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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 大紫荊勳賢, GBS題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張舉能首席法官, 大紫荊勳賢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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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女士, 大紫荊勳賢, GBS, SC, JP題辭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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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

陳彥希理事長題辭
澳門律師公會

華年達主席題辭



香港律師會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澤銘律師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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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於去年邁向十周年的里程碑，見證了
大中華區多年來緊密的法律交流、合作和發展。

2021年對於大中華區內的法律界來說，更是飛躍的一年。今年
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年，規劃著力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際
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並強調要推進強大國内市場和貿易強國建
設，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在發展的進程中，法律服務
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國家亦於「十四五」規劃中支持香港建設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在這個背景下，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於今年7月底順利舉行，標誌著粵
港澳大灣區法律對接的一個突破性發展。通過考試的港、澳律師，在完成相關培訓和考
核後，將可取得在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資格。今年
9月，國家亦公布了有關前海和橫琴深化合作發展的兩套方案。

這些重要的政策將為區內法律界帶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展望未來，我相信四地的法
律界將善用各自的優勢、互惠互利，一起達成共同的目標，為區內法律業界創造新的里
程碑、為青年律師的未來開闢新的康莊大道、為社會的長遠穩定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每年均會舉辦不同活動以促進區內律師的交
流合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香港律師會今年很多訪問和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
進行，包括一年一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與北京大學法學院連續第三年合辦
的「跨境法律服務與風險管理：跨境律師入門」課程，以及定期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律
師協會聯席會議等。

雖然無法面對面交流，但憑著科技之便，各種交流活動得以延續。縱使相隔不同地方，
我仍然能感受到大家的熱誠，近在咫尺。各地律師協會和律師的熱情反饋，亦是我們推
動兩岸四地法律交流過程中的一大動力。

第十一屆「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以「促交流 謀合作 創高峰」為題，活動涵蓋多個
青年律師關注的政策和實務性議題，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法律合
作、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與有限合夥基金，以及爭議解決，希望增進參加者對於有關課題
的認識，協助他們業務上的發展。

我希望藉著今年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為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的律師提供
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動大家集思廣益，共創高峰。我謹祝願是次論壇圓滿成功。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主席

麥家榮律師獻辭

作為第十一屆「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的籌委會主席，我謹代

表論壇籌委會仝人，向每一位來自內地、台灣、澳門及香港的律

師朋友，表達由衷的歡迎及謝意！

近年來，科技發展和線上交流的趨勢發展迅速，為了跟上時代變

革的步伐，我們本次論壇承接去年線上舉辦的經驗，繼續以線上

論壇的方式進行。

2021年疫情持續，對香港及兩岸四地，以至全世界來說，挑戰也

一直持續。因此，籌委會的委員構思今年的主題的時候，提出「促交流　謀合作　創高

峰」為主題，希望通過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這個獨特的平台，促進各方面的交流，探

求合作，再創高峰。大家看到今年的論壇場刊封面用上了中國山水畫的概念。繽紛的色

彩象徵著地域多元，肩並肩的山峰正正呼應大會「創高峰」的主題。

近數個月以來，國家推出一系列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區域融合和深度發展的戰略舉措。其

中，有關前海和橫琴自貿區的政策改革深受矚目，當中有關港澳律師在大灣區執業、大

灣區國際爭議解決中心建設等一系列新舉措，無疑會對兩岸四地青年律師的前景產生深

遠影響。

對於我們而言，青年意味著未來，亦是社會發展的新動力。協助兩岸四地的青年律師共

同發展、促進共同成長，是香港律師行業長久以來的共識和努力方向。在當前的時代背

景之下，更有深刻的意義。

因此，我們十分希望，本次論壇可以成為在此時代背景下的起點，相互交流，促成共

識，達成合作，尋找新的高峰，讓兩岸四地的青年律師，以大灣區為著力點和根據地，

放眼全球，共同描繪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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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簡介「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簡介

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

每年通過舉辦不同活動，致力促進內地、香

港、台灣和澳門律師的交流合作，建構一個

大中華法律平台。而於2011年創立的「兩岸

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是委員會舉辦的旗艦項

目之一，旨在為兩岸四地的律師提供一個相

互交流學習的平台。

論壇創立之初，名為「兩岸三地青年律師論

壇」，主要對象包括內地、台灣和香港的律

師。在2013年，澳門律師首度參與這個盛會，故將活動名稱更改為「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在「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等政策背景下，第十一屆論壇於2021年10月29日以線上論

壇方式舉行。論壇以「促交流 謀合作 創高峰」為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合

作、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有限合夥基金、爭議解決等議題，期望為青年律師的未來發展帶來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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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方建明先生

方建明先生，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

員公署副特派員。

他於1986年進入外交部，曾在外交部辦公廳以及中國駐紐約總領

館、法國使館以及外交部駐香港公署工作。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暨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梁毅翔律師

梁毅翔律師擁有從事跨境供應鏈業務的豐富經驗，業務橫跨大中

華區域、亞太地區（如越南、韓國、泰國等）及其他地區。他經常

代表跨國公司、家喻戶曉的國內企業和基金發起人，包括高淨值客

戶、私募股權和機構投資者處理法律事務，涉及多個範疇，尤其是

高科技工業生產領域。

梁律師的主要業務包括跨境商業交易（尤其是與中國相關的境內外投資）、公司重組、兼併和

收購，以及一般商事（涵蓋跨境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動和僱傭等問題）。他亦會就投資基金的

形成和資金投資事宜提供諮詢。

梁律師是夏禮文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同時擁有英國和威爾士的律師資格，並被錄取為英國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會員。

梁律師精通英語、普通話和廣東話，並曾在內地、香港和歐洲等地就不同行業相關的跨境供應

鏈問題作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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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主持人簡歷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 主論壇：《促交流 謀合作 創高峰》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
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王正志律師

王正志律師是高文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兼任貿仲/北仲/世界知

識產權組織/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等機構仲裁員；國家知識產權專

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律協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編

《公司法律風險防範與管理》、《當代法律熱點問題》、《中國知識產權指數報告》、《專利

侵權行政處理實務問題解析》等。

他亦承辦最高院多個指導案例，曾獲首屆全國知識產權領軍人才（國家知識產權局2012）、第

八屆全國十大青年法學家候選人（中國法學會2016）、一帶一路十佳法律工作者（法制日報

2018）等榮譽；另為環太平洋國際律師協會（IPBA）APEC委員會主席及多間大學包括中國政

法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校外導師。

香港律師會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委員會主席

簡家驄律師

簡家驄律師是在香港成立有年的商業法律事務所「簡家驄律師行」

的高級合夥人。

簡律師於1969成為加拿大安大略省律師，並於1978年成為香港律

師。

簡律師於1997至2002年間擔任香港律師會的理事。他創立香港律師會「一帶一路」委員會並

於2016至2018年擔任主席。簡律師現任香港律師會「一帶一路論壇」籌委會主席及香港律師

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委員會創會主席。

簡律師於2016年5月榮獲香港律師會錄入榮譽律師名冊，以表揚其對香港律師會及法律行業的

貢獻。

他亦於1997年至1998年間擔任亞洲與太平洋法律協會（LAWASIA）的銀行與金融法常務委員

會主席；於1998至2001年間擔任其銀行、金融及保險法常務委員會主席。

簡律師是國際律師聯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Avocats）的前任執行委員會成員及國家

與區域活動主任。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何駿豪大律師

何駿豪大律師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自2010年起成為澳門大

律師。他現為澳門仲裁協會副理事長，同時出任為多個專業澳門社

團之法律顧問，當中包括澳門醫務界聯合總會、中山醫科學會、以

及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等。同時，他具備多年的訴訟工作經驗，主

理澳門各範疇的刑事及民事訴訟；近年亦致力參與有關完善澳門公

司法及金融法的研究。

在學術方面，何大律師曾發表的文章包括《關於澳門的預售「樓花」制度中所存有之風險》、

《淺論澳門一人有限公司的股東責任》、《探討解決跨境貿易爭議所面對的執行問題》、《淺

談單親家庭中有關未成年人之扶養保障》等。

演講嘉賓簡歷演講嘉賓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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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

蔡昆洲律師

蔡昆洲律師從事法律相關工作十多年，專長金融科技、金融監理、
公司融資、證券交易、國際投資、商務仲裁等法律領域，曾留學英
國倫敦大學學院及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等國際一流學府，尤其專注
金融爭議案件之解決，亦協助仲裁協會設計衍生性金融商品仲裁機
制。

蔡律師自2017年起獲選為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是少數具有兩岸執業資格及經驗的律師，對金融科技、區塊鏈有詳
盡的認識，積極活躍於相關生態系，並協助兩岸三地相關的跨境投資及金融業務。他所主持的
尚澄法律事務所（Enlighten Law Group）已連續數年獲得Legal 500 Asia-Pacific 及 Asi-
alaw Profiles等國際評鑑機構的獎項殊榮，其個人也榮獲銀行金融領域優秀律師的推薦。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暨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韋業顯律師

韋 業 顯 律 師 是 韋 業 顯 律 師 行 （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 的 資 深 合 夥

人。現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帶一路委

員會小組成員及粵港澳大灣區附屬委員會成員。

韋律師於1984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及經濟科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獲得法律學士學位，於1985年通過英國的律師考

試，並於1988年獲得香港律師資格。他於2003年取得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建築法及仲裁深

造文憑（甲等成績），現為香港仲裁司學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資深會員

（Fellow of HKIArb）。

韋律師的專業領域包括：

•  商業及企業訴訟、國際商業仲裁

•  家族財富傳承規劃、遺產承辦等

韋律師對於跨境及牽涉離岸地區的事務有獨特的經驗，包括數次出席英屬維京群島法庭案件的

審訊，及處理離岸地區遺產承辦與離岸信託等事宜。

主持人簡歷

演講嘉賓簡歷環節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法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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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律師協會公平貿易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王燕律師

王燕律師是廣東固法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畢業於英國諾丁漢大

學，執業領域為知識產權、投資並購、特許經營、反壟斷與反不正

當競爭及國際仲裁。

王律師以中、英文為工作語言，曾於香港律師會註冊，並獲選為全

國涉外律師領軍人才、「廣州十大涉外大律師」，目前擔任廣州市律師協會公平貿易法律專業

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反壟斷法學研究會。此外，王燕律師為廣州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及廣州

國際商事商貿調解中心調解員，與國際同行進行著廣泛的法律服務合作，為國內與國外客戶提

供高效及時的優質法律服務保障。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盧鳳儀律師

盧鳳儀律師在企業融資、收購合併、上市及上市公司合規領域具有

19年以上豐富經驗。服務專長包括資本市場、企業融資、收購／

兼併、公司重組、私募／創投、商業事務、上市公司合規、中國公

證、公司註冊、公司秘書、清盤／破產。

盧律師是中國委托公証人、婚姻監禮人、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內地 — 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及

IDRRMI）、香港調解中心調解員、香港仲裁司學會會員。

她擔任多項社會職務，包括當值律師服務會員、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律師、香港會計師公會紀

律小組A組成員、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紀律委員會小組成員，以及香港律師會的海外律師資格考試

小組（第三項商業及公司法）成員、公司法委員會非理事會成員、調解委員會成員和見習律師

委員會成員。她也是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法學專業證書商業科目校外主

考。

主持人簡歷

環節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與有限合夥基金》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

關家明先生
關家明先生於2013年加入香港貿易發展局為研究總監，領導研究
部30多位經濟師和專業人員負責宏觀經濟和商業分析。關先生亦
曾為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
邀顧問。

關先生於2005至2012年為渣打銀行東半球研究總監兼亞洲區總經
濟師，統管日本、韓國、大中華地區、東南亞和澳紐各地的研究業
務。他亦曾任職香港金融管理局，專責經濟及政策研究。之前，關先生乃美林證券公司之亞太
區首席經濟師。

關先生和他的研究團隊曾先後獲得包括機構投資者、歐洲貨幣、彭博等機構評選為中國、香
港、亞洲及全球的最佳研究隊伍之一。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並於英國華威大學修畢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及考獲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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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羅卓彥大律師

羅卓彥大律師於2013年在澳門大學法學院完成中文法學士課程，

同年加入力圖律師事務所，在通過該年度由澳門律師公會舉行之錄

取試後，於2014年3月起在澳門首位華人女律師、現任全國人大代

表林笑雲大律師指導下進行實習，及於2016年通過實習最後評核

試後轉為大律師，並在該律師事務所執業至今。羅大律師於2021

年在澳門大學法學院完成法學碩士學位課程（民法與知識產權法）。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暨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主席

麥家榮律師

麥家榮律師為香港執業律師、婚姻監禮人及中國司法部委託公證

人，從事法律工作接近30年。在創建麥家榮律師行之前，麥律師曾

在都柏林及倫敦律師事務所任職。

麥律師於2001年創立麥家榮律師行，現為主管合夥人。他亦是麥家榮律師行駐山東省濟南市代

表處的創辦人，該代表處於2004年4月經中國司法部批准成立。2014年，麥家榮律師行和國信

信揚律師事務所合作，成為首批獲廣東司法廳批准在深圳前海設立聯營律師行的香港律師行之

一。2015年，麥家榮律師行亦在廣州南沙設立了聯營律師行。

麥律師專長包括訴訟、公司清盤、商業法、國內企業到境外併購、融資、復牌申請及上市等事

務。麥律師和多所大型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基金和機構投資者保持緊密合作關係，為不少國內企

業提供境外併購、融資和境外上市的專業服務。

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

陳正和律師

陳正和律師現為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初級合夥人，專長領域包括

投資併購、資本市場、金融商品、金融及證券法規、公司治理等

項目。陳律師於2006年至2010年間為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律

師，於2010至2019年間曾任台灣主要證券公司及金控公司法務主

管、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法務經理、於美國掛牌的台灣

新藥公司法務主管，具備金融、製造、高科技、生技等產業知識及

公司跨國併購、新創投資等經驗，並熟悉公司及金融法規。

陳正和律師為台灣大學法學士、政治大學法律碩士及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具有台灣律師資

格及美國紐約州律師資格。

演講嘉賓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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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羅佩琪大律師

羅佩琪大律師為澳門執業大律師，馮羅陳律師事務所之合伙人，現

為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CEPA投資協

議》投資爭端調解機制名冊內調解員。除參與澳門的調解活動外，

羅大律師近年亦獲「珠海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聘為「珠海

市涉港澳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員，同時擔任澳門不同大專

院校、私人機構的課程導師，主要講授醫護法律及調解技巧等內容。

演講嘉賓簡歷

無錫市律師協會公司法業務委員會主任

陳召利律師

陳召利律師是江蘇雲崖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現任無錫市律師協會公

司法業務委員會主任、無錫市法學會民法民訴法學研究會理事及江

蘇省律師協會項目投融資與項目建設法律業務委員會（PPP研究中

心）副主任。

陳律師榮獲江蘇省優秀青年律師、無錫市優秀律師、無錫市「十

佳」青年律師、無錫市優秀專業律師（公司法類）、無錫市優秀法學法律人才、江蘇省律師

行業優秀黨務工作者、江蘇省律師行業優秀黨員律師等稱號，入選無錫市名優律師人才培養對

象（第一層次，商事類）、江蘇省財政廳PPP專家庫、第五屆「江蘇省優秀青年法學家」候選

人、江蘇省民法典專家宣講團及江蘇省信息網絡安全協會法律專家。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劉小翠大律師
劉小翠大律師於2009年開始在律師事務所從事法律工作，2012年在
澳門律師公會註冊成為大律師並開始執業。她於2016年創立澳門LS律
師事務所，擔任創始合夥人至今。

劉大律師執業近十年，專注於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曾代理多項工
程糾紛訴訟，熟悉政府工程及採購招標相關的法律工作，亦熟悉商
業合同草擬及公司合規審核、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訴訟、遺產繼承、商事糾紛、破產程序等民事訴
訟。2019年，劉大律師開始積極學習內地法律，研究大灣區內的跨區域法律適用及糾紛解決機制，
並於2021年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

劉大律師於2007年畢業於澳門大學，並於2009年完成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的葡萄牙語課程，及於
2016年加入英國特許仲裁學會（CIArb）成為會員。

工作經歷：MC律師事務所（2009 — 2016）、LS律師事務所（2016 — 2021）

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監事

郭清寶律師
教育背景：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2008）及民商法碩士
（1997）、中山大學（台灣）企管碩士（2001）、台灣大學法學學
士（1989）。

現職：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主任律師；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監事

（2021 — 2022）；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
心、深圳國際仲裁院、海峽兩岸仲裁中心、中華仲裁協會，以及福州仲裁委員會等仲裁員；深圳市
前海國際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員；台灣法務部律師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商
張老師（2005迄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諮詢律師（2007迄今）。 

社團兼職經歷：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秘書長（2019 — 2020）；高雄律師公會第14屆理事長（2017 —
2018）；國際青年商會世界副主席（2007 派任香港、澳門、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中山大
學（台灣）管理學院校友會第七屆會長；高雄市企業經理協進會理事長（2013）；上市櫃公司獨立
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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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畢文泰律師
畢文泰律師同時擁有香港、英國及澳洲（首都領地／新南韋爾斯省）
三個司法區的律師牌照。他在香港擁有近60年歷史的唐天燊事務律所
擔任合夥人超過26年（1993—2019），並於2019年10月成為中國第
一家內地與香港、澳門三地合夥聯營的律師事務所「中銀-力圖-方氏
（橫琴·深圳）聯營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及香港律師。

畢律師得到多個調解認可機構授予認可調解員資格，也獲廣州仲裁委員會及惠州仲裁委員會授予仲
裁員、IDRRMI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資格、一帶一路服務機制調解委員
會、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員，更獲香港首席大法官委任為律師紀律審裁團的執業律師成
員及被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産權調解中心首批調解員。

主持人簡歷

環節三：《爭議解決》 演講嘉賓簡歷

北京市律師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民事訴訟法委員會副主任

戴月律師
戴月律師是金杜律師事務所爭議解決與訴訟業務合夥人，主要執業領
域為商事仲裁和訴訟。

戴律師擅長代理重大、覆雜、疑難訴訟案件，包括金融領域涉及的金
融借款、私募投資、資產管理、信托、金融衍生品等各類糾紛，以及公司領域涉及的公司控制權爭
奪、股權轉讓、業績對賭、決議效力、清算解散等各類糾紛。戴律師代理的案件管轄機構包括最高
人民法院在內的中國各級法院，以及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仲裁委員會、國際商會國際仲
裁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等。

戴律師現為北京市律師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民事訴訟法委員會副主任、朝陽區律師協會教育與
培訓委員會副主任。目前受邀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詢專家、中國銀行業協會第三屆
法律專家。

演講嘉賓簡歷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主席

蘇紹聰博士, JP
蘇紹聰博士是孖士打律師行的合夥人，是享有香港各級民事法庭出庭
發言權的訟辯律師、資深爭議解決專家，亦是中國司法部委託公證
人。他擅長股東和股票相關的爭議、地產相關的訴訟、誹謗訴訟、媒
體相關的訴訟以及中國內地的訴訟和仲裁。蘇博士亦為證券及股票相
關的爭議向銀行、金融機構、地產開發商、地產公司以及內地企業提
供法律意見。

蘇博士為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eBRAM）創始成員，2020年獲委任為主席；此前，蘇博士曾擔任
香港律師會會長，致力推廣及提升香港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水準。他亦為亞洲多個仲裁委員會
的成員。 

2018年1月，他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至2020年12月，獲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聘任為廣東法院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商事糾紛調解員，任期三年。蘇博士於清華大學取得法學博士榮銜，曾多次受邀
到內地大學授課。

此外，蘇博士曾於2002至2004年期間，先後擔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及高等法院暫委聆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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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

陳方律師
陳方律師是廣東星辰（前海）律師事務所主任、創始合夥人；現為
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深圳市律師行業黨委委員、深圳市律協人
大立法調研基地專家、新加坡政府律政部中國委員會委員、西南政
法大學博士後聯合導師、華南師範大學律師學院副院長、華南師範
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廣東省「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中心」副主
任、前海國合法律研究院常務副理事長、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
第一屆法律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陳律師從事法律服務工作二十餘載，專業領域涉及建築工程和房地産、公司法、外商直接投
資、資本市場及律師調解市場化。法律實務之外，陳律師團隊完成或參與前海管理局委託的各
項研究項目。他也是律師調解市場化領域領軍人物，不僅成功調解多宗跨境糾紛，更致力於推
動律師調解市場化，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內商事調解制度的創新。

演講嘉賓簡歷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暨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副主席

黃江天律師, JP

黃江天律師於大中華地區跨境投資、融資、電子商務、企業管治、

仲裁調解、傳媒及公共行政等方面擁有近30年實務經驗。

黃律師持有法學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亦為香港資深註冊財務策

劃師、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仲裁會會士、香港仲裁師學會會士、香港調解資歷評

審協會認可調解員及香港獨立非執行董事協會創會會員。

黃律師於香港律師會擔任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區關係委員會副主席及粵港澳大灣

區附屬委員會委員。他同時為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法律週30週年、知法守法論壇及Teen Talk等

項目籌委。

黃律師亦參與不同的公職，包括香港酒牌局主席、物業管理服務上訴委員團主席、離職公務員

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委員、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調解研究院名譽院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

席、香港律師紀律審裁團成員、香港新聞博覧館管理委員會委員、大公國際傳媒學院及香港金

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等。

內地服務方面，黃律師現為橫琴新區專家委員會委員、南沙新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員、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港澳法治人才庫香港專家等。同時擔任深圳、上海、珠海、惠州、海南、南寧、太

原、哈爾濱、沈陽、貴陽等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員。

自由交流環節

主持人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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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旨在為兩岸四地的律師構建一個大中華法律服務平

台，促進彼此的互惠合作，共同拓展業務。

委員會通過舉辦不同活動，例如舉辦訪問團、參與各種線上和線下法律論壇和研討會，藉此推

廣香港的法律服務。委員會亦為區內律師、實習律師和法律學生安排培訓，今年便連續第三年

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安排共72課時的《跨境法律服務與風險管理：跨境律師入門》課程。

因應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委員會下設粵港澳大灣區附屬委員會，積極與粵、澳兩地的律師協

會緊密聯繫，透過聯席會議制度共同推動業界在大灣區內的發展。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陳澤銘律師（主席）

鄭宗漢律師（副主席）

韋業顯律師（副主席）

黃江天律師（副主席）

文理明律師 何百全律師 呂志豪律師

李頌華律師 林新強律師 凌永山律師

張翹欣律師 梁毅翔律師 陳偉國律師

麥家榮律師 彭韻僖律師 程偉賓律師

黃巧欣律師 楊先恒律師 熊運信律師

劉英傑律師 簡汝謙律師 簡家驄律師

藍嘉妍律師 蘇紹聰律師 饒詩傑律師

註：除主席及副主席外，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年青律師組的主要服務對象為於取得執業資格後執業經驗為五年或以下的會員及實習律師，因

應年青律師的需要、興趣和權益，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亦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年青

律師可以互相分享經驗及交流意見和心得，從而促進和協助他們的事業及個人發展。年青律師

組亦提供平台讓年青會員與資深會員、法律學生及業界成員交流。此外，年青律師組亦經常與

其他專業團體的年青組合辦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加強年青律師與其他年青專業人士的聯繫。

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組簡介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簡介

香港律師會乃代表香港事務律師的專業團體，於1907年註冊成立。所有在香港持有效執業證書
之執業及非執業事務律師均為其會員。香港律師會通過履行其法定職責和行使其監管權，致力
提高事務律師的專業水準和操守，執行事務律師紀律守則的規定，協助其會員推廣香港法律服
務，並就公眾關注的法律議題發表意見。截至2021年9月底，香港律師會會員人數超過12,600
人，擁有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有約11,000人、本地律師事務所共940多家，在本港註冊的外地
律師事務所則有85家。在香港律師事務所工作的註冊外地律師有約1,500人。現時已有70多家
香港律師事務所在內地設有代表處。

香港律師會的管理機構為理事會，成員共20名。現任會長為陳澤銘律師。理事會每月定期召
開兩次會議，討論及審閱所屬六個常務委員會的報告及在主要事項上作決策，各常務委員會包
括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
會、執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和專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另設秘書處負責支援常務委員會之
職務。

2021 至 2022年度理事會成員如下：

陳澤銘會長

黎雅明副會長

湯文龍副會長

余國堅副會長

彭韻僖理事 喬柏仁理事 莊偉倫理事

黃巧欣理事 鄭偉邦理事 帝理邁理事

江玉歡理事 林洋鋐理事 彭皓昕理事

蔡頴德理事 黃耀初理事 陳國豪理事

傅嘉綿理事 岑君毅理事 袁凱英理事

馬康利理事

香港律師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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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1年首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是香港律師會一年一度的旗艦項目，旨在為兩岸四

地的律師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學習的平台。

每年的論壇均由「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籌委會籌辦。今年的籌委會下設若干小組，負責論

壇的內容、日程安排、宣傳推廣等工作。

主席

麥家榮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副主席

黃江天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顧問

陳澤銘律師

香港律師會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巧欣律師

香港律師會理事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0」籌委會主席

委員

江仲有律師 吴昊律師 岑顯恆律師

韋業顯律師 凌永山律師 唐瑋綸律師

徐凱怡律師 梁毅翔律師 畢文泰律師

許譽曦律師 陳偉豪律師 陳嘉豪律師

黃偉強律師 楊雅雯律師 楊銘輝律師

劉毅律師 潘競雄先生 鄭宗漢律師

盧鳳儀律師 蕭啟昌律師 譚雪欣律師

龔海欣律師

註：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21」籌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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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代表致辭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高子程律師或其代表

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理事長陳彥希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主席華年達大律師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演講嘉賓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先生

主論壇演講嘉賓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代表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何駿豪大律師
香港律師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委員會主席簡家驄律師 

環節 1：區域全面經濟夥伴法律合作
演講嘉賓

環節 2：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與有限合夥基金
演講嘉賓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代表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代表

蔡昆洲律師 陳正和律師

羅卓彥大律師 羅佩琪大律師

關家明先生 麥家榮律師

環節 3：爭議解決
演講嘉賓

論壇主持人
梁毅翔律師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代表 韋業顯律師

郭清寶律師 盧鳳儀律師

劉小翠大律師 畢文泰律師

蘇紹聰博士, JP 黃江天律師, JP

論壇司儀
鄭宗漢律師　　　　淩永山律師

註：講者排名不分先後

參會組織

上海市律師協會 山東省律師協會 中山市律師協會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天津市律師協會 巴中市律師協會

北京市律師協會 北海市律師協會 台中律師公會

台南律師公會 台灣律師公會全律會 四川省律師協會

合肥市律師協會 安徽省律師協會 成都市律師協會

汕尾市律師協會 汕頭市律師協會 江門市律師協會

自貢市律師協會 佛山市律師協會 宜賓市律師協會

杭州市律師協會 東莞市律師協會 防城港律師協會

河池市律師協會 河源市律師協會 長沙市律師協會

南充市律師協會 南寧市律師協會 眉山市律師協會

茂名市律師協會 重慶市律師協會 桃園律師公會

海口市律師協會 海南省律師協會 珠海市律師協會

高雄律師公會 梅州市律師協會 深圳市律師協會

清遠市律師協會 惠州市律師協會 揭陽市律師協會

湖南省律師協會 湛江市律師協會 陽江市律師協會

雅安市律師協會 雲浮市律師協會 遂寧市律師協會

達州市律師協會 彰化律師公會 綿陽市律師協會

肇慶市律師協會 韶關市律師協會 廣西壯族自治區律師協會

廣安市律師協會 廣州市律師協會 廣東省律師協會

德陽市律師協會 潮州市律師協會 澳門律師公會

濟南市律師協會

封面插畫作者
韋政

韋政現年13歲，就讀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韋政從小喜歡藝術，尤其是創作油畫。

作品包括為一間香港律師事務所的網站繪畫所有插圖。

註：參會組織按筆劃順序排列

鳴謝 鳴謝



白金贊助

金贊助

贊助人

簡家驄律師行　　　梁毅翔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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