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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執業證書 

不持有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無資格以事務律師身份作私人執業（‘謄〞對

劈者辦勿》（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7 條）。 

獨營執業者或合夥人必須持有無條件執業證書（‘舫拳次業者辦卹 （香

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6）及（6勾條）。 

假如任何人的姓名不在個流審 )刊登的己持有執業證書的事務律

師的名單之內，則該人須被推定為無資格哄事務律師身份行事： ‘法 

〞黝業者療風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8）條。 

2． 事務律師在無執業證書下曉事務律師身份行事所帶來的後果，已載於

州詹伊數業者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 （例如第 45 條）。此外， 

這情況對任何相關合夥可能帶來後果。 

3． 假如受薪合夥人的姓名與權益合夥人的姓名沒有區別地並列在律師

行的抬頭信箋或其他文件上）則律師會將視該受薪合夥人為正式合夥

人並持有或收取當事人款項，不論該人可否操作該律師行的當事人帳

戶。被顯示為合夥人的受薪合夥人，必須為相關律師行的帳簿u及任

何違反州廣師薩〞總馳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的情況

承擔責任，即使該人並無獲准接觸該等帳簿，情況亦然。 

4． 除非得到理事會豁兔，否則每一名實際上或向公眾顯示為在香港執業

的事務律師都必須遵守 ( 斤戶妒事業勳W) 靂〞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的規定（請參閱其中第 6(1）及 7(1）條）。 

5． 對於受僱並作私人執業的事務律師，不論其姓名是否出現在抬頭信箋

或其他文件上，假如該人被顯示為事務律師或屬下列情況，則該人必

須持有現行執業證書： 

卹 該人在任何紀錄法庭或某些審裁處席前出庭（心必〞數業者膚劍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45 條） 

(b） 該人監管或管理其僱主的辦事處（了舉師數業裴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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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持監誓及監理聲明（州謄伊數業者療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7A 條） 

(d） 收取部份利潤（‘舉斤庫會業奉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 條）。 

2.02 執業的開始與終止 

律師行開始營業時，其所有主管律師必須遵守‘舉節數黨劇‘（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5(1）及（1勾條的規定，其後則必須遵守第 5(2）及 

。）條的規定。 

‘需折＝ 

了舉師數業濛蔆腳（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5(1）及（1A）條

規定，律師行必須在開始營業後 14 天內，以律師會認可的格式向律師

會提交下列資料； 

卹 該律師行所有主管律師的姓名，馱及他們是全職還是非全職受聘

於該律師行， 

(b) 該律師行所有事務律師的姓名，以及他們是全職還是非全職受聘

於該律師行， 

(c） 該律師行聘用的所有不合資格人士的姓名及律師會所要求的其

他詳細資料，不論該等人士是全職還是非全職、受薪還是非受

薪， 

(d） 該律師行的地址（包括電子地址）以及電話、圖文傳真、電傳及

遠距離傳輸號碼（如適用者） 

(e） 該律師行的名稱， 

o 證明該律師行從開始營業日起己遵守‘舉師嚀買 W鄴瀕馴)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的規定的證據； 

(g） 該律師行將使用的會計期；及 

(h） 該律師行所聘用的任何服務公司的名稱和詳情以及該公司任何

僱員的詳情，不論該僱員是否作為律師行的職員而提供、屬全職

還是非全職、受薪還是非受薪，既及該僱員是否事務律師（請參

閱原貝忙.07 評析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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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始營業的律師行的主管律師，亦須於該律師行開始營業後 14 天內， 

曬律師會認可的格式提供開始營業的日期。 

3． 第 5(2）條規定，律師行必須在上述資料發生任何改變的 14 天內，以律

師會認可的格式通知律師會。 

4． 第 5(3)條規定，律師行必須於每年的 1 月 31 日之前提交一份僱員申報

表。該申報表必須列明所有並非事務律師的員工的詳情曉及其薪金和

花紅資料。 

S． 關於終止執業的指引，請參閱執業指引 D.7 及會員通告 12-641。 

6． 關於外地律師行終止執業的指引，請參閱執業指引 Q 及會員通告 

1O-171。 

2.03 主管律師的個人責任 

表面看來，主管律師須為其律師行的作為或遺漏負責，而這項責任延伸至

涵蓋其合夥人及員工的作為或遺漏。 

‘男折 

1． 主管律師須為執業過程中所進行的工作負責，且不能藉著把工作留給

其員工處理而逃避該責任，即使該員工甚具資格，情況亦然。 

2. 州〞斤舜封業銀為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訂明上述總則

如何運用到各種具體情況，而所有事務律師均必須遵守相關規定。 

3． 每名主管律師都負有遵守州舉斤跡！頗〞瀕〞2)（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

法例 F）及僧計娣7J 昔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的

個人責任。一旦出現未有遵守上述規則的情況，所有主管律師均須面

對紀律行動。 

4． 關於「主管律師」的定義，請參閱 州舉師數業綢慰4（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1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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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監管與管理的標準 

事務律師須確保他或他的律師行執業所在的每問辦事處是並能合理地被

看見是按照‘舉節數業友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及 

4B 條受到監管和管理。 

‘需衍 

州舉師數業鑷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條規定 

「律師須確保他或他的律師行執業所在的每間辦事處是並能合理地

被看見是按照啦下的 低標準妥為監管的一 

(a） 上述每間辦事處須由一名持有現行執業證書的律師管理，該律師

須在該辦事處公開營業的全部時問內通常駐在該辦事處；及 

(b） 上述每問辦事處公開營業的每一日，須由一名持有無條件執業證

書並已獲認許為律師 少 2 年（或理事會准許的其他期限）的律

師駐在該辦事處，而該律師須是該律師行的主管或是受僱於該律

師行的律師，並須在該辦事處耗用充分時間，u確保受僱於該處

的職員受到足夠的管理，並為當事人的諮詢提供所需的利便。」 

(1$師次業銀鴕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將「無條件執業

證書」界定為「並無載有條件阻止其持有人獨自或呱合夥形式執業的

執業證書」。 

2. 備繒戶數業艦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B 條規定： 

[(1）律師行僱用的不合資格人士數目，不得多於全職受僱於該律師

行的居於香港的主管及律師人數的 8 倍再加 6。 

(2）除獲得理事會的書面批准外，律師行不得明知而僱用非全職或

全職受僱於另一間律師行的不合資格人士。 

(3）就本條而言一 

向 並非由任何律師行僱用但是為該律師行的目的而以其他

方式僱用（例如由該律師行的一名或多於一名主管所成立

的服務公司僱用）的人，須當作是受僱於該律師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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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計算受僱於一問律師行的不合資格人士的數目時，不得

將實習律師畝及在假期中及學期休假期間全職或非全職

工作或在學年中非全職工作的全日制法律系學生計算在

內；及 

(c）在計算一間律師行居於香港的主管及全職僱用的律師的

數目時，不得將一名律師計入多於一間律師行內。 

(4）律師行須確保不合資格人士的僱員的每張名片，即印有該律師

行名稱的名片，包括一項該僱員目前受僱身份的清楚說明。」 

3． 不遵守律師會發布的關於監管業務的任何執業指引，乃屬違反紀律行

為。相關執業指引所涵蓋的部份重要事項包括 

（的 在執業過程中哄律師行名義發出的信函，必須由該律師行的認可

簽署人簽署（執業指引 D.2) 
(b） 事務律師必須管控並親自監督或核實任何文件的簽署或見證； 

(c） 事務律師不得與另一業務或另一人共用辦事處或員工，但下列各

類人士或律師行則屬例外： 

(i） 與該事務律師有合夥關係的另一名事務律師；或 

(ii）與該事務律師有註冊聯營關係的一問或哄上外地律師行； 

或 

(iii）與該事務律師有正式聯營關係的一聞或以上香港律師行， 

或 

恤）與該事務律師在內地有註冊聯營關係的一問內地律師行。 

2.05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 

獨營主管律師應當為其缺勤期間的執業運作作出適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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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折 

1． 因任何理由（休假、抱恙等）而缺勤的獨營主管律師，向當事人負有

持續責任，即須確保其執業業務在對當事人的業務造成 小干擾的情

況下繼續運作。因此，該律師必須作出充分安排，使其業務（包括其律

師行的當事人帳戶）在其缺勤期間得到管理和妥善監管。所需的監管

程度須視乎具體情況而定，但必須顧及了舉康辦業鑲馴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條所訂明的 低監管標準。 

2． 獨營主管律師應事先作出充分安排，曉應付一旦他喪失履行職務能力

時可能產生的問題。舉例說，即使他喪失履行職務能力，他及／或其律

師行仍須提交會計師報告、申請執業證書及購買專業彌償保險因此， 

獨營主管律師必須與另一名具備相當年資且持有現行執業證書的事

務律師訂立常設安排，讓該事務律師監管該主管律師的業務，直至該

主管律師返回工作崗位。此外，該主管律師必須預先將上述安排告知

往來銀行，呱便該事務律師能礦操作該主管律師的當事人帳戶和辦事

處帳戶。 

3． 上述另一名事務律師在承擔任何責任或職責前，必須與香港律師彌償

基金有限公司所委聘的管理人聯絡，斗確保相關保單在 ( 斤J (項勞 

W )膚〞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下仍然有效。同時為

獨營執業者的業務及上述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業務承保附加保險或超

額保險的保險人，應即時獲通知有關安排。除非獨營執業者相當可能

只會缺勤一段短時間，否則其業務所涵蓋的所有當事人及律師會均應

獲告知有關安排。 

2.06 獨營主管律師去世後的安排 

獨營執業者必須訂立遺囑，為其執業業務於他去世後的管理作出安排。 

評折 

1． 雖然獨營執業者不一定要委任事務律師為遺囑執行人，但這做法將大

大有助於獨營執業者的業務於他去世後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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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論如何，獨營執業者應當留下清晰指示，呱確保其遺囑執行人能鱷

在其去世後即時安排由一名具備相當年資的事務律師繼續處理其業

務，直至其業務得到處置為止。 

3． 己故獨營執業者的遺產代理人無權簽署以該執業者的當事人帳戶發

出的支票。根據‘法伊數業者療劍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表 2 第 

4 段，該權力歸屬理事會。 

中 在某些情況下，理事會有權管控已故事務律師的業務：請參閱 心必伊

浙業者啟勿I)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6B 條。 

2.07 為當事人及律師行服務的公司 

事務律師不得在其執業範圍以外自行或與任何人開設提供任何通常由事

務律師作為執業一部份而提供之服務的獨立業務。這項原則不適用全資擁

有的執行人和受託人公司、代理人公司或提供公司秘書服務的公司。在受

制於適用的法定條件下，事務律師可成立服務公司。 

評折 

事務律師獲准成立服務公司馱履行業務運作上所需的行政職能，例如

招聘員工、租用辦事處、租購辦事處設施及安排日常維修保養等，但

條件是該服務公司的董事及股東必須是有關律師行的合夥人或受僱

於該律師行的事務律師（請參閱會員通告 06-337) 。 

2. 成立這類公司的事務律師，既有責任確保該公司並非用作避免或逃避 

cr舉師數業銀〞z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的規定，例如與

不合資格人士分享利憫，亦有責任確保該公司時刻畝遵守專業操守規

則的方式運作，猶如該公司是該事務律師的業務的一部份。 

3． 事務律師獲准成立服務公司，但條件是該公司的董事及股東必須是有

關律師行的合夥人或受僱於該律師行的事務律師。該公司的名稱可以

與控制該公司的律師行的名稱相似。使用這種服務的當事人必須獲告

知該公司的性質，亦必須獲告知事務律師是否將會或可能藉之而取得

或己藉之而取得個人權益或利益。有關披露應以當事人能夠明瞭的方

式作出，並 好曉書面方式作出（請參閱原則 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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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請參閱 ‘舉廠勿業趨慰‘（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B 
及 5(1A）條曉及原則 2.02 評析 1(h)。 

2.08 受僱事務律師 

為並非事務律師的僱主工作的事務律師，必須遵守‘舉廊觀業齷劇伊（香港

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執業指引及專業操守規則和原則。 

評折 

1． 請參閱執業指引 N0 

2． 這項職責凌駕於並非事務律師的僱主所提出的任何相衝索求或要求。 

3． 受僱於並非事務律師的僱主的事務律師，應特別注意‘〞師數業銀慰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 條及了曆壽計數業者犛夕刃（香

港法例第 159 章）第 49 條的規定。 

4． 受僱事務律師向並非事務律師的僱主提供意見時，須注意法律專業保

密權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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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2.02 評析 5 

會員通告 12-641 	 2012 年 8 月 27 日 

律師會指引 

執業的終止 

（於 2012 年 8 月更新） 

經修訂的指引自 2004 年 8 月 2 日起生效。 

執業的終止是指香港律師行停止其律師行執業業務。 

「終止」在或可在下列情況下出現 

卹
向

•
的

•
 

獨營執業者退休；或 

合夥業務結束；或 

合夥人退出合夥；或 

兩間現存律師行合併；或 

一間現存律師行解散，而其合夥人分立為兩間或曉上的律師行。 

L 通知律師會 

假如閣下的律師行有意終止執業，則閣下應在終止日前至少八個星期

通知律師會）方法是填妥終止執業通知表格（下稱「結業通知」）並將

之交回律師會。閣下亦必須告知律師會閣下將委任為代理人的律師行

的身份（請參閱下文第 2 段）。 

如欲索取結業通知表格及指南（於 2012 年 8 月更新），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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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任律師行為代理人（於 2007 年 3 月修訂） 

律師行終止執業時，必須委任一問至少有兩名合夥人執業的律師行作

為結業律師行的代理人才艮據律師會執業指引 D.7（於 2006 年 10 月修

訂）代為處理所有相應事宜。獲委任為代理人的律師行，應細閱由律

師會製備的相關指弓卜么明瞭該律師行身為代理人的職責及責任。 

欲知有關詳情，請點擊下列連結 

律師會執業指引 D.7 

代理人委任指引 

3． 通知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1 月更新） 

終止執業一事，必須向恆利保險服務有限公司（即香港律師彌償基金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報。該公司現時的地址及聯絡詳情如下： 

恆利保險服務有限公司（註明由法律部人員收敵通知）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 號時代廣場辦公大樓一座 28 字樓 

電話：2861 6666 	 傳真：2861 6560 

4． 通知當事人 

向 閣下必須給予當事人充分通知，哄避免他們的利益受損，既及讓

他們有足鱷機會採取他們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於適當的步驟至

於何謂充分通知，則須取決於閣下的律師行及其終止執業的具體

情況，而因應情況所需，閣下有可能在正式通知律師會（請參閱上

文第 1 段）之前便須通知當事人，而不論情況如何，閣下不得直到

正式通知律師會之日既後才通知當事人。舉例說，可能有檔案須

於終止執業之日前後完成，又或可能有大量「進行中」的檔案等

待處置p 不給予當事人充分通知，既可構成疏忽，亦可導致紀律行

動。 

如欲參閱通知當事人的信函樣本，請點擊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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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假如閣下正在計劃終止執業，而閣下接獲指示辦理的事宜很可能

在計劃中的終止執業日之後仍在進行，則閣下應當在接獲指示時

開誠布公地將情況告知當事人。閣下應當份外謹慎，以確保當事

人不會因閣下終止執業而陷入沒有律師代表的境況。 

5． 一般通知 

(a) 閣下必須向所有與閣下的律師行有業務往來的其他事務律師大

律師及其他人士（包括相關政府當局及部門）給予充分通知，以

預留足雊時問交接檔案完成與閣下的律師行的業務交易和事項， 

曉及採取在有關情況下屬於適當的其他步驟。律師會建議，通知

期應為終止執業日前至少八個星期。 

如欲參閱可能須獲通知的機構的名單，請點擊些處。 

(b） 閣下亦應根據 州局業登勿犛風p （香港法例第 310 章）的規定， 

通知稅務局局長。 

6． 終止執業的公布 

(a） 在律師會會員通告內發出通知 

結業通知提交律師會後，律師會將透過每周會員通告通知會員有

關律師行有意終止執業。 

(b) 撒銷終止執業通知 

律師行若然改變終止執業的決定，必須於終止執業日通知期屆滿

前向律師會提交撒銷終止執業通知以及繳交由理事會指明的費 

用。律師會將透過每周會員通告通知會員該項撒銷。 

如欲索取撒銷終止執業通知表格，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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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當事人帳戶內的款項 

本段應與下文第 8 段所提供的指引一併閱讀和理解。 

當事人帳戶內的款項必須歸還客戶或按照他們的指示處理。假如閣下

未能與當事人取得聯繫或得知當事人去向，則律師會建議閣下刊登廣

告。終止執業當日，當事人帳戶內的所有未清餘額均須按照理事會的

指示（該等指示乃因應有關律師行根據 ‘舉師夕騙〞廣藺 f))（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8(2）條提出的申請而發出），轉至獲委任為

結業律師行的代理人的律師行。結業律師行必須於終止執業之日起計

七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律師會該律師行的當事人帳戶內己轉至上述

代理人的款項總額，而該通知書須經由該代理人加簽以資確認。 

8． 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 

(a） 會計師 後報告的交付日期 

律師會收到結業通知後，將向有關律師行確認交付會計師 後報

告的期限。 

(b) 法例規定 

關於會計師 後報告的法例規定，載於 

(i) ‘法伊黝業者犛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2）條 

這項條文規定，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的期限為律師行終止

業務之日起計六個月。 

如欲參閱州法伊黝業者療勿他‘（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 條， 

請點擊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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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會吉j師療仔昔瀕梟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 

會計師報告亦須遵守第 8(2）條，其規定如下： 

「律師行須在報告所指明的會計期後不超過 6 個月（或根

據本條例第 73(1)(b）條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期間），向理事

會交付會計師報告。」 

(c) 「終止執業之日」 

有關律師行的簿冊應製備直至終止執業之日焊p該律師行停止進

行法律執業之昧終止執業之後出現的相關事件或項目應在提交

律師會的補充陳述或對帳表中加曉記錄。 

(d) (曾方7師〞合廣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第 12 條 

根據 (會訂師哺仔昔廣記慰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第 

12 條，律師會理事會有權在任何個別個案中寬免該規則的任何

條文。任何寬免申請應於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前向理事會提出。 

9． 辦事處帳戶 

律師行於終止執業日之後仍可維持辦事處帳戶，曉便處理終止執業後

支付帳單和結清應收款項等事宜。其後任何對該律師行作提述的通信， 

均應提述該律師行己終止執業，而這應透過在該律師行的文儀用品 

（例如箋頭、贈禮便條、收據等）印上清晰通知而進行。（另請參閱

下文第 17 段。） （於 2005 年 3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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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帳簿的保存 

已終止執業的律師行亦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卹 州舉師舊互瀕鴕個（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 

第 10(6）條 

「每名律師須保留他根據本條備存的所有簿佣、帳目及紀錄至少 

6 年，由其中的 後記項的日期起計。」 

第 10(6A）條 

「除第（8）款另有規定外，律師必須在香港備存他根據本條備存

的簿冊及帳目、分類帳以及紀錄。」 

(b) 敞才務犛劍‘（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不〞務療劍少（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例如第 22 條（f 對合夥的評稅」）及第 51C 條（「須予備存的業

務紀錄」）。 

11.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a） 會員應細閱律師會透過會員通告 12-475 發出的關於存放及銷毀

舊檔案的指南。 

如欲參閱會員通告 12-475，請點擊匹處。 

(b） 向律師會提交的結業通知，必須詳盡述明有關律師行的舊檔案的

所在地點。 

(c） 閣下亦應顧及薩規祈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347 章）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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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執業變更 後通知表格 

（的 執業變更通知表格 

律師會收到閣下提交的結業通知後，將把一份執業變更通知表格

送交閣下。閣下必須於終止執業之日起計 14 日內填妥該表格及

將之提交律師會。 

如欲索取執業變更通知表格，請點擊此處。 

根據偉師數業蔆訪腳（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5(3) 
條，閣下必須按指明格式提交 後僱員申報表。 

敞才矜序劍p（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 (疾才矜犛劍（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13車 尚欠的律師費及尚未履行的專業承諾 

獨營主管律師或合夥人對於尚欠的律師費及尚未履行的專業承諾所

負有的法律責任，以及合夥人對於共同合夥人或前合夥人尚欠律師費

及尚未履行專業承諾所負有的法律責任，均屬持續責任，不會因終止

執業而告終或被取代。 

請細閱本 向皆員個，特別是原則 12.04 的評析及第十四章。 

欲知有關詳情，請點擊下列連結 

12.04 的評析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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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務律師退休：是否仍須持有執業證書？ 

(a） 描述為事務律師 

閣下如已退休、不再馱事務律師身份執業且不再持有執業證書， 

仍可自稱為事務律師，但必須小心確保閣下不向外界顯示為合資

格么事務律師身份執業。舉例說，「事務律師（非執業）」被視為

恰當的稱謂。 

(b) 既顧問身份行事，或從事無償工作 

假如事務律師有意擔任律師行的全職或臨時顧問，或假如己退休

的事務律師有意在不收取報酬下曉事務律師身份工作（例如為親

友、家族公司或註冊慈善組識工作），則該事務律師仍必須持有

執業證書，並必須遵守一切適用於事務律師的規例。 

15. 聘用安排一 「完整合約」規則 

卹 聘用律師行的現行安排，可能屬於「完整」的安排，意思是該律師

行須完成其受聘用從事的工作，因此，除非有充分理由並給予合

理通知，否則有關事務律師不能在該工作尚未完成前終止該安

排。 

(b) 審慎的做法是事先計劃，盡量在終止執業前完成所有屬於「完整

合約」的聘用安排下的工作。假如無法如此行，而聘用安排將基

於充分理由而被終止，則當事人應獲給予充份的終止執業通知。 

應採取適當步驟，馱確保當事人不會陷入沒有律師代表的境況。 

16． 終止聘用安排時須移交的文件 

除受制於留置權者外，所有屬於當事人的文件和資料（例如業權契

據、遺囑正本、遺囑修訂附件正本等）均應歸還當事人或按照當事人

的指示處置。（請參閱上文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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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文儀用品及印章的銷毀 

閒下的律師行終止執業時，一切印有或附有該律師行名稱的文儀用品

及印章均應銷毀，但有需要用作處理關乎該律師行的辦事處帳戶的未

完結事宜者除外。假如有需要使用該律師行的舊有文儀用品，則該等

文儀用品必須清楚顯示該律師行已終止執業，例如註明「甲乙丙律師

行已終止執業上 

18．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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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02 評析 6 

會員通告 10-171 	 2010 年 3月 22 日 

律師會指引 

外地律師行執業的終止 

本指引將自 2010 年 6 月 7 日起生效。 

執業的終止是指在香港的外地律師行停止其律師行執業業務。 

「終止」在或可在下列情況下出現： 

(a） 獨營執業者退休；或 

(b） 業務結束；或 

(c） 合夥人退出合夥；或 

(d） 兩間現存律師行合併；或 

(e） 一聞現存律師行解散，而其合夥人分立為兩聞或以上的律師行。 

1． 通知律師會 

假如閣下的律師行有意終止執業，則閣下應在終止日前至少八個星期

通知律師會，方法是填妥終止執業通知表格（下稱「結業通知」）並將

之交回律師會。閣下亦必須告知律師會閣下將委任為代理人的律師行

的身份（請參閱下文第 2 段）。 

如欲索取結業通知表格，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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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任結業代理人 

該名代理人可u是一間香港律師行，也可以是一問在香港營業、且從

事與閣下的律師行所屬司法管轄區相同的法律的執業事務的外地律

師行。作為代理人的律師行，其中要有至少兩名合夥人居於香港。該

名代理人亦應獲授權代表閣下的律師行接收任何送達閣下的律師行

的法律程序文件。獲委任為代理人的律師行，應細閱由律師會製備的

相關指弓卜以明瞭該律師行身為代理人的職責及責任。 

欲知有關詳情，請點擊下列連結： 

律師會執業指引。 
代理人委任指引  

3． 通知閣下的律師行的保險人 

終止執業一事，必須向閣下的律師行的保險人通報。 

4． 通知當事人 

（的 閣下必須給予當事人充分通知，曉避免他們的利益受損，以及讓

他們有足鱷機會採取他們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於適當的步驟至

於何謂充分通知，則須取決於閣下的律師行及其終止執業的具體

情況，而因應情況所需，閣下有可能在正式通知律師會（請參閱上

文第 1段）之前便須通知當事人，而不論情況如何，閣下不得直到

正式通知律師會之日以後才通知當事人。舉例說，可能有檔案須

於終止執業之日前後完成，又或可能有大量「進行中」的檔案等

待處置夕不給予當事人充分通知，既可構成疏忽，亦可導致紀律行

動。 

如欲參閱通知當事人的信函樣本，請點擊此處。 

(b） 假如閣下正在計劃終止執業，而閣下接獲指示辦理的事宜很可能

在計劃中的終止執業日之後仍在進行，則閣下應當在接獲指示時

開誠布公地將情況告知當事人。閣下應當份外謹慎，曉確保當事

人不會因閣下終止執業而陷入沒有律師代表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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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通知 

(a） 閣下必須向所有與閣下的律師行有業務往來的其他事務律師大

律師及其他人士（包括相關政府當局及部門）給予充分通知，曉

預留足夠時間交接檔案完成與閣下的律師行的業務交易和事項， 

Lii.及採取在有關情況下屬於適當的其他步驟。律師會建議，通知

期應為終止執業日前至少八個星期。 

如欲參閱可能須獲通知的機構的名單，請點擊些處。 

(b） 閣下亦應根據 cr筒業豔了犛風p （香港法例第 310 章）的規定， 

通知稅務局局長。 

6. 終止執業的公布 

(a） 在律師會會員通告內發出通知 

結業通知提交律師會後，律師會將透過每周會員通告通知會員有

關律師行有意終止執業。 

(b）撒銷終止執業通知 

律師行若然改變終止執業的決定，必須於為時八個星期的終止執

業通知期屆滿前向律師會提交撒銷終止執業通知么及繳交由理

事會指明的費用。律師會將透過每周會員通告通知會員該項撒

銷。 

如欲索取撒銷終止執業通知表格，請點擊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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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事人帳戶內的款項 

‘〞師萬〞癢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適用於外地律師

行。 

本段應與下文第 8 段所提供的指引一併閱讀和理解。 

當事人帳戶內的款項必須歸還客戶或按照他們的指示處理。假如閣下

未能與當事人取得聯繫或得知當事人去向，則律師會建議閣下刊登廣

告。終止執業當日，當事人帳戶內的所有未清餘額均須按照理事會的

指示（該等指示乃因應有關律師行根據‘舉師鵝厚虜馴p（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8(2）條提出的申請而發出），轉至獲委任為

結業律師行的代理人的律師行。結業律師行必須於終止執業之日起計

七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律師會該律師行的當事人帳戶內己轉至上述

代理人的款項總額，而該通知書須經由該代理人加簽巴資確認。 

8． 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 

‘曾才f舔霽昔麗〞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適用於外地律

師行。 

伺 會計師 後報告的交付日期 

律師會收到結業通知後，將向閣下確認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的期

限。 

小） 法例規定 

關於會計師 後報告的法例規定，載於： 

(i) ( 伊數業者犛鳳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2）條 

這項條文規定，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的期限為閣下的律師

行終止業務之日起計六個月。 

如欲參閱州法伊黝業者療鳳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 條， 

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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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賣師蘿昔友為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 

會計師報告亦頻遵守第 8(2）條，其規定如下 

「律師行須在報告所指明的會計期後不超過 6 個月（或根

據本條例第 73(1 )(b）條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期問），向理事

會交付會計師報告。」 

根據了曾壽師郝昔規〞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 

第 12 條，律師會理事會有權在任何個別個案中寬免該規則

的任何條文。任何寬免申請應於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前向

理事會提出。 

(c) 「終止執業之日」 

有關律師行的簿冊應製備直至終止執業之日，即該律師行停止進

行法律執業之flo 終止執業之後出現的相關事件或項目應在提交

律師會的補充陳述或對帳表中加曉記錄。 

9. 辦事處帳戶 

律師行於終止執業日之後仍可維持辦事處帳戶，既便處理終止執業後

支付帳單和結清應收款項等事宜。其後任何對該律師行作提述的通信， 

均應提述該律師行己終止執業，而這應透過在該律師行的文儀用品 

（例如箋頭、贈禮便條、收據等）印上清晰通知而進行。（另請參閱

下文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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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帳簿的保存 

已終止執業的律師行亦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必 ‘舉師 W4 瀕慰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 

第 10(6）條 

「每名律師須保留他根據本條備存的所有簿佃、帳目及紀錄至少 

6 年，由其中的 後記項的日期起計。」 

第 10(6A）條 

「除第（8）款另有規定外，律師必須在香港備存他根據本條備存

的簿冊及帳目、分類帳曉及紀錄。」 

第 10(8）條 

「儘管第（6A）款另有規定，理事會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特別

豁兔某外地律師遵守該款。」 

小） J〞霽膚夕刃（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敞汰療犛劍p（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例如第 22 條（「對合夥的評稅」）及第 Sic 條（「須予備存的業

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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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卹 會員應細閱律師會透過會員通告 02-384 發出的關於存放及銷毀

舊檔案的指南。 

如欲參閱會員通告 02-384，請點擊此處。 

(b) 向律師會提交的結業通知，必須詳盡述明有關律師行的舊檔案的

所在地點。 

(c） 閣下亦應顧及‘垮妻齋鳳p（香港法例第 347 章）下的相關規定。 

12．執業變更 後通知 

(a） 執業變更 後通知 

律師會收到閣下提交的結業通知後，將把一份執業變更 後通知

表格送交閣下。閣下必須按照 償健全舉師辦業鋇馳伊（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R）第 9(2)(b）條的規定，於終止執業之日起計 

14 日內填妥該表格及將之提交律師會。 

如欲索取執業變更 後通知表格，請點擊此處。 

(b） 關於外地律師行詳情的 後聲明 

閣下必須按照執業指引 Q5 的規定，於終止執業之日起計 14 日內

提交關於外地律師行詳情的 後聲明。 

如欲索取關於外地律師行詳情的 後聲明表格，請點擊此處。 

(c) ( 矜犛劍少（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不〞矜療風p（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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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尚欠的律師費及尚未履行的專業承諾 

獨營主管律師或合夥人對於尚欠的律師費及尚未履行的專業承諾所

負有的法律責任，曉及合夥人對於共同合夥人或前合夥人尚欠律師費

及尚未履行專業承諾所負有的法律責任，均屬持續責任，不會因終止

執業而告終或被取代。 

14．外地律師註冊證書 

終止執業後，有關外地律師的註冊證書將當作暫停有效，直至律師會

獲告知該律師獲香港另一問律師行僱用曬及根據 償尺增伊斤颼古丹廣了

烈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S）第 6 條獲告知存在著適當的保

險單為止。 

15. 聘用安排一 「完整合約」規則 

(a) 聘用律師行的現行安排，可能屬於「完整」的安排，意思是該律師

行須完成其受聘用從事的工作，因此，除非有充分理由並給予合

理通知，否則不能在該工作尚未完成前終止該安排。 

(b) 審慎的做法是事先計劃，盡量在終止執業前完成所有屬於「完整

合約」的聘用安排下的工作。假如無法如此行，而聘用安排將基

於充分理由而被終止，則當事人應獲給予充份的終止執業通知。 

應採取適當步驟，斗確保當事人不會陷入沒有律師代表的境況。 

16．終止聘用安排時須移交的文件 

除受制於留置權者外，所有屬於當事人的文件和資料（例如業權契

據、遺囑正本、遺囑修訂附件正本等）均應歸還當事人或按照當事人

的指示處置。（請參閱上文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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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儀用品及印章的銷毀 

閣下的律師行終止執業時，一切與香港執業業務有關並且印有或附有

該律師行名稱的文儀用品及印章均應銷毀，但有需要用作處理關乎該

律師行的辦事處帳戶的未完結事宜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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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貝忙.07 評析 1 

會員通告 06-337 
	

2006 年 6 月 19 日 

‘香簷夢務舉席軍；礬葉守攪馴少 

服務公司的成立 

原則 2.07 評析 1 
（第二版，第一冊） 

本會員通告只適用於 (f礬事務舉廠拿為婦宇昔易‘少（第一冊）（下稱

阿槳宇簷引川）原則 2.07 評析 1 所描述的服務公司。 

2. 儲計守＝指抓妙原則 2.07 評析 1 指出• 

「事務律師獲准成立服務公司曉履行業務運作上所需的行政職能，例

如招聘員工、租用辦事處、租購辦事處設施及安排日常維修保養等， 

但條件是該服務公司的董事及股東必須是有關律師行的合夥人或受

僱於該律師行的事務律師。」 

3． 自2004 年 2 月 13 日起，州公司療劍少（香港法例第 32 章）被修訂，既

致一問私人公司可馱只有一名董事（第 1 53A 條）及／或一名股東（第 

4 及 95A 條）。 

4. 據此，一間為履行一名獨自執業的獨營執業者的行政職能而成立的服

務公司，可斗只有一名董事及／或一名股東。這樣，該名獨營執業者將

能符合州買宇簷員學原則 2.07 評析 1 所述的要求。 

5． 儘管上述修訂移除了獨營執業者過往在遵守這項原則時所曾遇到的

困難，但律師會理事會認為委任第二名董事的做法相當重要，因為它

確保服務公司有至少兩名在有必要時可為該公司承擔責任的人士。因

此，理事會己議決，獨自執業的獨營執業者如欲成立服務公司，可繼

續 

卹 向理事會申請寬免遵從儼宇擋界p 原則 2.07 評析 1 的但書，使

他們能委任一名享有聲譽的專業人士作為服務公司的額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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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候補董事（(公司犛劍p（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 53B 條），或

委任一名事務律師作為服務公司的備任董事（請參閱下文第 7 
段）；而 

(b） 此等申請將由律師會轄下審批委員會根據每項申請本身的情況

處理。 

6． 假如任何獨自執業的獨營執業者於本會員通告生效之日以前曾獲給

予寬免遵從傷計宇擋馴少原則 2.07 評析 1 的但書，則該寬免現仍有效， 

而該獨營執業者須自行決定是否因應上述對‘公司療風p（香港法例

第 32 章）的修訂而更改其服務公司的董事或股束架構。 

7． 根據‘么∼司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53A(6）條，几某私人公司只

有一名成員而該成員是該公司的唯一董事，則不論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載有任何條文，該公司可在大會上提名一名年滿 18 歲的人（須不屬法

人團體）為該公司的備任董事，一旦唯一董事去世，即代替他行事。由

於 州〞師黝業慶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囑法例 H）第 5AA 條規

定一名獨自執業的獨營執業者必須訂立遺囑性質的條文，為其律師行

的業務在該名獨營執業者去世後（直至該業務被處理為止）由一名持

有無條件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管理一事作出規定，因此，一名獨營執

業者頓委任同一名事務律師作為服務公司的備任董事，么符合偌河

療刃少（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53A(6）條的規定。 

甲「無條件執業證書」是指並無載有條件阻止其持有人獨自或u合夥

形式執業的執業證書。 

8． 理事會維持下列觀點和立場 

(a） 服務公司必須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使之完全受蔭∼司療劍)（香

港法例第 32 章）的規定管轄， 

(b） 由獨自執業的獨營執業者成立的服務公司不得有超過兩名董事， 

而其中一名董事必須是該名獨營執業者； 

(c） 另一名董事必須是一名享有聲譽的專業人士，且不能是一聞公

司；及 

(d）服務公司的已發行股份必須完全由該名獨營執業者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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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員請注意，假如第二名董事並非有關獨營執業者的律師行的僱員， 

從而不受 ( 斤戶 ( 業 WzW)廣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 

第 2 條下「獲彌償保障者」的定義涵蓋，則該第二名董事將不受專業

彌償計劃保障，而該獨營執業者必須另行為該第二名董事取得公司董

事及人員責任保險。 

10．本會員通告須被視為具強制性。 

11.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97-349、 99-79、 00-155 及 05-3110 

12．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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