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認可攝影工作聘用標準條款和條件  

 

在攝影工作聘用標準條款和條件（「條款和條件」）和隨附的攝影作品特許和聘用

標準確認書（「確認書」）的規限下，攝影師就確認書指明的目的、地區、媒介和

期限，授予客戶展示、發佈、刊登和複製攝影作品的特許（「特許」）。  

 

1.  授予客戶的特許  

 

1.1 「特許」指攝影師在特許文件（「特許文件」指本條款和條件、確認書或其

他規管特許的文書） 的規限下，就確認書所指明的目的、地區、媒介和期限，

授予客戶[展示、發佈和刊登]攝影作品（「攝影作品」包括攝影師製作的、

菲林正片、負片、照片、數碼影像或電子或任何其他方式或媒體的影像及包

括根據第3.2條製成的創作）的權利。 

 

1.2  攝影作品將按特許文件（以在確認書內的檢視空格上標示的「」號，表示

該項提供為專屬或非專屬性）供客戶作展示、發佈、刊登和複製用途。  

 

1.3 為免生疑問，特許文件所指的複製，包括將平面作品製成立體的複製品以及

將立體作品製成平面的複製品；並指以任何實質形式複製該作品，包括藉電

子方法將作品貯存於任何媒體。  

 

2. 特許的條件  

 

2.1 使用攝影作品的特許起始於攝影師開始進行拍攝工作之日。在悉數付款之前，

除非取得攝影師的事先書面同意，否則不得使用任何攝影作品。  

 

2.2 在本文第5條的規限下，未經攝影師事先書面同意，不可將授予客戶的特許轉

讓予任何第三方。  

 

2.3 除非特許文件另有明文指明，否則客戶不得竄改、扭曲攝影作品或對其作出

其他修改。  

 

2.4 除非為了達成特許的目的，否則客戶未經攝影師事先書面同意，於攝影作品

展示、發佈或刊登後，客戶須或促使任何為達成特許的目的直接或間接經由

客戶獲得攝影作品的硬本或軟本的第三方（包括製作公司），在切實可行的

情況內盡快刪除及銷毀所有攝影作品的硬本及軟本。  

 

2.5 儘管在特許文件中的任何條款，攝影師一直保留為以下目的以任何方式、於

客戶把攝影作品公開展示、發佈或刊登後，於全球任何地方使用攝影作品作

為個人推廣宣傳的權利：  

 

(a)  安排攝影作品參加攝影比賽或競逐獎項，並就該等比賽或獎項的推廣而印

發的任何材料中使用攝影作品；  

 

(b)  以任何方式推廣攝影師的攝影作品；及  

 



(c)  在任何藝廊或其他範圍展出攝影作品。  

 

2.6 除非特許文件另有說明，客戶對任何攝影作品的使用必須附有致謝說明，以

確認攝影師的姓名及其對版權的擁有。  

 

3. 攝影作品的版權  

 

3.1 除本文件第5條所規定外，特許下的所有攝影作品的版權和產權為攝影師擁有。  

 

3.2 在條款及條件第5條的規限下，茲因攝影作品的版權必定為攝影師所擁有，所

以所有經過任何竄改、變更、扭曲或套印攝影作品的版本，既不會造成一個

新攝影作品，亦不會產生任何新的版權。  

 

3.3 因履行本聘用條款和條件項下的攝影師必然產生的所有版權，攝影師仍為攝

影作品的唯一作者及第一擁有者。  

 

3.4 作為攝影作品的作者，除特許文件項下的權利外，攝影師擁有有關攝影作品

的精神權利（「精神權利」包括被識別為作者、反對作品受貶損處理及其他

適用法例所賦予的權利）。  

 

3.5 客戶無權享有下列任何一項的產權：  

 

(a)   攝影師為支援攝影作品而創造的任何原創或藝術作品；或  

 

(b) 在攝影師的委託下創造的原創或藝術作品在製作圖樣或繪圖時使用的任

何材料；或  

 

(c)  為支援攝影作品而購買以供使用的任何物品。  

 

除非攝影師和客戶另有協議，否則該等物品、材料、原創或藝術作品為  

攝影師的財產。  

 

4. 使用的限制及收費方法  

 

4.1 除非客戶及攝影師另有書面協定外，首次授予特許的期限為壹個公曆年，限

於一個指定媒介，使用範圍只限於一個指定地區。  

 

(a) 地區之解釋如下：  

 

(i) 香港特別行政區  

 

(ii) 澳門特別行政區  

 

(iii) 台灣  

 

(iv) 任何一個國家  



 

上述(i)至(iv)項，均視為獨立的地區，須分別獨立收費。  

 

(b)  媒介的分類如下：  

 

(i) 印刷媒介 (例如：報章、雜誌、宣傳冊子等)  

 

(ii) pop媒介 (例如：旗幟、標貼等)  

 

(iii) 戶內媒介 (例如：地下鐵路、商場內等)  

 

(iv) 戶外媒介 (例如：巴士站廣告、車身廣告、外牆廣告等)  

 

(v) 電子媒介 (例如：互聯網等)  

 

(vi) 電視及電影媒介  

 

4.2   在第4.1條的規限下，客戶須就增加特許使用期限、地區及媒介支付額外費用，

詳細額外費用則按確認書所訂明，而期限、地區及媒介的計算方式則如下：  

    

(a) 期限  

 

增加期限按每壹個公曆年算，不足一公曆年亦作一公曆年計。  

 

(b)  地區  

 

增加地區按第4.1(a)條項下的(i)至(iv)的每一個地區逐一分別計算。  

 

(c)  媒介  

 

增加媒介按第4.1(b)條項下的(i)至(vi)的每一個媒介逐一分別計算。  

 

4.3 如授予特許的(a)期限為永遠及／或(b)地區為全球及／或(c)媒介為無限制，費

用則須按照確認書內所訂明。  

 

5. 攝影作品版權的轉讓  

 

5.1 如特許文件指明客戶悉數支付攝影作品的款項後，該攝影作品的版權會根據

特許文件的規定轉讓給客戶，則攝影師須依據特許文件，將攝影作品的全部

或部份版權轉讓給客戶。  

 

5.2 作為轉讓的條件，客戶必須就有關使用轉讓攝影作品的版權所引致的任何責

任向攝影師作出彌償。  

 

6. 攝影費和相關開支  

 



6.1  攝影費（包括按金及餘額）和相關開支應按確認書規定的方式及時間支付。

在繳清按金以前，攝影師保留開始工作的權利。  

 

6.2 逾期繳付的攝影費和相關開支須附加每月_________的利息，並從確認書或發

票中指明的到期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計算。  

 

7. 夜間和公眾假期的拍攝  

 

7.1 攝影師可就於委託在星期一至六凌晨零時至上午0600時以及於星期日和香港

特別行政區政府刊憲的公眾假期凌晨零時至2359時拍攝的攝影作品，徵收附

加費用。  

 

8. 海外拍攝工作  

 

8.1 若拍攝工作在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以外的地區進行，客戶與攝影師

協定金額，客戶須於攝影師開始任何工作之前支付攝影費按金予攝影師。客

戶須負責支付或償付該等拍攝工作的全部住宿費、差旅費、餐費、保險費及

其他相關開支。  

 

9. 保險  

 

9.1 客戶須為攝影師及所有其他每一位參與攝影工作的人員購買保險（包括意外、

海外醫療、人身安全、殘疾及財物保險等）。有關保險費用應由客戶負責，

而保險金額則由雙方另行議訂。  

 

9.2  若客戶沒有按照第9.1條履行購買保險的責任，攝影師將可自行購買第9.1條項

下的保險，而有關保險費應由客戶負責。在此情況下，客戶不得對攝影師所

購買的任何保險提出異議。  

 

9.3   購買保險的一方須於另一方要求時，出示根據上述第9.1及9.2條所購買的保險

單正本作查閱及／或提供該保險單之副本。  

 

10. 取消／延期費用  

 

10.1 預訂一經確認，客戶隨即負上向攝影師悉數付款的責任，而攝影師亦須負上       

完成委託製作攝影作品的責任。  

 

10.2 若客戶： 

  

(a) 於預訂的拍攝日前少於48小時內取消預訂，客戶必須支付該項拍攝工作

產生的所有相關開支和攝影費的_________________的款項；  

 

(b) 在預訂的拍攝日前48小時取消預訂，客戶必須支付該項拍攝工作產生的

相關開支的______________和攝影費的______________的款項。 

 
10.3 若客戶：  



 

(a) 於預訂的拍攝日前48小時內延遲或改變預訂，其後客戶須於原定日期起

14天內進行拍攝，否則視作取消論；或  

 

(b)   作出超過14天的延期， 則第10.2條所載的付款條款適用。  

 

10.4 就此第10條而言（第10.3(b)條除外），小時或天並不計算香港政府不時刊登

於憲報的公眾假期及公眾假日在內。  

 

11. 緊迫的工作時間表  

 

11.1 若客戶要求在緊迫的時間內提供攝影作品，包括因應客戶的更改要求提前完

成攝影作品，而攝影師因期限緊迫而無法進行拍攝或無法修改的已拍攝影作

品，攝影師毋須就其未能進行拍攝工作所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11.2 客戶須承擔已產生的相關開支(見9.2條)。  

 

12. 估計費用的變更  

 

12.1 攝影費和相關開支的報價表純屬估計，而非確切的報價，並可予以變更。攝

影師必須就估計費用的任何變更提請客戶注意。  

 

12.2 客戶的工作規範如有任何變更，估計費用和相關開支可因而變更，包括超時

工作的所有相關費用。  

 

13.   天氣情況  

 

13.1 客戶和攝影師必須在拍攝工作之前議定天氣允許的預訂安排。在客戶確認因

天氣惡劣而將拍攝工作取消後，客戶必須向攝影師支付該項拍攝工作產生的

所有相關開支及攝影費的100%的款項。  

 

14.   無法控制的事件（不可抗力事件）  

 

14.1 雙方同意，任何一方無須為因天災、火災、地震、勞工糾紛、戰爭、戰爭法、

政府命令、騷亂、革命、傳染性疾病（包括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及禽流感）

或任何其他超出雙方合理控制範圍的原因（「無法控制的事件」）而導致延

遲或不履行特許文件下的責任而負上法律責任。  

 

14.2 當任何無法控制的事件發生時，各方應通知對方該情況存在的問題，及應與

各方研商達成替代安排。在此種情形下，客戶須負責支付應急款項，並盡力

保障全體工作人員人身安全；同時，如為海外拍攝者，須盡力保障全體工作

人員安全回港。  

 

15.   攝影作品的保障  

 

15.1 拍攝時應有客戶的代表在場，由該代表負責核准工作。該代表接受該作品，



即視為確認攝影師已經滿足拍攝工作的要求。如果在拍攝時並無客戶的代表

在場，則攝影師本人所理解的客戶指示及要求將被當作為最終及被接受的。  

 

15.2 如果攝影師和客戶就攝影作品發生爭議，而經談判後亦未能獲得解決，爭議

須提交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由該會委任具備適當資歷的人士作出仲裁。  

 

16. 對客戶的保密責任  

 

16.1 如果為攝影目的而傳達給攝影師的任何材料或資料須予保密，客戶必須明確

通知攝影師。攝影師必須將任何該等機密材料或資料作絶對保密，除非該項

攝影工作違反香港特別行政區之法例。  

 

17. 包商的責任  

 

17.1 客戶負責清付所有付款（包括延期償付的費用），並履行其對任何就拍攝工

作提供任何產品或履行任何服務的人士（「承包商」）所負的任何其他義務。  

 

17.2 如客戶要求攝影師代表客戶與承包商安排並訂立合同，攝影師即為擔任客戶

的代理人。攝影師應收取確認書指定的附加款項作為代理費。客戶須就攝影

師因擔任客戶的代理人而產生的所有費用、相關開支和其他義務，向攝影師

作出彌償。  

 

18.  照片許用和批准  

 

18.1 如果攝影師安排及／或訂約模特兒，攝影師須負責取得任何必需的模特兒許 

可。  

 

18.2  如果客戶安排及／或訂約模特兒或工作場地，客戶須負責取得所有相關批准，

包括但不限於攝影師按規定進行確認書所述工作的任何相關工作場地的進入

權及／或照片拍攝權，並須就此有關各方面使攝影師不受損害。  

 

18.3 客戶須負責就客戶使用所授特許有關的攝影作品的版權取得所需的許可及豁

免（如模特兒許可、精神權利和私隱豁免）。  

 

19.    聘用模特兒的費用  

 

19.1 如客戶要求經攝影師安排向模特兒代理公司聘用模特兒，客戶除需負責支付

一切與聘用模特兒相關的費用外，並須向攝影師支付模特兒代理公司總收費

之______________為攝影師之代理費。 

  

19.2  就攝影作品的使用而言，所有未經或超出模特兒代理公司同意的地區、媒介、

期限及/或用途相關或引致的責任（包括金錢方面的責任），攝影師恕不負責。

攝影師及模特兒代理公司保留追究責任的權利。  

 

19.3 為免生疑問，第17條項下的承包商責任適用於此19條，即承包商的涵義包括模

特兒及模特兒公司在內。  



 

20. 侵犯知識產權的彌償  

 

20.1  在攝影師不知情的情況下，客戶須就任何為客戶製作的非法或具誹謗性的攝

影作品，以及對任何人士的知識產權的任何侵犯所產生的任何索賠、費用或

開支等，客戶須向攝影師作出全數彌償。客戶須負責取得合法使用任何第三

方知識產權作品所必需的所有授權、批准、使用許可或其他方式的批准。  

 

21. 客戶財物和供應的材料  

 

21.1  凡持有客戶或客戶的代表提供給攝影師的所有財物和材料，相關風險由客戶

承擔，對該等物資的保險，攝影師一概不承擔責任。  

 

21.2  客戶須支付攝影師因處理或貯存客戶或客戶的代表所提供的物資而收到的任

何款項。完成攝影後，客戶可把物資留於攝影場地最多七日，期間攝影師可

收取相關費用。七日期屆滿後，則視作客戶自動放棄該等物資論，攝影師可

全權負責處理該物資。攝影師亦可向客戶索取處理物資的相關費用。  

 

22. 攝影師毋須為損失承擔責任  

 

22.1 攝影師毋須為下列各項負責（除非因攝影師的不誠實或疏忽所導致的）：  

 

(a) 因攝影作品的完成有任何延遲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  

 

(b) 任何利潤損失；  

 

(c) 任何性質的間接或繼起損失；  

 

(d) 因攝影師或其僱員的任何疏忽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或  

 

(e) 任何第三方責任。  

 

23.  對攝影師責任的規限  

 

23.1  攝影師就客戶因特許所產生或與之有關的事項而蒙受的任何及所有費用、損

失或損害（不論此等費用、損失或損害如何發生）而須向客戶承擔的併合責

任，不超過客戶就該項工作支付給攝影師的收費的全部價值。  

 

24. 口頭確認  

 

24.1 若客戶並無簽署確認書，客戶對委託攝影師製作攝影作品的口頭或行動上的

確認將被視為有效的及最終的，而有關特許文件亦被視為對雙方具有法律效

力及約束力。  

 

25. 特許的終止、處理和延期  

 



25.1 特許於確認書指明的期限屆滿時自動終止。  

 

25.2 客戶如欲繼續使用特許，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攝影師，然後另行商議延期使

用特許的費用。  

 

26. 可分割性  

 

26.1 如果特許文件的任何條文被任何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裁斷為無效、失效或不

可強制執行，該項條文須從特許文件分割。特許文件的其餘條款應繼續維持

完整的効力及作用，但特許文件須由各方合理地修改，以不違反法律為原則，

以滿足各方在簽訂該項被分割的條文時的原意。  

 

27. 進一步保證  

 

27.1 各方須作出及簽立或促成作出及簽立所有為使特許生效而合理需要的行為、

事情、文件和事宜。  

 

28. 語言  

 

28.1 若特許文件的中英文版本的任何條文或條件有任何矛盾，則以中文版本作準。  

 

29. 管轄法律和司法管轄權  

 

29.1 特許文件受香港的法律管轄，並須據其解釋。就特許文件所產生或與之有關

的任何法律程序，各方特此不可撤回地願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司法 管轄。  

 

30. 其他  

 

30.1 特許文件構成各方有關特許的主題事項的全部協議，並取代在這方面的所有

先前協議。  

 

30.2 如果特許文件和其他文件的規定互有抵觸或互不一致，則以特許文件為准。  

 

30.3 特許文件的任何變更，除非以書面作出並經各方或其代表簽署，否則概為無

效。  

 

30.4 未能行使或延遲行使特許文件項下的一項權利或補救措施，概不構成對該項

或可其他權利或補救措施的放棄。對特許文件項下任何權利或補救措施的一

次或部分行使，概不妨礙對該項權利或任何其他或補救措施的進一步行使。  

 

30.5 除特許文件明文規定者外，特許文件的權利或補救措施為累積性，並不排除

法律規定的任何權利或補救。  

 

31. 保留權利  

 

31.1 凡攝影師並無於特許文件具體或明示授予客戶的權利均由攝影師保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