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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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女士,  GBS, SC, JP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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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會長

彭韻僖律師, MH, JP獻辭

態度也是達致成功的必要元素。除了要與時並進及勇於嘗試之外，亦要堅守律師的專業操守，才能

鞏固法律的基石，謀求業界的長遠利益。

展望未來，我深信法律界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要抓住這些機遇，過往各自為政的舊模式已不合時

宜，需要四地之間的緊密聯繫，通過分工合作發揮協同效應，達至共贏。其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

家級的發展策略，與法律界的發展密不可分。區內的律師協會已於去年十二月共同設立了聯席會議

制度，加強溝通和協作。我們在今年的論壇亦特別加設「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希望能夠加深

大家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為有意前往區內發展的業界朋友帶來啟發。

最後，我希望各位同業可以透過今屆論壇，積極與來自不同地方的嘉賓和朋友討論交流，交換最新

行業資訊，攜手推動法律界在大中華區的發展。

香港律師會已連續第九年舉辦「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自

2011年首辦，論壇已成為大中華區內一年一度的法律盛事，而

今年的主題是「回顧．展望 - 成就大中華法律新世代」，旨在總

結經驗，把握當下，邁向未來。

古語有云：九層之台，起於累土。論壇九年的成長，亦非一朝一

夕。為尋求突破，我們的論壇籌委會正積極討論如何革新論壇的

形式，歡迎各位參加論壇的朋友給予意見。

過去九年來，來自兩岸四地的朋友們通過這個平台，探討各種切

合社會需要和發展的法律議題，累積了寶貴的智慧和經驗，有助

業界應對國際社會瞬息萬變的機遇和挑戰，例如：全球化競爭、

貿易爭議、法律科技、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等等。大家

參與學術討論之餘，亦日趨重視務實的交流和合作。這些成果，

令我們感到相當鼓舞。此外，在交流和合作的同時，抱有正確的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澤銘律師獻辭

灣、澳門和香港法律界人士歡迎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多年來，我們很高興可以看到兩岸

四地的朋友每年不分地域和專業範疇，就不同議題進行交流。我們亦不時邀請政商界及科技界的專

才擔任嘉賓，以不同角度分享他們在不同領域的心得，令論壇更多元，藉此鼓勵各青年律師充分利

用自身優勢，互相學習，並鞏固四地律師之間的連繫。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踏入第九屆，並以「回顧．展望 - 成就大中華無邊界法律新世代」為

題。我們很高興邀請了來自兩岸四地的演講嘉賓，就粵港澳大灣區、財富管理、創新科技的知識產

權、爭議解決等不同議題與一眾律師分享經驗和心得，我們希望透過一連兩日的參觀和交流活動，

推動來自不同地區的朋友互動交流，通過學習和實踐，抓緊更多新機遇，將挑戰一一迎刃而解。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各地律師協會、公會、參加者、籌委會及秘書處的支持和努力，令論壇得以成

功舉行。希望各位從今年的論壇中得到啟發，共同推動大中華地區法律界的發展。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等發展項目的推

行，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定位日趨重要。

香港律師可以通過專業的跨境法律知識和經驗，與鄰近地區的

律師攜手促進大中華地區的法律發展。

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一直致力促進各地律

師的交流。去年，香港律師會在大中華地區組織和參與了超過

30個外訪活動，包括論壇、交流會、座談會以及考察拜訪等，

同時亦接待了超過30個訪問團。今年，委員會亦積極為同業

托拓展新機遇，包括首度與北京大學法學院合作，為該校的法

律學生提供一系列以「跨境法律服務與風險管理：跨境律師入

門」為題的課程，亦組織了訪問團考察海南自由貿易區並舉辦

研討會，以配合區內最新的法律需要，與時並進。

香港律師會的重點項目之一，當然少不了一直廣受內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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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簡介

「兩岸三地青年律師論壇」由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和年

青律師組合辦。自2011年首辦以來，論壇每年均為內地、台灣和香港的律師

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學習的平台；2013年，澳門律師首度參與這個盛會，故將

活動更名為「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已成為香港律師會一年一度的旗艦項目，論壇除

了促進來自四地的法律界朋友聚首一堂，就大中華地區內律師共同關心的議

題交流探討，亦見證了大家的友誼。去年，論壇以「法律創新：機會與挑

戰」為題，再度打破歷年來的參加人數紀錄，令人鼓舞。

論壇踏入第九屆，旨於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展望未來，故以「回顧．展望 

- 成就大中華法律新世代」為題，邀請來自四地的嘉賓講者分享他們的獨到見

解，為青年律師們帶來新啟示。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9籌委會聯席主席

何百全律師及饒詩傑律師獻辭

我們謹代表香港律師會，熱烈歡迎來自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

的年青律師同業，共聚由本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和年青律師

組合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9」。同時，感謝各位演講

嘉賓遠道而來，不辭勞苦，為我們的年青律師分享寶貴的經驗和

獨到的見解。

每年的秋季，兩岸四地的青年律師均會聚首於香港參與這論壇，

一起就當時熱門的法律問題進行深度的研究、交流及討論。兩岸

四地的法律菁英可藉此進行切磋交流，交換最新行業資訊並從演

講者及嘉賓的分享中領悟新的發展方向。不經不覺，2019年已

經是舉辦「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的第九年。我們希望藉著本

年的論壇對過去九年作一個回顧。同時，通過回顧過去，我們可

以展望將來法律界可能遇到的機遇、挑戰及發展方向，並透過討

論及研究財富管理及信託服務、知識產權及國際的爭議解決等熱

門的法律議題，讓我們的青年律師可以最終成就大中華無邊界法

律新世代的目標。

論壇自創辦以來，歷屆均因應當時的環境而設定不同的主題。論

壇一開始以討論兩岸四地在資本市場、企業管治及企業併購的法

律規管作為切入點，帶出各地律師在這些領域而產生的合作及機

遇。隨後，論壇探討環球及跨境合作以至全球化及一帶一路所帶

來的機遇。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論壇亦通過聚焦人工智能及大數

據時代，帶出青年律師怎樣準備迎接未來而作出討論。我們認為

作為新世代的年青律師，只要能掌握時代脈搏、勇於迎接挑戰，

便有能力抓緊無限機遇，脫穎而出，擁抱成功未來。

在此，我們謹衷心感謝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年青律師

組的寶貴意見，當然還有籌委會的齊心合力及秘書處的辛勞協

助，令是次論壇得以順利舉行，圓滿完成使命。

最後，祝願各位參會同業，論有所成，滿載而歸！盡情享受本屆

活動，共譜一段歡愉充實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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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日程表 論壇日程表

 
 

 
 
 
 

9 月 19 日 (星期四) 

13:30 – 15:00 報到註冊 香港律師會（地址：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團大廈 3 樓） 

15:30 – 17:30 參觀活動 香港終審法院 (導賞團) / 大館 (自由參觀) 

 首席代表圓桌會議 香港律師會 

18:00 – 20:00 歡迎晚會 香港會（地址：中環昃臣道 1 號 4 樓） 

9 月 20 日 (星期五)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08:45 論壇登記  

09:30 – 10:30 開幕及嘉賓致辭                
 
司儀：香港律師會理事藍嘉妍律師 
   論壇籌委會委員朱柏陵律師 
 
致歡迎辭：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 MH, JP 
 
主禮嘉賓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 JP 
 
嘉賓代表致辭： 
1.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盛雷鳴律師 
2.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李慶松律師 
3. 澳門律師公會理事李金月大律師 

 

10:30 – 10:45 茶歇 

10:45 – 11:00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 
 
演講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任（特別職務）袁民忠先生, JP 

11:00 – 12:50 主論壇：回顧．展望 - 成就大中華法律新世代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鄭宗漢律師 
 
演講嘉賓： 
1.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榮譽主席王桂壎律師, BBS, JP 
2.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3. 小米集團法務總監陳穎琪律師 

  
 

 
 

9 月 20 日 (星期五)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13:00 – 14:20 午餐交流會                             

14:30 – 16:30 分組環節 1：財富管理及信託服務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韋業顯律師 
 
演講嘉賓： 
1.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張嘉良律師 
2.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啟祥律師 
3.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蘇建峰大律師 
4.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徐奇鵬律師 

 

分組環節 2：創新科技的知識產權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楊先恒律師 
 
演講嘉賓： 
1.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董剛律師 
2.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葉茂林律師 
3.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區小平大律師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法律意見）莊麗娟女士 

分組環節 3：新世代的國際爭議解決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文理明律師 
 
演講嘉賓： 
1.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理事吳堅律師 
2.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暨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梓生律師 
3.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盧綺嵐大律師 
4. 香港律師會理事黃吳潔華律師 

16:30 – 16:45 茶歇 

16:45 – 17:15 聯線分享環節   

17:15 – 17:30 閉幕及大會總結 
 
大會總結：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澤銘律師 

     

18:00 – 20:30 嘉賓晚宴（只限獲邀嘉賓） 
地點：英皇駿景酒店駿景軒 

 

3 樓

3 樓

5 樓

4 樓

4 樓

3 樓

3 樓

3 樓

3 樓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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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彭韻僖律師, MH, JP

彭韻僖律師自2005年起加入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於2014至2017

年擔任副會長，其後於2018年獲選為會長，並於2019年連任。

彭律師現為審批委員會及公益服務和社區工作嘉許委員會主席，

亦參與律師會多個委員會職務，包括：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憲制事務及人權委員會、對外事務常務

委員會、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及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等工作。

香港律師會會長

彭律師獲准在澳洲、英格蘭威爾斯及香港執業；亦為國際公證人、婚姻監禮人、認可調解員、香港

仲裁司學會會員及中國委托公證人。彭律師擅長民事訴訟、商業法及物業管理等方面法律業務。現

為彭耀樟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另外，彭律師現任LAWASIA副會長，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於2006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及於2010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黃惠沖資深大律師, JP

黃惠沖先生在香港大學攻讀法律，於1993年獲認許為大律師。

他自2015年9月起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法律政策專員前，

擔當副刑事檢控專員一職。黃先生自取得法學專業證書以來，

至今一直在律政司從事法律工作，歷任司內不同科別的多個崗

位，在法庭內外處理不同類別的民事及刑事事宜。黃先生現掌

管司內的法律政策科；該科的職責範圍包括推廣香港作為主要

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

黃先生曾任制定和修改高等法院與終審法院規則的兩個法定規則委員會及負責訟辯律師資格申請的

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成員。他也不時為香港訟辯培訓學會及本港的法學院擔任義務工

作。黃先生自2009年起成為認可調解員，並在2013年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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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松律師

學歷：

-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碩士

曾任：

- 台灣雲林、嘉義、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 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第27屆第3任） 

- 台灣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第一屆）

- 台灣律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 台中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委員

- 台中榮民總醫院常年法律顧問

現任：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 台灣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長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盛雷鳴律師

盛雷鳴律師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生，是觀韜中茂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會議主席。他曾任第九屆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現

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法學會副會長等職。

盛律師擅長訴訟與仲裁、大型基建和房地產建設等方面的法律事

務，擔任了上海世博會「上海中心」大厦、上海迪士尼、上海

虹橋商務區和交通樞紐工程、國家會展中心等重大項目和交通銀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行、上海城投、上海國盛、太平洋保險等諸多金融機構、大型企事業單位的顧問律師。盛律師曾榮

獲錢伯斯全球、錢伯斯亞太爭議解決領域業界賢達、全國司法行政系統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中青

年法學家、上海領軍人才等獎項和榮譽。

盛律師目前已出版著作四本，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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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李金月大律師

李金月大律師是澳門大學法學碩士，澳門律師公會理事，2004

年開始成為澳門執業律師，澳門梁永本李金月律師事務所之創辦

人及高級合夥人，中國委托公證人，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會員，業

務專長為民法、商法、刑法和訴訟法。

澳門律師公會理事

袁民忠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他在1985年加入香港政府任職

政務主任，曾在多個政策局及部門工作，包括房屋署、前經濟

科及行政科、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發展局、駐北京辦事處和政府產業署。他由2015年起擔任

政府產業署署長，歷時3年，並於2019年1月加入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負責統籌帶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推行有關的工

作。

袁民忠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主任（特別職務）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嘉賓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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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宗漢律師是香港執業律師，擁有香港及英國律師資格，並為香港專業

會計師及英國資深特許公認會計師。

鄭宗漢律師現為香港梁錦濤關學林律師行合夥人及其浙江代表處首席代

表、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浙江省律師協會特邀委

員、寧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及中國司法部委托公證人。鄭宗漢律師主要執業範圍包括企業商事、內

地民商涉外事務。

主持人簡歷

鄭宗漢律師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演講嘉賓簡歷主論壇

王桂壎律師為香港律師會仲裁委員會主席，亦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前任主

席，現為該會名譽主席。他是香港仲裁司學會、香港律師會及環太平洋國際

律師會前會長。王律師亦是現任版權審裁處主席、稅務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保險業聯會上訴裁判處成員及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委員、財務匯

報局及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顧問、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紀律委員會主席、機場

王桂壎律師, BBS, JP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榮譽主席

保安有限公司和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王律師在香港曾先後出任眾多公共機構主席或成員，

包括醫院管理局、香港機場管理局、通訊事務管理局、菲臘牙科醫院及天水圍醫院。

王律師於1980年代，分別取得香港及英國執業律師資格。他先在香港律政司署擔任高級律師，後在

一所英資及美資律師行擔任主理合夥人，現時是美國法朗克律師行的中國辦事處主理人。

鄭慕智博士為享譽香港法律界之執業律師，自1975年開始在港執業，1994年
至2015年間出任胡百全律師事務所之首席合夥人，現為該所之顧問律師。胡

百全律師事務所乃香港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律師事務所。鄭博士擁有英格

蘭、澳洲維多利亞省及新加坡的律師執業資格，亦為國際公證人及中國司法

部委托公證人。 

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其公職涵蓋的範圍廣泛，曾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教育委員會主席、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委員

會主席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在1991至1995年間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

鄭博士現時為多家上市公司非執行董事，除擔任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金融學

院董事及香港恒生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及校董外，亦為香港聖公會教省法律顧問。

鄭博士曾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及全國政協委員，而香港多所大學亦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

回顧．展望 - 成就大中華法律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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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陳穎琪律師是小米集團法務總監，主管小米集團的證券合規，以及為小米集

團2018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和其他資本市場，大型收購與風險投資，金

融科技活動提供全面的法律與執行支持。

陳律師擁有超過十年的資本市場交易和投資併購經驗，曾參與香港、亞太地

陳穎琪律師
小米集團法務總監

區、印度、美國、歐洲的各類大型跨境投資交易活動，包括複雜上市融資、資本市場、跨境投資併

購、風險投資、私募投資交易和金融科技業務（包括香港虛擬銀行牌照申請與建構）等。在加入小

米集團以前，陳律師曾在全球最大的美國律師事務所之一（Dav is  Po lk  和 La tham &  Watk ins） 
及全球最大的英國律師事務所之一（Al len &  Overy）擔任律師。

陳律師具有香港大學法律和金融的雙學位，香港事務律師及美國紐約州律師執業資格。

韋業顯律師是韋業顯律師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創辦人、資深合夥

人及主任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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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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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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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會員（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Fellow of HKIArb）。

韋律師的主要執業領域為：

 - 商業及企業訴訟、國際商業仲裁及投資條約仲裁

 - 家族財富傳承規劃、遺產承辦等

韋律師對於牽涉到離岸地區的事宜有獨特的經驗，曾經數次出席英屬維京群島商業法庭的案件審

訊，及處理在當地的遺產承辦與離岸信託及基金等事宜，並於2015年於香港設立離岸家族辦公室。

主持人簡歷

韋業顯律師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分組環節 1

財富管理及信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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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張嘉良律師於2001年成為執業律師，東北師範大學刑法學碩士研究生。他是

九三學社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吉林省委員會常委，吉林省第

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政協委員。

他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授權授予一等功勛律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

學歷：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1992）
 - 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2000）
 - 美國南加州大學法學碩士（2007）

張嘉良律師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

張啟祥律師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部評選全國優秀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公司法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

會委員，吉林省律師協會副會長；中國五大銀行私人銀行特邀財富風險管理顧問，中國六大人壽保

險公司特邀資產配置諮詢顧問，國泰君安證券特聘高級財富管理顧問，民生銀行特聘法律顧問，交

通銀行特聘法律顧問。

演講嘉賓簡歷

蘇建峰律師是法學博士（PHD）、澳門大律師、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Law of University of Macao）以及博士生導師 
（Ph D ‘s Thesis Supervisor）。

徐奇鵬律師是香港的執業律師，執業超過25年，曾廣泛參與及處理涉及中

港兩地的法律商業事務，包括收購合併、公司法及企業管治、上市融資及銀

行融資個案等。在收購合併的事務中，徐律師會與客戶討論收購對象的合適

度，參與談判主要條件，在初步條件落實後開展公司的盡職調查工作，草擬

買賣協議文本並與對方代表律師談判其中條款，草擬及安排簽署轉股文件及

蘇建峰大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徐奇鵬律師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蘇律師擔任／曾擔任的公職包括：

 - 澳門房屋局樓宇管理仲裁中心仲裁員（Arbitrator of Building Administration Arbitration Center of 
 Housing Department of Macao）
 - 澳門衛生局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委員（Member of Medical Error Expertise Committee of Bureau of  
 Health of Macao）
 - 珠海國際仲裁院仲裁員（Arbitrator of Zhuhai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 前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員 （Former Member of Superior Advocacy Council）

在成交時協助辦理股權及公司資產移交手續。

此外，徐律師亦經常協助客戶辦理來港的工作簽證、商務簽證及投資移民申請，並協助客戶安排財

務事宜，包括以信托或離岸公司形式處理財富的管理及長遠傳承的事宜。

徐律師是一家在港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

及海南國際仲裁院的仲裁員，香港房地產協會及香港測檢認證協議的義務法律顧問，亦是中國併購

公會第二批併購交易師。

現職：

-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高雄所主持律師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 高雄律師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東律師公會會員

- 高雄美國學校（Kaohsiung American School）董事

經歷：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

 - 台南、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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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董剛律師從事律師工作20年，是北京市榮德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主任律

師、全國優秀律師、北京青年聯合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董律師在全國及北京律師協會負責青年律師工作10年，歷任全國律協青年律

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律協理事、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主任、青年律師

學歷：

 -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法學博士/碩士

 -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法學碩士

現任：

 - 博識本國法及外國法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 台北律師公會智財及科技創新委員會委員

 - 台北律師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 美國伊利諾州律師公會智慧財產委員會委員

董剛律師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葉茂林律師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聯誼會主席。他的業務專長於刑事辯護、民商事及知識產權爭議解決，出版多部業務專著及行業實

務指引，擔任國內外多個重大項目律師團總長職務，參與多項法律法規立改廢釋工作。

葉茂林博士曾在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教授國際知識產權授權（International IP Licens-
ing）及國際商業交易，其後在美國執業多年。

葉博士曾協助上市櫃及科技文創公司進行知識產權交易及併購業務，及協助許多服務業及製造業者

進行跨國合作與交易。此外，他也出版過6本網絡法（Cyber Law）、版權、商業秘密及知識產權書

籍，並擔任台灣智慧財產局著作權法調解委員及修法諮詢委員等職多年。 

楊先恒律師是香港執業律師，擁有法學博士、法學碩士、普通法以及大

陸法系法學學位，在知識產權爭議以及非爭議案件擁有超過15年的經

驗。他也是認可的婚姻監禮人。楊先恒律師擁有兩岸三地的法律背景，

對三地法制有深入的理解。

楊律師的知識產權專業領域涵蓋歐美亞等海外地區，包括企業的知識產權項目/資產管理以及全球品

牌保護策略、商標清查、維護、申請、著作權保護、專利PCT申請、外觀設計申請及保護、知識產權

資產化、授權合同、分析查詢、爭議解決、知識產權權利維護、交易以及許可談判等。楊律師也多

次代表香港律師會、所任職律所在不同會議分享相關經驗。

楊律師曾在知名的國際法律事務所任職管理律師。另外，楊律師亦於香港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擔任客

席講師、香港中文大學知識產權講座講者、香港職業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的客席講者以及香港公開

大學碩士知識產權課程擔任兼任導師，已累積10多年的教學經驗，在實務經驗與其學術方面發表多

篇論文著作。

主持人簡歷

楊先恒律師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分組環節 2

創新科技的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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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區小平大律師為澳門註冊執業律師；區律師的法律業務包括民法、刑法、行

政法、商法、民事及刑事訴訟。

區律師於1998年任職於澳門律師樓，導師為黃顯輝大律師；憑藉10多年的律

師樓工作經驗及10多年的訴訟律師經驗，以專業法律知識及豐富經驗為多家

莊麗娟女士目前擔任香港特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帶領知識產權署法

律意見小組，向政府部門及政策局提供有關知識產權事宜的民事法律諮詢服

務。她負責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和區域合作，代表政府參加有關知識產權事

務的國際會議，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知識產權專家小組會議和世

區小平大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莊麗娟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法律意見）

大小規模的公司、銀行、學校、商業機構及社團提供法律顧問服務，除了商業機構外，亦為私人客

戶提供法律服務，包括商業公司事務、財產轉讓、合同草擬修訂、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訴訟等。

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會議；並就香港特區政府與其他國家商議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有關知識

產權的事宜以及香港知識產權的立法向政府提供意見和法律政策建議。她積極參與了2011年和2014
年版權（修訂）法案的制定和立法工作。

莊女士在處理版權相關事宜和知識產權的其他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並且積極推動發展香港作為區

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國際法律服務中心。

文理明律師專攻爭議解決法律業務，尤以跨境及含有中國元素的國際仲

裁和訴訟業務為主。處理過涉及中外合資、股份買賣、投資協議、酒店

管理、銀行貸款擔保、建築工程、國際貿易及經銷權等的仲裁案件，採

用的規則包括CIETAC，HKIAC，ICC，ICSID及SCIA規則。案件的仲裁方

來自中國內地、美國、歐洲及亞太等地區。文律師是仲裁員，審理過

CIETAC，HKIAC，ICC及SCIA仲裁案件。她也為國內外仲裁、訴訟程序提供過香港法律專家意見。她

現時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理事會的理事及程序委員會的委員。

學歷：

香港大學法學士（一級榮譽畢業），牛津大學民法學士，清華大學（第二學位）法學士，倫敦大學

瑪麗女王學院國際商業仲裁研究生文憑 

專業資格、經歷：

香港律師（1998）；英格蘭及威爾士律師（2000）；中國司法部委託公證人（2015）；香港訟辯律

師（取得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2018）；現為李偉斌律師行合夥人，之前曾於Bird & Bird（2012 - 
2015），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2002 - 2012）及孖士打律師行（1996 - 2002）工作

主持人簡歷

文理明律師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分組環節 3

新世代的國際爭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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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專業領域：企業併購、競爭法、公司法、投資和融資、石油天然氣能源領域、

環保、知識產權、金融、房地產、國際爭議解決等現代高端法律業務

法律從業經歷：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公司購併、反壟斷、

知識產權、反傾銷、金融等法律知識、實務經驗、談判技巧和訴訟業績

吳堅律師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理事

工作背景：1993年開始執業，參與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的初創；現為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總所主任、

聯席會議主席、黨支部書記

吳梓生律師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暨

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任：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群展國際法

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法律專長：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及公共工程、涉外商務、科技及醫療、仲裁

演講嘉賓簡歷

教育背景：

1987 - 1990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士

2000 - 2001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

 碩士（LLM）

擔任的職務：

 - 上海市律師協會常務理事 
 -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理事

 -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獲得的榮譽：

 - 上海市人大代表

 - 上海市「兩新」組織優秀共產黨員

 - 上海市司法系統先進個人／兼記司法部三等功

 - 全國優秀律師

 - 東方大律師

 - 上海市優秀律師

專業資格及經歷：

 - 美國紐約州律師、台灣律師

 - 台灣仲裁協會仲裁人、調解人、 

 工程主任仲裁人、金融仲裁人

 - 台灣專利代理人

 - 泛太平洋律師協會會員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 

 服務團」講座

 - 台中市美國商會理事

 - 台中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會務顧問

曾任：

 -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 台中律師公會第 29 屆第 2 任理事長，第 26、27、29  
 屆理事，第28 屆監事

 -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國際事務委 

 員會主任委員派任亞洲法學會理事

 -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

 - 國際律師協會年會分組講員

 -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師、律師

 -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商張老師、經濟部中小企業榮 

 譽諮詢律師

 - 台中市政府第二屆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

 - 台中市政府廉政會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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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簡歷

黃吳潔華律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調解員，亦是一位活躍於調解及另類排解程

序的演講者、講師、評核員。她曾於一系列國際會議上演講，包括2016年2
月26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作坊就「選擇調解解決商業糾紛」
發言、2016年5月18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際法律論壇上就「香港 - 亞太地

區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發表演說、2016年12月2日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律師協

黃吳潔華律師 
香港律師會理事

會會議上發表題為「國際調解協議及仲裁裁決的執行 — 效率的競賽」的演說、2018年3月25日在香

港就「在調解和風險管理中使用評估技巧的法律問題」發言等。目前，黃律師是香港律師會調解委

員會主席、首席大法官調解工作小組成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主席等。此外，自2016
年起，黃律師獲委任為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調解員。

閉幕及大會總結演講嘉賓簡歷

陳澤銘律師於2018年獲選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並於2019年連任。他自

2016年加入律師會理事會，並參與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執業者事務常務

委員會、專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以及其他委員

會的工作。他也是香港律師會企業律師委員會創會主席。另外，陳律師曾代

表律師會擔任國際律師協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委員（International Bar Asso-

陳澤銘律師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ci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2007 - 2012），並自2016年起擔任LAWASIA理事。

陳律師亦參與不同公職，包括香港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2013 - 2018）、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小組

成員，以及法律樞紐空間分配委員會成員。

陳律師擁有香港（1997）和英格蘭及威爾斯（2002）的執業資格，同時亦為香港婚姻監禮人、香港

註冊財務策劃師及香港註冊稅務師。陳律師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碩士（LLM）、牛津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MBA）和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MPA）。

陳律師曾於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任職，專門處理高端客戶的資產管理、信託有關的法律和稅務事

宜。他其後加入不同香港望族的家族辦公室擔任法律顧問。陳律師現為一間投資公司的法律顧問。

盧綺嵐大律師在澳門出生及接受基礎教育，2010年於澳門大學取得法學士學

位，2014年成為澳門律師公會註冊大律師，主要執業範圍包括民事及刑事訴

訟、商法、博彩法及不動產法律事務，且自2015年起持續為澳門高等教育機

構教授商法典、公司法、酒店及旅遊等法律知識。盧律師現時亦為澳門世貿

盧綺嵐大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代表

仲裁中心認可調解員、英國倫敦特許仲裁協會（CIArb）認可會員，以及澳門法律交流協進會之常務

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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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會場位置圖

(B入口)

論壇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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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韻僖會長

黎雅明副會長

喬柏仁副會長

陳澤銘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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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底，香港律師會會員人數超過11,500人，擁有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有10,000多人、本地律師事務所

有920多家，在本港註冊的外地律師事務所則有88家。在香港律師事務所工作的註冊外地律師有1,600多人。

現時已有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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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會長為彭韻僖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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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至2020年度理事會成員如下：

熊運信理事

馬華潤理事

黃吳潔華理事

白樂德理事

莊偉倫理事

湯文龍理事

羅睿德理事

羅彰南理事

陳達顯理事

張達明理事

藍嘉妍理事

黃巧欣理事

鄭偉邦理事

帝理邁理事

江玉歡理事

余國堅理事

香港律師會簡介

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前身為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自2012年4月重新定名後，工作版圖

伸展至內地、香港、台灣及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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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委員會聯繫及組織下，香港律師會每年均會到訪大中華區的城市，例如舉辦訪問團、參與各種法律論壇和

研討會，藉此推廣香港的法律服務。委員會今年的主要活動包括於5月主持第二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協會聯

席會議」，與大灣區內的律師協會共同探討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和發展，發揮協同效應。針對海南自由貿易

區的發展，委員會於8月組織代表團訪問當地，並與海南省律師協會合辦研討會；其後於9月初訪問台灣高雄

和南投。此外，委員會亦分別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和廣東實習律師安排了一系列的法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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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除主席及副主席外，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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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靖寰律師

徐奇鵬律師

陳偉國律師

麥家榮律師

張翹欣律師

黃巧欣律師

彭韻僖律師

楊先恒律師

熊運信律師

劉英傑律師

藍嘉妍律師

簡汝謙律師

簡家驄律師

羅德慧律師

蘇紹聰律師

饒詩傑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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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勤律師

汪嘉恩律師 
林浩志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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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年青律師組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包括：

年青律師組不定期為剛取得執業資格的律師及
實習律師舉辦週五午餐聚會，讓他們與律師會
理事會成員、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成員及年青
律師組成員會面，藉以進一步瞭解律師會的運
作和服務。

該計劃旨在提供機會，讓見習律師認識律師會
內的年輕律師（「益友」）及較資深的會員
（「良師」），透過一連串活動得以互相認識
和交流，從而建立及維繫更緊密的師友兼摯友
關係。

為了讓年青會員與其他年青專業人士建立更
緊密的關係，年青律師組與其他專業團體— 
例如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園境師
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醫學會、土木工程師學會、英國特許仲
裁員學會（東亞分會）以及英國屋宇裝備工程
師學會（香港分會）— 合辦不同聯誼活動。

年青律師組舉辦了「探索香港」活動，旨在協
助會員探索鮮為人知的地區，讓會員更了解我
們的香港。

酒會旨在歡迎各見習律師加入律師行業及律師會這
個大家庭。每年歡迎酒會都吸引愈百名見習律師及
律師會員參與，讓他們互相認識，是見習律師們快
速融入律師行業的一個重要活動。

為了讓年青律師有機會接觸不同業界的精英及與他
們對話，每年舉辦兩次業界精英午餐講座，邀請相
關業界精英就法律、社會問題等熱門話題演講，並
分享他們的工作及人生經驗，與年青律師一起交流
互動。

年青律師組的另一項重任，是培養年青會員的社會
責任及公義意識。年青律師組鼓勵年青會員踴躍參
與旨在服務和貢獻社會的活動，於過去近十年一直
與東華三院合作提供義務服務，以兒童和青少年為
服務對象，增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英語的興趣
和信心。

年青律師組舉辦學習之旅旨在提供機會予年青會員
了解大中華地區的法律發展，以加強他們的全球意
識從而幫助他們的事業發展。除此之外，年青律師
組希望透過學習之旅為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年
青律師及大律師建立一個網絡平台，促進他們建立
更密切的關係。

林曉雅律師 
高一峰律師 
陳嘉豪律師 

陳潔心律師 
張志銓律師 
張冠晶律師 

文穎翹律師（副主席）                  彭韻僖律師（副主席）

週五午餐聚會

「法友聯盟」師友計劃

與其他專業人士交流

「探索香港」活動

見習律師歡迎酒會

業界精英午餐講座

社區服務計劃

學習之旅

年青律師組成員名單

黃金霏律師 
黃鎧琳律師 
鄧浚濠律師 

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組簡介

註：除副主席外，其他成員以姓氏筆劃排序

鄭安生律師

鄭麗珊律師

顧 問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澤銘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8籌委會主席

黃江天律師

聯 席 主 席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何百全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饒詩傑律師

委 員

丘志強律師

朱柏陵律師

朱靜文律師

何康碩律師

岑顯恆律師

李黃慧玲律師

李頌華律師

韋業顯律師

唐瑋綸律師

徐凱怡律師

梁振雄律師

梁毅翔律師

許譽曦律師

黃偉強律師

鄭宗漢律師

盧彥樺律師

盧振麗律師

盧鳳儀律師

藍嘉妍律師

註：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9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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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暨主論壇演講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 ,  JP

主禮嘉賓

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 ,  MH, JP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盛雷鳴律師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李慶松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理事李金月大律師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演說嘉賓講者

袁民忠先生 ,  JP

主論壇演講嘉賓

王桂壎律師 ,  BBS, JP

鄭慕智博士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陳穎琪律師

分論壇演講嘉賓

張嘉良律師

張啟祥律師

蘇建峰大律師

徐奇鵬律師

董剛律師

葉茂林律師

區小平大律師

莊麗娟女士

吳堅律師

吳梓生律師
註：個人講者排名不分先後，參會組織按筆劃順序排列

盧綺嵐大律師

黃吳潔華律師

論壇司儀

藍嘉妍律師

朱柏陵律師

論壇主持人

鄭宗漢律師

韋業顯律師

楊先恒律師

文理明律師

參會組織 

上海市律師協會

中山市律師協會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台中律師公會

台灣律師公會全聯會

四川省律師協會

安徽省律師協會

江門市律師協會

佛山市律師協會

東莞市律師協會

南京市律師協會

鳴謝 鳴謝

重慶市律師協會

海南省律師協會

珠海市律師協會

高雄律師公會

深圳市律師協會

惠州市律師協會

彰化律師公會

肇慶市律師協會

廣州市律師協會

廣東省律師協會

澳門律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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