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

摘錄自
《十四五規劃綱要》
國家發展策略
•「實施知識產權強國戰略，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

保護制度，完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加快
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立法…優化專利資助獎
勵政策和考核評價機制，更好保護和激勵高價
值專利，培育專利密集型產業…」
（第七章第二節）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
•「…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支持

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第六十一章第一節）

香港優勢
•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2021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知識產權的評分
全球排名第七，排名較二○二○年的第十二位
為高。
• 擁 有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的法律及
司法制度和高度發展的服務業。
• 發 展成重要的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協助內地及
香港企業打進國際市場，同時亦便利海外投資
者開拓內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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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 保障科研成果

建設
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發

展創新科技是國際大趨勢，香港科研精

取得突破性進展，發現孕婦的血漿內存有高濃

英輩出，研究和發明成果不單造福港

度的胎兒DNA，並藉此基礎成功研發出以DNA

人，更為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貢獻。被喻為「無

分析為本的無創產前診斷技術，以非入侵方式

創產前檢測之父」的盧煜明教授是其中的佼佼

檢查孕婦腹中胎兒是否患有唐氏綜合症。有關

者，他研發出唐氏綜合症無創檢驗方法，至今

的血漿DNA診斷技術其後更延伸至其他應用層

被全球九十多個國家廣泛採用，每年惠及數以

面，包括癌症篩查和器官移植排斥監測等，為

百萬計的孕婦。知識產權是科研人員的重要資

醫學界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產，盧煜明認為保護發明的專利權對促進科研
成果的技術轉移和實際應用至關重要，期望香

盧煜明研發的技術成功推進國際醫學發

港積極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進一步推

展，除了自己和研究團隊二十多年來的不懈努

動創科發展。

力，以及前人學者的研究基礎，還有賴政府和
慈善團體提供研究資助。「李嘉誠先生捐款設

盧煜明和太太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盧

立中大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為我們購置研

煜明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後，雖然一直留英從

究設備和儀器；政府亦在不同階段提供了多筆

事研究工作，但早有回港發展的長遠打算。適

重要研究經費，例如在一九九九年透過當時剛

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百業興盛，工作

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以及二〇〇八年經大

機會源源不絕，兩夫婦便決定趁機回流。他直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成立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言，若非當初選擇回港，自己的研究工作未必
能迅速取得進展。

為我們撥款數千萬元作研究用途。我們最近更

取得數億元政府資助，在香港科學園的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設立創新診斷

盧煜明回港後旋即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中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研究）

盧煜明

大）。新環境、新開始，促使他鼓起勇氣為研

金支持，他亦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

究了八年的項目另找新的切入點，結果很快便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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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是一個保護權益的好方法；

「

而專利的收益不但有助學者和大學持續研究和發展，
亦有利香港以至國家整體社會。」

職銜
●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

●

香港中文大學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李嘉誠健康科學
研究所所長

●

轉化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主任

傳統大學教授經年累月埋首研究，若只撰

因為美國的基因診斷市場龐大和比較成

寫論文發表結果，某程度上猶如紙上談兵。近

熟，他很多時會先在美國為其發明申請臨時專

年愈來愈多大學着力推行研究成果技術轉移，

利，再在世界其他地方提出申請，而在中國內

將基礎研究的技術轉化為具社會和經濟效益的

地、英國或歐洲專利局（指定英國的專利）提

實際應用，既能真真正正惠澤人類健康，更可

交的申請，可提供法律基礎在香港提交相應的

創造商機，將所得利潤投放在新的科研項目

標準專利申請。為確保香港的專利制度與時並

上，形成一個循環，實為多贏方案。要將科研

進，配合本地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的需要，政

技術轉化為可供應用的產品，為發明申請專利

府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引入原授專利制度，提

便成為商品化、市場化過程的關鍵一步。盧煜

供方便、直接和快捷途徑，讓專利申請人無須

明闡述說：「以無創產前診斷為例，要是沒有

先在境外進行專利申請程序，便能直接向知識

商品化，我發明的技術只會在圖書館供人借閱

產權署申請標準專利。盧煜明認為，這項專利

學歷

的學術論文上呈現。要幫到孕婦，一定要有人

制度改革能切合發明家的需要，有助鼓勵創

●

英國牛津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願意投資將技術商品化，但投資者也希望得到

新，但長遠來說，在香港申請的專利權益需要

●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和醫學博士

保障，以免投資後技術被抄襲，所以申請專利

跨越地域限制，如果能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是一個保護權益的好方法；而專利的收益不但

（大灣區）行使，便利程度和吸引力自然大大

有助學者和大學持續研究和發展，亦有利香港

提升，有助促進產業化發展，將本港的科研產

以至國家整體社會。」

品推廣至大灣區和世界各地。

縱然深明知識產權是科研人員的無形資

為鼓勵本地企業和發明者申請專利並將成

產，需要好好保護和應用，但萬事起頭難，加

果轉化為資產，政府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早於

上一開始缺乏經驗，盧煜明在申請專利的過程

一九九八年推出專利申請資助計劃，資助首次

中亦碰過不少釘子。他憶述在海外申請專利的

申請專利的公司或人士。盧煜明指該項計劃具

經歷時說，「不同國家的知識產權法例都有所

相當作用。事實上，申請專利所費不菲，以他

不同，美國的系統有很多拒絕申請的理由，幾

的經驗而言，每次申請專利的預算為三十萬元

乎每次申請都會被拒絕兩、三次才能成功；歐

至五十萬元，若不幸遇上訴訟，費用更可能以

洲的審核則非常嚴謹，動輒因為申請文件裏字

千萬元計。就此，他認為聘用熟悉知識產權和

句擺放位置的差別而被拒絕申請。」

專利權的律師非常重要，既可協助申請專利，

趙慧君教授（左）和陳君賜
教授（右）都是盧煜明教授
的博士學生，三人醉心
研究、並肩作戰多年，更一
同獲選為二〇二〇年全球
二十位頂尖轉化研究
科學家。

●

香港中文大學專利委員會主席

●

InnoHK創新診斷科技中心科學主任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知識產權
的保護，透過舉辦亞洲知識
產權營商論壇等，為世界
各地專業人士和商家提供
平台，就知識產權的最新
發展互相交流。

榮譽
●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

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

世界科學院院士

●

費薩爾國王國際醫學獎 (2014)  

●

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 (2016)

●

英國皇家學會皇家獎章 (2021)  

●

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化學

盧煜明積極參與有關知識
產權的教育工作，在校內
以自身經驗與科研同道
探討申請專利的技巧。

又可避免因處理不妥而在訴訟中處於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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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煜明（左）非常感謝對其有知遇之恩的
楊孟思教授（右）和啟發其研究的簡悅威
教授，助他在科研路上逐步走向成功。

他回想早年捲入訴

的原授專利制度，並爭

訟，赫然發現當時香港

取其他主要知識產權國

的法院和律師在這方面

際條約適用於香港，同

的熟練程度因專利訴訟

時與內地研究跨境知識

案件的數量比較少而未

產權保護的便利措施，

能完全發揮，擁有相關

如此種種足見政府決心

經驗的資深大律師更寥

打造香港成區域知識產

寥無幾。盧煜明相信，

權貿易中心。

隨着政府進一步發展原授專利制度和推廣知識
產權商品化，本港的專利從業員，包括律師、

現時身兼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研究）和專

專利代理人和專利審查員，對專利的了解將有

利委員會主席的盧煜明，在校內亦積極加強有

所提升，可望培訓更多知識產權管理人才，更

關知識產權的教育工作，以自身經驗與科研同

可培養有意鑽研知識產權法和專利法的法官和

道探討申請專利的技巧。「傳統教育沒有教你

律師。而當本地的法律專才和其他專業人士累

如何申請專利，我希望藉分享多年累積的經驗

積更多處理專利申請、侵權、知識產權仲裁和

和知識，讓下一代學生受惠，現時我研究團隊

調解的實戰經驗，亦有助本地提供更多配套服

的學生早在入讀大學第一年已經開始學習申請

務，惠及不同持份者。

專利。」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

透過申請專利保護知識產權，盧煜明開創

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特區政府亦加

的無創產前診斷技術已在全球發展成一個年值

快步伐推廣知識產權保護，又計劃從多方面推

數十億美元的生物科技產業，其中有多項骨幹

動香港知識產權貿易發展，包括提升知識產權

專利源自香港。他的發明不單造福世人，更證

署的實質審查能力，積極與內地當局研究把

明香港雖然只是彈丸之地，但人才輩出，不單

《專利合作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本港

成就卓越，更可改變世界。

盧煜明獲獎無數，包括在二〇二一年獲英國皇家學會
頒發「皇家獎章」，成為該獎項成立近二百年以來
首位生物學領域的華人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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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助本地品牌
衝出國際
香

港是創造知識產權的熱門地點，同時亦

李 欣二〇一三年和拍檔為飼養的柴犬慶

匯聚各類知識產權貿易，包括授權、特

祝生日，設計了一款印有愛犬卡通圖案的變色

許經營、商品營銷和版權貿易等。知識產權貿

水杯作為生日會回禮禮物，無心插柳之下踏上

易帶來的機遇，有助企業和品牌提升優勢和競

創業之旅。「當時我為狗狗開設的社交平台帳

爭力，開拓市場商機，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戶有數千名追隨者，我將變色水杯的相片分享

近年隨處可見的卡通柴犬雪比（SHIBE）便是

到社交平台後，許多外國朋友紛紛表示有興趣

成功例子之一。香港品牌「柴犬工房」創辦人

購買水杯來送禮，我們便在工餘時將水杯寄到

李 欣透過註冊商標和授權，成功將自家創作

世界各地，生意便是這樣不經意地開始。」

的卡通產品打進國際市場。她認為，香港憑藉
李

健全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條件成為區

欣直言，當初創作精品只是玩票性

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幫助更多本地品牌走出

質，對品牌經營、知識產權、商標和專利註冊

香港，開拓海外商機。

等認識不多，直至後來遇到不快的侵權經歷，
才令她頓覺保護品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當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

時有一位外國客人購買了我們的產品，表示想

《2021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知識產權

在當地經營一個相同的品牌，當要求我們提供

的評分全球排名第七。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

一些供應商資料不果後，竟然在未獲授權的情

度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李 欣有深刻體會。

況下，自行設立一個跟我們差不多的品牌，還
生產相類近的產品。」

柴犬工房創辦人

李頴欣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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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國際化，又具備從事知識產權貿易和

管理工作的專業人才，協助企業註冊商標和專利等。 」

「當時我們真的很驚訝，立即聯絡律師商

務邁前一大步。「我們跟一些商會參加『創業

討如何處理事件，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想保

日』，展示我們的產品，從而認識到一些商界

護自己的品牌，為品牌作商標註冊是首要一

朋友。他們覺得我們的產品很有趣，二〇一六

步。」上了寶貴一課的李 欣意識到商標是重

年邀請我們開限時展售店。那是我們第一次在

要的商業資產，必須保護品牌特色和原創性，

香港以限時展售店的形式售賣產品，沒料到反

才能建立商譽、保障品牌權益和長遠發展業

應非常熱烈，很多人帶同愛犬前來支持，真的

務。事件後來怎樣解決？她憶述道，「對方也

令我喜出望外。」

沒有註冊，沒多久便倒閉了。其實抄襲根本沒
意思，因為沒有原創的獨特性。」

職銜
●

柴犬工房創辦人

●

產品設計師

榮譽
●

香港授權業大獎頒發

最佳新晉授權品牌獎—優異獎

香港授權業大獎頒發

最佳香港授權品牌獎—優異獎

（2018）

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
香港新星服務品牌
（2018）

李 欣表示，貿易發展局為走在創業途上
●

香港授權業大獎頒發

最佳香港授權品牌獎—銀獎
（2020）

欣隨後陸續在歐

一方面，展覽會吸引了大批本地和國際品牌匯

美、內地和其他不同地方，為品牌進行基本商

聚一起，不但可認識不同品牌和商家，了解五

學歷

標註冊；然而，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註冊商

花八門的產品，亦可建立商業網絡，藉交流增

●

標，過程殊不簡單，幸好香港是國際城市，匯

加合作機會，為產品和市場的開發打開一扇大

聚各方專家和專業人才，既熟悉各地知識產權

門；另一方面，對知識產權的推廣和教育，亦

制度，又精通兩文三語，協助本地中小企業處

令企業對知識產權所衍生的商機和利益有更深

理內地和海外商標註冊申請，既方便又可靠。

了解。

為了進一步發展品牌和加快開發海內外市

她續說，商標經註冊取得法定保護，商標

場，李 欣參加了香港貿易發展局（貿易發展

擁有人便有權出售、轉讓其商標或授權他人使

局）舉辦的一系列講座，了解不同專家和專業

用。下一步，李 欣開始以授權的方式，與不

人士如何妥善經營一個品牌，令她茅塞頓開，

同公司聯乘合作，令產品和業務更多元化，同

遂嘗試為其品牌建立商業網絡，打開各市場之

時開拓新市場。「我們曾經與藥妝品牌合作，

門。她起初將產品資料上載貿易發展局網站宣

將設計印在其生產的搓手液、洗手液、潤膚霜

傳，迅即收到商戶查詢，其後放膽參加「創業

和紙巾上，產品被銷往泰國、台灣、越南和菲

日」和香港國際授權展等活動，亦收到意想不

律賓等地，成功打開我們從未涉足的東南亞市

到的效果，認識很多潛在合作夥伴，向開拓業

場。我們亦與出版社合作出版書籍，令品牌的

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
舉辦香港國際授權展，
協助本港和海外企業
尋找合作夥伴，擴展
內地以至亞洲區市場的
授權網絡。

（2017）
●

●

的中小企提供不少支援，幫助他們開創商機。
經一事、長一智，李

李 欣（右）與香港知專
設計學院的學生分享商標
註冊和授權的重要性。

美國普拉特藝術學院藝術學士

作為產品設計師，李頴欣
以卡通角色設計出不同
產品，包括製成大型裝置
於商場展出。

產品更多元化，增加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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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權

李 欣（左）與丈夫鄭銘光積極透過授權
項目和品牌合作，開拓業務和商機。

香港國際授權展自

時打造香港成為區域知

二〇〇二年首度舉辦以

識產權貿易中心。由貿

來，在亞洲備受推崇，

易發展局創立並管理的

李

欣亦從二〇一七年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

起參與其中。「當時我

台」便是個好例子，該

們不太認識國際授權，

平台方便全球知識產權

透過展覽會吸收寶貴經

參與者聯繫，協助內地

驗，了解到商家或買手

和香港企業打進國際市

的需要，從而令我們知道應怎樣改善品牌。直

場，亦便利海外投資者開拓內地，包括粵港澳

到現在，我們依然每年參加香港國際授權展，

大灣區的商機。李 欣亦是「亞洲知識產權交

每次都獲益良多。」

易平台」的用家，「我覺得很有幫助，可在平
台上尋找其他有意聯乘合作的品牌和商家，促

對於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

成商業夥伴配對，令我們更容易洽談生意。」

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李 欣深表認同，
認為香港擁有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及完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品牌創始人，

善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極具這方面的發展條

李 欣深信本地品牌可百花齊放，而且大有可

件。「香港很國際化，又具備從事知識產權貿

為。「不少本地和國際知名大企業或品牌均有

易和管理工作的專業人才，協助企業註冊商標

興趣與本地品牌合作，透過知識產權貿易達致

和專利等。以我自己為例，除了委託專家申請

互惠互利，令品牌持有人既可在香港發展，同

商標註冊外，每次洽談授權時，都需要律師為

時亦可衝出國際。」

我們度身訂造一份保障雙方的合約。」
致力邁向國際的，除了商業品牌，還有香
事實上，香港擁有大量專業服務提供者，

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品牌」，相

包括專利師、律師、創業資本家、顧問和其他

信政府積極推廣，定可吸引更多知識產權持份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的機構等，可協助各方進行

者選擇香港這個貿易平台。畢竟，香港本身就

知識產權貿易活動。政府亦一直透過不同的措

是個了不起的品牌，成就了無數傳奇。

施協助中小企保護、管理和運用知識產權，同

李 欣指，香港擁有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以及完善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極具條件成為區域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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