎性，從而亦有機
會被挑戰者申請註銷「註冊外觀設計」。

若遇上這較複雜的情況，申請人應在申請「註冊外觀設
計」前，向專業律師查詢。

筆者建議申請人必須明白「曝光」和「獨立銷售」的
原理才好進行申請「註冊外觀設計」。不然，已註冊
到的「註冊外觀設計」亦有機會遭到滑鐵盧，從而被
逼註銷。

3.7

3.8

3.9

3.10



起訴前重要事項

4.    起訴前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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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件產品或一種圖案被註冊為註冊外觀設計後，註
冊人便擁有獨家銷售載有該設計或圖案的產品。若註
冊人發現侵權產品時，他可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522章起訴侵權人，並向法庭索償以下命令︰–

4.1.1     永久禁制令、

4.1.2     送達命令、

4.1.3     披露命令、

4.1.4     損失命令、和

4.1.5     律師費命令。

在起訴侵權人前，註冊人需要注意以下重要事項︰–

4.2.1    有侵權人或會挑戰註冊外觀設計的生效性。通
          常他們會依賴以下2種答辯方法︰–

若果註冊外觀設計被證明在申請註冊前已是一
普遍的設計或非常類似的設計曾於市場出現，
法庭有可能會判決被告人得直。要引證註冊外
觀設計是普遍和/或已於申請日前面世的責任則
在於被告人。

4.2.2

4.2.1.1     註冊的物品的外觀設計是普遍的設
           計、和 

4.2.1.2     註冊人申請該註冊外觀設計前曾把產
              品的外形向外披露，如登廣告或銷售。

4.1

4.2 



追討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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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522章第2條，一個
可被條例保護的註冊外觀設計必定可獨立銷售。
若果註冊的物品只是整件產品的一部份，被告人
便可挑戰註冊外觀設計的生效性。若果成功，被
告人便可把註冊外觀設計和註冊人的訴訟駁回。

4.2.3

獨立銷售

若果被告人並沒有證據或足夠證據來挑戰註冊
外觀設計的生效性，他們亦有權拒絕向註冊
人賠償損失。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522章
第51條，註冊人是有責任向法庭引證被告人
在知情或應該知情情況下進行侵權行為才可
獲得損失命令。在以下2種情況下，註冊人不
難引證被告知情︰–

 4.2.4.1    被告人是註冊人的前客戶，甚至曾向
            原告人購買註冊外觀設計的產品、和

 4.2.4.2   註冊人曾於起訴前發出警告信給被告
            人，但被告人持續進行侵權行為。

4.2.4

若果被告人只是一零售店舖，而又不屬於上
述(a)或(b)的情況，註冊人便較難引證被告知
情。若果舉證失敗，原告人雖仍可獲得法庭
頒佈的永久禁制令、送達命令、披露命令和
律師費命令，但不能獲得損失命令。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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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雖然如此，註冊人憑著註冊外觀設計來起訴侵權人比
以較以版權侵權來起訴較容易成功。在版權侵權訴訟
下，原告人需證實被告人知情或應該知情侵權法庭才
會判決原告人得直。相反，憑著註冊外觀設計起訴侵
權人，原告人無論能否證明被告人知情或應該知情，
原告人均可以得直(雖然追索損失權利則另作別論)。
一般而言，若果原告人能獲得永久禁制令來終止被告
人在進行侵權行為，這已是訴訟中原告人的最基本和
最重要的目的。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建議企業應多加考慮投放資源來
把新產品的設計作註冊外觀設計。在申請註冊外觀設
計時，企業要注意切勿在申請前推廣產品。



5.   註冊外觀設計 v. 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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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要保護產品的外形，企業可透過註冊外觀設計來保護
。只要產品的外觀設計成功獲得註冊，企業便可透註
冊外觀設計來阻止其他公司銷售與企業一模一樣或
「並非嚴重」的不相同的產品。除此之外，企業更可
透過註冊外觀設計推銷產品，鞏固企業與其買家的關
係，並把「心血較少」的侵權人趕走。

5.3 要獲得上述註冊外觀設計的好處，企業必須要注意
以下2點：

 5.3.1    一般申請人較易忽視的事項是：申請外觀設計
          註冊的日期不能後於產品的公布日期、和

 5.3.2    註冊外觀設計屬地域性保護權利，一個在香港
          註冊的外觀設計只能容許企業打擊在香港以內
          的侵權行為。

5.4 如果企業錯過申請註冊外觀設計的時間，他們仍可以
用版權來保護產品的外形。

5.1 對研發產品的企業，以下的研發成果需加以知識產權
保護:-

 5.1.1     產品（和當中的內部零件）的外形、和     

 5.1.2     功能上的發明。

註冊外觀設計來保護外形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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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透過版權法，企業可阻止侵權人銷售複製品。以「侵
犯版權」起訴侵權人，企業需要引証侵權人是在知情
下進行侵權行為。所以若要以侵犯版權來終止侵權行
為，大多數企業會在起訴前發出「警告信」給侵權人
，在侵權人收到「警告信」后仍持續銷售侵權產品后
才提出起訴侵權人。

5.6 要成功終止侵權人侵犯版權，企業需要預備好產品圖
紙。在技術上，圖紙的作者和製作日期，是不可或缺
的。

5.7 若果製作圖紙的作者並非是企業的僱員，企業更需要
做一份版權轉讓書，把圖紙上的版權由作者的僱主轉
至企業名下。憑著版權侵權比憑著侵犯註冊外觀設計
來起訴侵權人的工夫要多很多。

5.8 相比下，保護產品的發明即專利的保護范圍較闊和較
深。要獲得專利保護，企業必須在發表專利前作出
適當的註冊外觀設計申請。在香港，保護專利有以下
2 項方法:-

 5.8.1     短期專利（保護年期為8年）、和

 5.8.2     標準專利（保護年期為20年）。

版權

專利來保護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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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要獲得20年年期的標準專利，企業並不能直接在香港
作出申請，因為香港的標準專利制度，是「再註冊」
制度。所以企業先要在以下3個國家當中成功申請後
才可在香港以「再註冊」制度來登記並獲得相同的保
護:-

 5.9.1     中國、

 5.9.2     英國、和

 5.9.3     歐盟體。

5.10 在2013年2月7日，香港政府對專利制度的改革決心，
「香港政府」正式公布，上述的「專利制度」需要改
變。在不久的將來，香港會有一套「自主性」的註冊
專利制度。現在，多數的香港企業也會為其發明作短
期專利申請，雖然「短期專利」保護年期較短，但它
比「標準專利」有以下優勢:-

 5.10.1   申請費用便宜、

 5.10.2   申請時間較短、

 5.10.3   申請成功率比標準專利較高。

5.11 從推銷產品角度來看，「短期專利」仍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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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冊外觀設計 v. 版權 

6.2 註冊外觀設計申請必須要在產品面世前進行。不然，
註冊人或會遭遇滑鐵盧之苦。若侵權人能證明註冊外
觀設計於申請日前已暴光，他可向法庭申請取消該註
冊外觀設計。所謂暴光是指產品在申請註冊外觀設計
前已被展示和／或兜售。

6.3 在申請註冊外觀設計時，企業除要注意在申請前產品不能
暴光外，還要注意在申請時產品相片的質量。在起訴侵權
人時，註冊人需要向法庭顯示清楚的註冊產品外型。所以
註冊證書上應清楚載有產品不同7面的相片方可。

6.4 當侵權產品出現時，憑著註冊外觀設計，企業可以輕
易地證明以下兩個條件來取勝，並禁制侵權人兜售和
銷售侵權產品:-

 6.4.1     一張生效的註冊證書、和

 6.4.2     侵權人銷售侵權產品。

6.1 企業可考慮採取以下兩種方法來保護新產品的外型:- 

 6.1.1     註冊外觀設計、和

 6.1.2     整理版權檔和版權資料。     

註冊外觀設計（注意特點）

6.5 至於侵權人是否知道註冊人的產品的存在則並非答辯
侵權責任的答辯理由，這是企業申請註冊外觀設計的
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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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當然，亦有些企業為了以下的好處，即使產品已暴光，
仍向「外觀設計註冊處」進行註冊外觀設計申請:-

 6.6.1     推銷產品、

 6.6.2     註冊外觀設計可嚇走一些小規模的侵權人、和

 6.6.2     註冊外觀設計可以更好地保持和維護企業與
           客戶的關係。

6.7 由上述三點可看到一些企業註冊外觀與打擊侵權人無關
，只是用來保護產品和市場。即使企業在註冊外觀設計
申請前產品已經暴光，只要企業不使用該註冊外觀設計
來起訴或威脅侵權人，侵權人並不會主動取消該註冊外
觀設計，或者根本不知道該註冊外觀設計的存在。

6.8 除註冊外觀設計外，企業還可以依賴版權來保護產品的
外型和設計。只需要企業能證明他擁有「版權圖紙」上的
版權並能提供版權圖紙的版權資料（包括作者名稱、製
作日期和公告日期），   企業便可依賴版權來起訴侵權人。

版權

6.9 講到這裏，心水清的讀者便會有以下疑問:-

 6.9.1    「既然版權不需要申請註冊便可獲得保護產品
         外型的權利，那企業為何要花費為產品作出註
          冊外觀設計呢？」

註冊外觀設計 v. 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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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要解答以上問題，讀者必須要知道企業若要成功地透過
版權侵權來起訴侵權人，他必須要證明以下條件才可:-

6.11 在一般情況下，上述的知情條件在版權訴訟中是必
要的條件。除非侵權人是一所有規模且又是企業的
主要競爭對手或侵權人是企業的前買家，否則企業
必須引證上述知情條件才能取勝。

6.12            在現實中，企業在正審時滿足上述知情條件並不難，
但正審所需的訴訟時間為兩年，這對企業來說實在太
長了。若果可以，企業應以簡易程式申請（如在起訴
後兩，三個月內）取勝。但若果侵權人是一所貿易公
司或是一所零售公司，企業要在毫無執拗的答辯下成
功申請簡易程式並非易事。

6.13            相比註冊外觀設計訴訟，註冊人只需要提供一紙生效
的註冊證書和引證侵權人曾兜售侵權產品便可。在某
些情況下，以註冊外觀設計來起訴侵權人確實比以版
權來起訴侵權人更好更快。即便如此，本人亦極之鼓
勵企業為每一產品盡早整理好版權圖紙和版權資料。

「侵權人應該知道正版產品的存在」

申請簡易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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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當設計人完成一件產品或圖案的設計後，他可把設計
申請成為註冊外觀設計，從而獲得《註冊外觀設計條
例》522章的保護。保護範圍包括除註冊人外其他人不
得擅自使用該註冊外觀設計。保障年期最多為25年
（由申請註冊外觀設計日起）。但設計人需要注意
以下事項，尤其是「申請前曝光」問題。

7.3 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522章第45條，法庭有權下
令把註冊外觀設計撤銷。撤銷註冊外觀設計的理由有
好幾種，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在申請前設計已非新
穎。據筆者經驗，非新穎情況有以下兩類:-

 7.3.1     註冊外觀設計缺乏新穎性，例如它只是市場
          不同設計的組合。

 7.3.2     註冊外觀設計已於申請日前外露。

7.4 筆者查看過的註冊外觀設計不少於千個。據經驗，筆
者從註冊外觀設計的證書便可估計哪個註冊外觀設計
在申請日前已經外洩。該準確程度有90%或以上。在
下文，筆者嘗試分享該學與得來的經驗。

7.2 「申請前曝光」即註冊人在入稟「外觀設計註冊處」
申請註冊前已把設計外洩。外洩行為包括把設計向客
人展示、刊登廣告和在展覽會展示。雖然「外觀設計
註冊處」未必會知道設計已於申請日前外洩，但成功註
冊的設計也可能會被取消。

7.    透視產品在註冊前已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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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一般而言，第二類文件的出現可透視該註冊外觀設計
已於申請日前曝光。這是因為註冊外觀設計內的相片
（通常是1至7張）顯示的是「已製成品」。這亦已代
表產品已於申請日前已「開模」和「生產」。而接下
訂單是「生產」產品前的行為。而在接獲訂單前，產
品的設計必然已向客戶展示和兜售。然則，在申請日
當日，產品或產品上載有的設計已被展示、兜售、銷
售甚至是生產。所以註冊外觀設計證書是可告訴我們
註冊設計有否於申請日前外洩。

7.7 因此，筆者建議設計人應盡早把有潛質的設計申請為
註冊外觀設計或（在需要時）小心處理註冊外觀的申
請文件才好。

7.5 註冊外觀設計證書會呈現以下兩類文件:-

 7.5.1     設計圖或線圖（「第一類文件」）、

 7.5.2     產品的相片（「第二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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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要在展覽會上成功保護產品的版權，企業不單止需要
在展覽會開幕前完備好上述版權文件，而且還需把填
妥好的版權件透過「快速行動計劃」在「香港工商品
牌保護陣線」內存檔。

8.2 在展覽會上，當企業巡查時若遇上侵權行為，他們便
可向註場的《香港海關》探員舉報。若果立案，《香
港海關》會於立案後24小時內執行、拘捕和刑事起訴
侵權展覽商和負責人。

8.3 每年，《香港海關》委派註場關員留守的展覽會包括以下：

 8.3.1    香港玩具展

 8.3.2    香港國際珠寶展

 8.3.3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8.3.4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8.3.5    香港夏季禮品、家庭用品及玩具展

 8.3.6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8.3.7    香港鐘表展

 8.3.8    亞洲展覽盛事

 8.3.9    環球資源展 — 電子產品及零件

 8.3.10   環球資源展 — 禮品及家品

8.  「快速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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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在刑事責任方面，侵權商和負責人不單止要為侵權行
為負上刑事案底，而且還需冒上入獄之險，這就要視
乎案情及負責人的過往記錄。透過「快速行動計劃」
而被成功起訴的負責人，法庭多以判決九個月監禁。
但若果負責人只屬初犯，法庭傾向以緩刑兩年和判罰
3,000至5,000港幣以代替監禁。

8.4 自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快速行動計劃」正式執行
至今，成功檢控侵權參展商和負責人的數目數以百計
。根據《版權條例》528章第30至34條和第118條，侵
犯版權屬於民事和刑事責任。

8.6 從事玩具、電器、禮品、燈飾、珠寶和其他設計上創
意的行業，本所呼籲他們應盡早把產品設計的版權文
件盡早整理和(在適合時)把版權文件透過「快速行動計
劃」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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