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產權

本行如何提供協助
的近在知識產權方面豐富的執業經驗，結
合本行律師的技術背景，有助於我們為現
代商業機構客戶就日益複雜的知識產權問
題提供法律意見。

在的近律師行，我們了解相關的利害風險，
進而能夠採取多元化的方法，協助閣下保
護您的知識產權，發展閣下的業務並提升
閣下的競爭優勢。

本行為全球眾多著名品牌提供法律服務 – 
包括接近所有 Interbrand 所評選的全球
100 強品牌 – 以及科技、廣告、娛樂與製
藥領域的領軍企業。信賴的近律師行，閣
下就有了極佳的合作夥伴。

本行的獨特之處

的近是香港的世界級律師行，亦是區內知識產權領域屢獲殊榮
的領軍者之一。

本行也是在香港建行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以及提供全面服務
的獨立律師行。自 1851 年以來，本行不斷發展自身獨有文化，
將關懷客戶的服務傳統融合於現代科技和工作制度之中。本行
不僅講求誠信，亦竭力堅持最高的服務標準，這與本行具備的
國際視野及秉承的銳意創新精神不謀而合。

本行的服務宗旨一直以來都是了解客戶的業務和時限，並以
「值得信賴的顧問」身份，協助客戶作出關鍵的商業決策。

本行的香港總部與中國內地的三個代表處，均能向客戶提供優
質的法律意見，以協助客戶處理策略性業務或個人需要。本行
多年來與香港商界建立的密切關係，更是客戶與本行合作的關
鍵優勢。



本行服務範疇

的近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所提供的服務能實現無縫連接，服務範
圍涵蓋知識產權訴訟及非訴的各類事項，其中包括商標、版權、
外觀設計、專利、技術、數據保護、營銷與廣告宣傳、知識產
權交易與電子商務。我們在開創訴訟案件先例及維權行動方面
成績彪炳。具體服務範圍如下：

版權  

我們就中國內地、香港兩個司法管轄區版權的存續、保護、運
用及維權所涉及的各個方面提供諮詢，代表版權擁有人以及版
權索賠的抗辯方行事。我們了解數碼科技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並能緊隨該複雜且快節奏領域內最新法律發展動態及新科技。

數據保護與私隱  

技術發展使商業機構改變了收集、持有和使用個人信息的方式。
保障閣下自身的信息並遵守數據保護法規至關重要。無論閣下的
商業目的或商業模式如何，我們均能就任何數據保護及監管合規
問題為閣下提供務實的風險管理諮詢。

外觀設計

技術創新與風格塑造的日益融合漸成趨勢，註冊外觀設計權亦
因此成為知識產權策略的關鍵環節。我們經常為客戶提供關於
區內外觀設計的保護、運用及維權的諮詢。



維權與訴訟  

我們有多年提供打假策略諮詢以及協調區內及國際調查和維權行
動的經驗。我們的團隊亦處理涉及專利、外觀設計、商標、假冒、
公司名稱侵權、版權及保密信息事宜的訴訟案件，並在眾多備受
關注的案件中獲得了勝訴。 

商業知識產權諮詢

無論閣下是否處於革命性技術發展的前沿、擁有有價值的知識產
權組合，或者僅僅在為業務尋找增值的方式， 我們均能協助您
處理一切商業知識產權諮詢方面的工作，包括知識產權審查、本
地法律合規、企業併購、企業合營與重組、轉讓、許可、廣告與
營銷、網站協議、技術轉讓、及軟件開發與運用。 

互聯網與域名

我們能在時刻變化的數碼環境中協助閣下保護並拓展業務。我們
代表全球許多領先的互聯網服務商，並處理註冊域名至發展網上
業務的領域所涉及的各種事項、提供有關創新業務模式、尖端資
訊科技、互聯網與電子商務事宜的諮詢，包括使用社交媒體、互
聯網廣告及移動網絡營銷等。 

專利 

我們在提供與專利相關的諮詢方面有逾 100 年的經驗，的近一
流的律師及專利代理人協助大量國際及本地家喻戶曉的品牌處理
檢索、申請、管理、維權事宜及保護其專利組合， 以及提供有
關自由實施、有效 / 無效及侵權的意見。 

商標 

商標往往是最具價值的公司資產。我們協助客戶辦理各類事
項，包括商標檢索、申請策略、註冊、管理組合、監控商標權
利，乃至許可與轉讓，以至異議、註銷、無效或撤銷程序。

媒體與娛樂

得益於東南亞地區內極少的專門執業團隊之一， 我們活躍於電
影、電視、音樂、出版及廣告領域。的近的客戶包括本地及國
際大型製片公司及廣播公司、音樂發行商及唱片公司、廣告與
公關公司、出版商及新媒體公司。

保密信息與商業秘密  

保密信息及商業秘密屬於重要資產。我們有經驗協助閣下辨別
您的寶貴信息，制定適當的政策及程序以保護保密信息及商業
秘密。如果發生洩露情況， 我們將採取迅速且有效的行動， 盡
量減低損害。

www.deacons.com



獎項與認可 

•  獲《錢伯斯亞太法律指南》（Chambers Asia-Pacific）評
選為「中國知識產權（國際律師行）一級律師行」（2016
年至 2022 年）

•  獲《亞太法律 500 強》（Legal 500 Asia Pacific）評選為「香
港知識產權一級律師行」（2016 年至 2022 年） 
 
獲《知識產權管理》（Managing IP Awards）年度大獎中
評選為「香港年度律師行」（2015 年至 2017 年、2019 年
及 2021 年）及「香港年度訴訟律師行」（2018 年）

•  獲《世界商標評論 1000 強》（World Trademark Review 
1000）全球商標領域領先律師行名錄中評選為香港「維權
與訴訟」及「申請與策略」頂尖律師行（2016 年至 2021 年）

•  獲《IAM 全球專利 1000 強》（IAM Patent 1000）全球專利
領域領先律師行名錄中評選為香港「專利訴訟」（2018 年
至 2021 年）、「專利申請」及「專利交易」頂尖律師行（2019
年至 2021 年）

•  在《全球知識產權獎》（Global IP Awards）評選中獲得 
「香港區年度專利律師行」（2020 年）及「香港區年度商
標律師行」（2019 年至 2020 年）

•  在《亞洲法律雜誌》（ALB）香港法律大獎評選中獲得 
「年度知識產權律師行」（2014 年，2016 年及 2019 年）

•  獲《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頒發的  
「年度最佳知識產權律所（專利）」（2015 年至 2017 年
及 2019 至 2021 年）及五度獲選為「年度最佳香港律所」

•  獲《企業法務聯盟》（In-House Community）評選為 
「年度最佳知識產權律師行」（2018 年至 2019 年及 2021
年）

www.deacons.com

本行經驗 

我們具備能迅速且有效處理閣下委託事項的經驗，其中包括：

•  為一個領先的國際廣告企業集團提供有關創新社交媒體活動
的諮詢

•  代理一個全球領先的化工公司在亞洲範圍內辦理化學品、塑
膠、高性能產品及農用化學品領域的專利申請

•  為一個公共衛生機構提供關於通用藥品採購、有關臨床試驗
的知識產權事項以及有關政府投標採購的世界貿易組織合規
事項的諮詢

•  為香港一個最大型的中文印刷媒體上市公司提供關於商標的
保護、申請、異議的諮詢以及相關協議的談判

•  就與美國各大製片公司進行的複雜談判提供諮詢，內容涉及
在全亞洲推出數碼影院系統的創新企劃

•  成功地代表一個國際奢侈品牌處理一宗針對家庭成員涉及商
標侵權及假冒的訴訟案件

•  協助一家全球領先的高性能體育光學器件公司，處理一項複
雜的中國商標維權計劃，包括通過工商管理局及海關採取行
政行動以及處理在一個受歡迎的中國電子商務網站的投訴

•  代表一間全球著名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對私隱專員的裁決提
出上訴 

無論是何種服務領域，本行總能為閣下提供合適的專業人才以
助閣下一臂之力。



希望了解更多信息？

儘管本行已竭盡全力確保本出版物之準確性，此等資料只作一般指引而不應被依賴為或被視作為可取代具體意見。的近律師行對於因依賴在此等資料內所載的任何資訊
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果閣下希望就任何已提出的問題獲得意見，請與本行聯繫。

1221 ©
 D

eacons 2021

梁劉籈嬣
合夥人

蔡小婷 
合夥人

鄭慧明 
合夥人

施澔鈴 
合夥人 

顧嘉敏
合夥人

麥耀榮
合夥人及註冊專利代理

廖子恆
合夥人及註冊專利代理
（中國及英國）

+852 2825 9255 
annie.tsoi@deacons.com

+852 2825 9300
charmaine.koo@deacons.com

+852 2825 9617 
catherine.zheng@deacons.com

+852 2825 9500 
patsy.lau@deacons.com

+852 2826 5394  
dora.si@deacons.com 

+852 2826 5360 
ian.liu@deacons.com

+852 2826 5320  
jeffrey.mclean@deacons.com

呂珍玲
合夥人

+852 2825 9575 
kelley.loo@deacons.com

（澳大利亞）

周麗安
合夥人

+852 2826 5323 
emmy.chow@deacons.com

鐘宛殷
合夥人

+852 2825 9671 
amy.chung@deacons.com

劉蔚嘉
合夥人

+852 2825 9341 
loretta.lau@deacons.com

聯繫方式
的近律師行
香港中環遮打道 18號歷山大廈５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