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布：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與「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下月初舉行 

全力推動知識產權貿易及創新發展 
 

2015 年 11 月 20 日– 面對環球經濟波動帶來的挑戰，加上市場競爭越趨激烈，建立自家品牌、提
升產品設計和質量，是企業的致勝之道。企業更可以把品牌、創新設計、專利技術或科技等無形資
產，透過知識產權貿易，衍生出更多生意機會。「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12 月 3 至 4 日)與「設
計及創新科技博覽」(12 月 3 至 5 日)將於下月初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全力推動知識產權貿易
及創新發展。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表示：「面對現今瞬息萬變的新經濟環境，知識產權及創新確實比以往更
為重要。『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與『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將匯聚多元化活動，包括一系列主
題演講、分組專題討論、展覽及研討會等，不但為業界提供寶貴的交流平台，還有助各行各業增進
相關知識，推動亞洲以至全球知識產權貿易及創新發展，提升企業競爭力。」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第五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發局及香港設計中心合辦，以「知
識產權：帶領全球轉型」為主題，屆時超過 80 位演講嘉賓，將會貫穿三場主題演講、超過 15 場分
組專題討論，共同探討企業如何保護知識產權及如何透過知識產權貿易開拓商機，預計吸引超過
2,000 位知識產權業界人士參與。 

 

今屆論壇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Francis Gurry)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知識產權專家小組主席
Miguel Á ngel Margáin 出席開幕儀式。  

 

星級講者坐陣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設有三場主題演講，其中兩場將於首天(12 月 3 日)上演，主題演講一將
以「世界變局中的可持續知識產權商業模式」為題，重量級演講嘉賓包括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企業知識產權部門總負責人 Jürgen Koch、騰訊控股有限公司知識產權部專利運營總
監李富山、聯合利華(Unilever)專利法務部門總負責人王鵬；主題演講二的題目為「知識產權授權
策略的全球趨勢」，邀請了寶潔公司(P&G)知識產權資深法律顧問 David V Upite、中興通訊股份有
限公司知識產權總監趙啟杉及谷歌(Google)知識產權資深法律顧問 John LaBarre 蒞臨發表演說。 

 

於第二天(12 月 4 日)舉行的主題演講三，題目為「新時代合作 - 『一帶一路』下的知識產權機遇」，
大會請來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兼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劉春田教授、印尼知識產
權律師協會秘書長 Dwi. Anita Daruherdani 及來自俄羅斯的 Skolkovo Foundation 高級副總裁 Igor 

Drozdov，攜手探討「一帶一路」對亞洲以至全球知識產權交易的影響。 

 

除主題演講外，論壇還設有超過 15 場分組專題討論四大議題：知識產權實用資訊、行業知識產權
議題、亞洲專題，以及知識產權入門，眾多知識產權相關機構均派代表參與專題討論，針對性探討
不同範疇與知識產權關連之議題，包括電影、電子產品、大數據及穿戴式技術，迎合不同行業需要。 

 

論壇期間，知識產權署將與大會合辦為期兩天的「知識產權管理人員培訓課程」，由本地知識產
權專業人士提供培訓，內容圍繞知識產權基本概念、知識產權貿易、內地的知識產權管理與保護，
以至商標、專利、版權及外觀設計的管理與開發，以及香港的知識產權註冊及申請程序等，為中
小企培訓人才，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為了促進業界人士聯繫，大會設有展覽環節，匯聚各方面從事知識產權人士，分享最新發展及資
訊，超過80家參展商來自國際品牌如谷歌(Google)、Stratasys、奇虎360、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本地和外國科研中心、大學、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及一眾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等。其中的知識產
權服務供應商如麥仕奇(Marks & Clerk)、中國專利代理和宇東集團(Transpacific IP)等，將會協助
與會者尋找合適的知識產權交易夥伴及提供現場諮詢服務。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另外，香港貿發局於 2013 年底推出的「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羅列超過 25,000 項包括專利、
版權、商標及外觀設計等可供交易的知識產權項目，涵蓋生物科技、醫學、電子及工程、電影和
出版等行業。至今，「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登記會員數目超過 15,000 人，成為亞洲最大的國
際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來自澳洲、以色列及俄羅斯三家新的策略夥伴將加入「亞洲知識產權交易
平台」，並於論壇第二天(12 月 4 日)與貿發局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的資訊
交流和合作，令交易平台的策略夥伴增至 33 家本地及境外機構，包括美國的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AUTM)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 WIPO Green，以及香港多家大學
和科研中心等。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踏入第 11 屆，是區內首屈一指的設計、科技及知識產權貿易盛事，一直
為創意及科技業界提供理想的洽商及交流平台。大會今年邀得歐洲創新之都 - 巴塞羅那作為夥伴
城市，以 Barcelona Inspires Design 為主題，展示巴塞羅那獨樹一幟的產品設計風格，多個巴塞羅
那知名企業/品牌如 FCBarcelona、MANGO、Roca、TOUS 等代表將於主題研討會上演講，分享環
保創新設計、電子商務新趨勢及未來城市設計，與香港創意業界深入交流。  

 

博覽匯聚來自 19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超過 430 家參展商，為歷來最多，呈獻環球創意、嶄新發明、
實用科技，以及各式商業設計服務，協助企業運用創意與科技提升競爭力，開拓更多商機。 

 

擴大「創意與科技初創企業專區」 

博覽分「貿易館」及「創意館」兩部分。「貿易館」設有多個主題展區，展示創新設計與科技的一
站式商業方案，涵蓋產品設計、品牌推廣策略及新媒體推廣等，全方位協助中小企轉型升級。去年
首次設立的「創意與科技初創企業專區」，為創意及科技相關的初創企業提供一個與投資者、企業
家及潛在的夥伴會面洽商的平台，反應理想。承接去年的成功經驗，大會今年再設此專區，集合近
100 家初創企業。除了來自香港科技園、創新中心、數碼港、香港大專院校、iStartup@HK，以及
一些共用工作空間的初創企業外，還邀請到來自阿聯酋、捷克、以色列、馬來西亞、墨西哥等海外
初創企業參與，其中阿聯酋及墨西哥更首次組織地區展館。「貿易館」的另一專區 - 「環球發明
專區」同樣受到注目，近 10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發明家於專區內展示不同領域的嶄新發明，開拓知
識產權貿易商機。 

 

「創意館」網羅香港及環球設計精英的傑作，推動業界創意交流，展館同時開放予公眾免費參觀，
藉此提升公眾對設計與科技的興趣。今年展出的香港設計師作品為近年最多，當中包括香港室內設
計協會帶來由香港知名室內設計師創作的椅子，以「十師+俬」表達「香港精神」的概念；協會亦
聯同多位年輕設計師以「URBAN OASIS」為題，創作都市綠洲的藍圖。    

 

今年博覽繼續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的贊助*，在「創意館」開設「香港創意力量」
展區，展出超過 100 項充滿活力和代表性的本地創作，包括香港設計跨界合作項目《框裡•框外》，
香港貿發局聯同 29 位本地設計師，利用被棄置的棚竹及舊杉木設計出具有全新價值的用品。另外，
還有 Fashionally 時裝展示，以及轉型升級成功案例與新媒體推廣案例等。 



 

 

 

三大研討會系列 

博覽期間將舉行一連串的研討會，邀請來自日本、意大利、瑞士、台灣、巴塞羅那等地的創意專家
及香港的行業翹楚作分享。針對不同參觀者的需要，大會把研討會分為三個系列﹕創意營商研討會
系列的議題涵蓋品牌策略、電子商務、設計等；創新營商研討會系列探討創新製造、零售及餐旅新
體驗、大數據與新營銷策略；創意與科技初創企業研討會系列則包括創新意念商業化、新設計與發
明的商業路等。此外，還有 3D 打印工作坊、商貿配對，以及其他交流活動。香港製造者學會亦會
利用博覽平台舉行機械人比賽，參觀人士可於 12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在「創意館」觀賞機械人格
鬥。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與「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是「創新及知識產權周」活動之一；同場將
舉行由香港貿發局舉辦的「國際中小企博覽」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12 月 3 至 5 日)。這一系
列活動涵蓋設計、科技、以至創業途徑、品牌推廣及知識產權管理等多個領域，發揮協同效應，為
中小企提供一站式增值和解決方案。 

 

*有關「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的免責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僅為本項目提供資助，除此之外並無參與項

目。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秘書處或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的觀點。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展品介紹﹕

https://hktdc.sharepoint.com/sites/public/CPA/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uHJTebDAnR%2f

UVbEoCwRKe4U7os683zn3Ol9Hi4Mfh4k%3d&docid=0cb88b9e0b57f458389aa32599fe084f3 

 

圖片下載﹕ 

https://hktdc.sharepoint.com/sites/public/CPA/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ai0htKN%2fRd4W

VQmVXizM3Shzb2esQdDO%2bNRBl%2fS%2f9VY%3d&docid=0f71829affd7147d5a60734b705ade986 

 

(左起) ITUM創辦人黃澤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産權署署長
梁家麗、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會長鄺志
強及創龍企業解決方案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鄭文輝，介紹「亞洲知識
產權營商論壇」與「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詳情。 

 

第五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將匯聚超過 80位演講嘉賓，屆時還設
有展覽環節，預計吸引超過 2,000位知識產權業界人士參與。(圖為
2014年論壇盛況) 

 

 

第 11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將匯聚來自 19個國家及地區、合
共超過 430家參展商，展商數目為歷屆之冠。(圖為 2014年博覽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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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日期﹕ 12 月 3 至 4 日(星期四至五)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5F-G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語言: 英語 (提供普通話即時傳譯) 

參加方法﹕ 網上登記 

論壇網頁: http://bipasiaforum.com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日期﹕ 12 月 3 至 5 日(星期四至六)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開放時間﹕ 12 月 3 至 4 日(星期四至五)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 

 12 月 5 日(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 

入場安排﹕ 

(免費入場) 

貿易館 (展覽廳 1A-C) 
只供 18 歲或以上人士參觀，所有參觀人士必須

登記及佩戴入場證 

創意館 (展覽廳 3D-E) 開放予所有公眾人士 

展覽網頁﹕ http://www.hktdc.com/innodesigntechexpo 

參加方法﹕ 網上登記 

 

傳媒查詢 

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鄭釗平       電話：(852) 2584 4395      電郵：joshua.cp.cheng@hktdc.org 

趙樂妍  電話：(852) 2584 4525  電郵：angela.ly.cheu@hktdc.org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 年，是專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的法定機構，服務對象包括以香港為基地的製

造商、服務供應商及貿易商。我們在世界各地設有 40 多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

地及亞洲的營商平台。香港貿發局舉辦貿易展覽會及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此

外，香港貿發局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網上平台，發佈最新的市場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

請瀏覽 www.hktdc.com/tc 。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

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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