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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的英文版本與

中文版本有任何差異，斗英文版本為準，中文版本

衹作參考用途。本操守指引內所提及的事務律師， 

即律師。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序言 

在法治社會中，市民大眾應能充分及適當地享有法律條文及精神上所賦予

的權益。為確保這一點，法律的執行可謂異常重要。律師在秉行公義方面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此角色要求他們無畏和獨立地捍衛各項權利，而

其捍衛的對象不止是個別客戶或當事人，亦包括整體社會。公眾倚仗律師

肩負這項使命，為此，律師不但須具備專業才能，還要恰當地行事和緊守

專業道德標準。這三項特質乃是法律執業所必需，亦為量度一個地區的法

律制度是否穩健和行之有效，提供了其中一個 重要的驗證方法。畢竟， 

在法律制度內工作的人士，既是該制度 堅強的守護者，亦可是其 脆弱

的一份子。這點看似矛盾，卻是關鍵的現實。 

這份 新的《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下稱「《指引》D，是所有執

業事務律師必備的書刊，其內容當然應為業內人士所熟知。《指引》不止

反映公眾的冀望；當中列述的各項標準，實乃所有事務律師在其執業過程

中均須達到和付諸實行的專業操守的湯細要才。這是普羅大眾對事務律師

的期望。此外，一如法律的應用情況般，《指引》的精神與其字面意義同

樣重要。《指引》本身亦印證了這點：它重點指出，事務律師須恪守的某

些道德標準和責任，甚至較法律所規定的更為嚴格。 

《指引》的內容己盡可能顧及各方面，且事實上亦涵蓋了多個事務律師執

業範疇。這份重要的書刊得么更新出版，是各方辛勤努力的成果。本人期

盼每位事務律師均能明白這項工作的價值所在，並在此祝賀所有曾為這份

書刊作出貢獻的人士。毫無疑問，《指引》鞏固了社會大眾對香港法律制

度的信心。我們的烯律制度一直是構建現代香港 重要的支柱之一；有人

甚至認為，它或許是當中 為重要的。 

馬道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律師會會長序言 

我們能夠成為律師，實應深感驕傲。究其原因，與其他專業人士不同，我們

在社會上擔當著意義重大的角色一我們協助其他人明瞭和善用他們的

權利、宣揚法治精神、令所有有需要的人士更易於訴諸法律，以及積極參

與司法制度的公平運作。簡言之，我們正是承托著足既影響整個社會的法

律制度的支柱。 

法律執業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專業。它要求執業律師堅守崇高的道德水平， 

更要求他們彰顯公義、持正行事和捍衛法治。我們繼承了法律界前輩多年

來訂立、發展、運用和堅守的多項核心原則和價值，同時肩負著承先敵後

的重任，必須致力維護該些原則和價值，不能令我們的前輩和後輩失望。 

事務律師在日常執業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棘手的道德問題。律師必須時刻

懷著堅定的意志、緊守正確的原則，抵禦不當壓力和保持獨立，這樣才能守

護道德標準，使之免被歪風侵蝕。 

了香蒼事務〞師尊業葉宇揹馴少第一冊（下稱「州芳馴月）詳述各項監管

事務律師執業的基本原則。這部易於使用的指引，提醒執業成員他們必須

遵守的 低道德標準，對業界作用甚大。 (蒼 /)) 早於 1995 年出版，其第二

版於 1998 年問世。其後，香港法律專業快速發展，香港律師會亦深感有必

要全面檢討和修訂 ( /))的內容，使之能與時並進、應對現今各種前所

未見的執業操守問題。 

本人謹代表香港律師會由衷感謝所有參與編製 (蒼 /)) 第三版的人士，特

別是律師會轄下州蒼UI)) 工作小組的前任和現任成員，包括黎雅明先生（小

組主席）、張秀儀女士、高禮文先生、李超華先生、穆士賢先生、韋健生

先生、史密夫先生、黎庭康先生及 Michael Sandor 先生，他們努力不懈，令

更新‘芳馴少內容這項艱巨工作得呱順利完成，實在勞苦功高。 

林新強 

香港律師會會長 



傑守擋馴 工作小組序言 

f香簷事務舉師尊業禁宇撐馴少第三版第一冊涵蓋關乎事務律師專業操守 

的十四個主要範疇，其內容經由州買宇擋引少工作小組修訂，並獲香港律師 

會理事會審批。 

專業操守原則把法律專業界定為一個願意致力遵循一套作為聲譽良好的

專業的基礎的行為守則的團體。 

專業操守原則確保法律專業的獨立性和誠信，亦確保客戶或當事人的權益

既至市民大眾的權益得到保障。 

專業操守原則對於提供法律服務、代表當事人處理法庭和審裁庭訴訟、事

務律師與同業的關係馱及事務律師與其他專業人士和第三方的關係等多

項執業事宜作出規範。 

專業操守原則分為兩類）部份屬建議性質，其他則屬強制性質。作出這種區

分，是因為有需要權衡保障公眾權益、律師執業自由及維護法治和司法制

度運作這三者之間不時互有衝突的利益。毋庸置疑，在制訂和修訂各項專

業操守原則時，公眾利益是首要的考慮因素。 

儲華守指馴少工作小組現任和前任成員畫 

黎雅明 	 （律師會理事兼小組主席） 

張秀儀 	 （現任小組成員） 

高禮文 	 （現任小組成員） 

李超華 	 （律師會理事兼現任小組成員） 

穆士賢 	 （現任小組成員） 

韋健生 	 （現任小組成員） 

史密夫 	 （前任律師會會畏、現任律師會理事兼前任小組成員） 

黎庭康 	 （前任律師會理事兼前任小組成員） 

Michael Sandor 	（前任小組成員） 

並感謝呱下幾位律師審閱本‘騰宇昔刃少的中文版本 

王桂壎 

嚴元浩 

黎雅明 

李超華 



目錄 

第一章 	專業操守原則 
本了蒼 1f)) 的使用和解釋 

第二章 	事務律師執業 

第三章 	獲取指示 

第四章 	收費 

第五章 	聘用 
（接受委聘 
（代表或繼續代表 
（受聘期間的責任 
（終止聘用 

第六章 	專業能力及服務質量 

第七章 	受信責任 

第八章 	資料的保密 

第九章 	當事人之問的利益衝突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與其他事務律師的關係 

第十二章 	與大律師的關係 

第十三章 	與第三方的關係 

第十四章 	專業承諾 

第十五章 投訴及紀律機制 

附錄一 	對於了香勝〞師曾典香港證莽必身濟曾夕該〞膚志方少的
說明 

索引： 	本 ( I)轉載的律師會會員通告 

分類索引： 原則編號及／或原則編號與評析編號 



第一章 

專業操守原則 

本州若貝／少的使用和解釋 

提述性別及單眾數的條文 

專業操守原則 

1.01 	‘舉師新業規〞乙！p 第 2 條 

1.02 專業操守總則適用於所有事務律師，不論其是否受僱，亦適用於： 

1. 實習律師 

2． 註冊外地律師 

1.03 操守受紀律機制約束 

言行舉止須達到所需標準 

1.04 專業操守規則的來源 

L 法規 

2． 法規以外的來源 

3． 其他來源 

1.05 緊貼 新發展 

1． 律師會會員通告 

2. 徵詢意見 

1.06 律師會 

1． 組織章程大綱 

2． 組識章程細則 

3． 執業指引 

4． 本‘措膩／少對非會員的適用性 



2 第一章一專業操守原則 

1.07 資訊與通訊科技 

運用方面的指引 

1.08 在香港境外執業 

1． 按當地情況加以變通 

2． 國際律師協會州國際〞師首尊宇馴J) 

3． 適用於當地律師的操守規則 

4． 物業轉易文件 

〞〞分 

會員通告 04-604 	「事務律師電郵指引」 

國際律師協會 	州國；學〞顱茵尊伏為！p 

會員通告 00- 127 	「香港事務律師及公證人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諼及

設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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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按綢學的使用和解釋 

本 (b 馴)由多個章節組成，每個章節分為原則和評析兩部份。第十五章

主要闡迷香港律師會（在本 (2 /)) 中將簡稱「律師會么但個別章節另

行述明者除外）的權力及對於事務律師行為不當的指控的處理程序，因此

該章並不載有原則和評析。每一項原則的標題反映該原則的主要內容。本

州指馴少的用語既刻意且嚴謹。凡涉及律師負有強制性義務提供意見、行

事或停止行事，本州芳員‘少將使用字詞「必須」或阿將〕須」表示。 「事

務律師有責任」和「事務律師有義務」兩句表達相同的強制性義務。任何

違反這些原則的情況，均會作為紀律事宜處理。 

在很多情況下，事務律師將享有酌情權決定如何行事，而本 ( T/)) 通常會

就一名審慎的事務律師所應採取的步驟而提供指引。某項原則透過使用字

詞「應「當到或「可〔以月或透過本身文意，將清楚顯示事務律師在相關

情況下享有酌情權。違反這些原則司龍導致紀律處分。 

提述性別及單眾數的條文 

在本向皆馴少中，几指男性的字及詞句亦指女性及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 

凡指單數的字及詞句亦指眾數，而几指眾數的字及詞句亦指單數。 

專業操守原則 

1.01 	(舉飾嗽繃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II）第 2 條： 

「任何〔事務〕律師在執業為〔事務〕律師的過程中，不得作出或准許他人代 

他作出任何危及或損害或相當可能危及或損害以下各項的事情一 

(a）他的獨立性或正直品格； 

(b）任何人延聘他所選擇律師的自由； 

(c) 他為當事人的 佳利益而行事的職責； 

(d）他的個人名譽或律師專業的名譽； 

(e）適當的工作標準；或 

o 他對法院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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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7= 
‘舉師數業友梟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 條扼要地說明

了規範事務律師專業操守的基本原則。第 2 條所列明的原則乃為事務律師

執業的基礎，事務律師應當時刻謹記。 

1.02 專業操守總則適用於所有事務律師、實習律師及註冊外地律師， 

不論其是否受僱。 

‘摔！衍＝ 

1. 關於實習律師，請參閱 心必伊數業者療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 

《實簷7〞師友〞〞（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J) 么及其他適用的

法定和專業規則。 

2． 關於註冊外地律師，請參閱付法〞數業者犛劍p（香港法例第 159 章）、 

州辦增舉師數業鋇梟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R) 歐及其他

適用的法定和專業規則。 

1.03 操守受紀律機制約束 

事務律師身為法院人員（請參閱‘法舉截業者辦卹‘（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3(2）條），應恰當地規範自己的言行。 

〞折＝ 

事務律師身為法院人員，不論在執業期問還是在進行獨立商業活動期間， 

其言行舉止都須達到恰當的標準，既切合其作為一個受尊重專業的成員的

身份。 

1.04 專業操守規則的來源 

管轄事務律師專業操守的規定，既源自法規，亦源自法規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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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折亡 

規管事務律師專業操守的主要法規包括： 

(a) ( 伊黝業者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及其附屬法例； 

(b) (;當今以友叔馴‘（香港法例第 4 章，附屬法例 A) 

2． 法規曉外的來源包括 

(a） 普通法，它訂立和詳細解釋了專業操守的基本原則。 

小）律師會的操守指引，包括： 

(i） 本 (W /)); 
(ii）會員通告， 

(iii）指導委員會發出的指引， 

(iv）理事會發出的執業指引。 

(c） 律師紀律審栽組和法院作出的判決。 

3． 很多專業操守標準和義務是從法官在多宗涉及合約、侵權、受信責

任、非正審爭議、紀律栽決上訴及刑法的案件中所作的判決和附帶意

見衍生出來的。然而，除了法律上的標準和義務外，還另外存在著由律

師訂立且對律師具約束力的道德標準和義務，而部份道德標準和義務

甚至較法律規定更為嚴格。 

欲知影響事務律師執業的法律，可參閱相關文獻，例如：Wilkinson 與 

Sandor 合著 The Professional Conduct 州 Lawyers in Hong Kong 
(LexisNexis Hong Kong 出版，2008 年） u及 Wilkinson 與 Sandor 為
同一著作而合編的學生版，A.M. Dugdale 與 K.M. Stanton 合著 

Pro戶ssional Negligence（倫敦：Butterworths 出版，1998 年） ;Frederic 
T. Home 著 Cordeiy 's Law Relating to Solicitors（倫敦．Butterworths 
出版，第八版，1988 年） ；呱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主編 

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Hong Kong(Sweet& 
Maxwell Hong Kong 出版，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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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緊貼 新發展 

事務律師應當留意關於管轄事務律師專業操守的法定規則和非法定指引

的 新改變和發展，而律師會不時公布該等規則和指引的修訂或更改。 

〞彤f 
1. 律師會不時發出會員通告，公布相關法規的變動，以及轉載或撮述各

項與專業操守有關的主要新規定。該等新規定可能屬建議性質，亦可

能屬強制性質。 

2． 律師會轄下的專業水準及發展部透過書面或電話形式提供專業操守

規定方面的意見。如有必要，可徵詢指導委員會的意見。上述意見通

常在保密基礎之上提供。本州揩馴少現行版本列載截至 2012 年 9 月 1 
日有效的法律與實務規定。律師會建議讀者在使用本州揹馴)) 時定期

查核本州芳民／少所提述或刊載的律師會會員通告是否仍然有效或己否

被修訂。 

1.06 律師會 

律師會是根據 (才可絲釗 （香港法例第 32 章）註冊的擔保有限公司，是

代表香港事務律師的專業團體，並履行監管事務律師、實習律師及註冊外

地律師的法定職能。 

‘另獅： 

1． 律師會於 1907 年 3 月 19 日成立，其宗旨包括 

抑
切

。
 

捍衛及保護香港事務律師的名聲、地位及權益， 

建立和促進良好執業標準，遏止專業不當行為；及

確保事務律師遵守相關法律、守則及規例。 

欲知律師會的所有宗旨，請參閱律師會組識章程大綱第 3 條。 

2． 根據律師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6 條，律師會每名成員均受制於律師會組

織章程細貝似及律師會不時制定和發布的所有執業指引、規則和規例

包括但不限於關乎持續專業發展、風險管理教育、香港事務律師專業

服務收費及其他收費的執業指引、規則和規例，而每名成員均當作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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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律師會承諾遵守所有執業指引、規則和規例以及律師會組識章程細 

jo 根據律師會組識章程細則第 6A 條，上述義務延伸至適用於律師會

附屬會員。 

3． 理事會發出的執業指引 1.2 已訂明，香港事務律師所須達到的執業標

準，載於本州指界p 及不時對本州芳馴少作修正後的新版本。 

4. 並非律師會會員的非執業律師、實習律師、註冊外地律師以及事務律

師的僱員，均須顧及本‘芳馴少所列載的各項原則，因為他們亦一律受

到律師紀律審栽組管轄（請參閱心必〞黝勞者膚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9A( 1）條）。 

1.07 資訊與通訊科技 

凡事務律師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則在該使用之時可得知的科技、資訊及

知識所遍及的範圍內，該律師應當確保該使用並無違反本‘肄貝妙所列載

的任何原則、任何執業指引內的規定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 

〞〞 
事務律師可運用或參考在相關時間可得知的科技及知識，呱決定是否採取

任何特定方式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非強制性質的指引的例子，包括律師

會會員通告 O4-604、 ISO/EEC 17799:2005 及 ISO/EEC 27001:2005（另請參

閱原則 8.01 評析 31) 。 

1.08 在香港境外執業 

事務律師即使在香港境外以香港事務律師的身份執業，仍受到適用於其作

為香港事務律師的專業操守總則所約束。 

‘尸折 

本 (/ 引)) 所列載的原則及評析，經過任何因當地情況而有必要作出

的變通後，適用於在香港境外執業的事務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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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評析 1 的規定外，除非與本原則的內容不相一致，否則理事會採納

國際律師協會 (/ 際舉麻置啟姨馴p（詳見下文）作為管轄在香港境

外執業的事務律師的基本守則。 

3． 即使沒有明文規定當地規則適用於以外地律師身份在當地執業的事

務律師，該事務律師仍應尊重適用於當地律師的操守規則。假如當地

法律專業的活動模式和範圍實質上有別於香港事務律師的活動模式

和範圍，則香港事務律師可能不適宜或根本無法在每一項細節上遵守

適用於當地專業的操守規則，或可能無法肯定哪些操守規則適用。一

旦出現此等情況，則該事務律師在不違反適用於香港事務律師的規則

斗及不妨礙本身履行專業職責的前提下，應當遵循適用於當地律師的

操守標準。 

4． 事務律師在海外見證一份將在香港使用的物業轉易文件時，必須確保

其本人遵守適用於香港的相關法律及規例（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00-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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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1.07 

會員通告 04-604 
	

2004 年 11月 29 日 

指引 

事務律師電郵指引 

律師會轄下的管理及科技委員會己製備一套經修訂指引，馱協助會員考慮

在電郵方面的「 佳常規做法」。會員應注意，該套指引並無新增、擴大或

界定任何專業操守責任的範圍。該套指引乃在得到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

准許下，經過對該律師會發布的相關指引作出適當修改後製備而成。 

如欲參閱該套指引的全文，請點擊此處。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3-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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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8 評析1 

國際律師協會 (國際舉康置辦分1U) 

‘國際舉師渲尊伏馴‘獲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採納為管轄在香港司法管轄區

以外執業的香港事務律師的基本守則。 

弁言 

國際律師協會是一個由全球多個國家律師協會和律師會組成的聯盟組織， 

其會員包括正式或長期機構會員和個人會員。絕大部份正式或長期機構會

員已訂立法律道德守則，以管轄其成員的法律執業操守。在部份司法管轄

區，此等守則由區內有權賦予或認許個人執業資格的律師協會或律師會、 

法院或行政機構施加於所有執業律師。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 (合邢為切適用於某個司法管轄區內的任何律師與另

一個司法管轄區內的律師的聯絡行為或其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內的活動。 

本了合兀為伊並不免除律師遵守在任何相關司法管轄區內適用於該律師的專

業操守法律或規則的責任。本 (合兀馴p 的內容基本上覆述世界各地相關法

律和規則的規定，毗及就國際律師協會認為所有從事國際法律業務的律師

適宜採取的行為而提供指引。 

國際律師協會可向相關機構匯報任何被指涉及違反本 (合騙刃的情況或事

件。 

守則 

1. 一名在某一個司法管轄區從事專業工作、但並非該區法律專業的正式

成員的律師，須遵守認許他為律師的司法管轄區內的專業道德標準。 

他亦須遵守其工作所屬國家或地區內適用於當地律師的所有道德標

準。 

2． 律師須時刻維護其所屬專業的名譽和尊嚴。不論在執業期間還是在私

人生活中，律師均須避免作出任何可能損及其所屬專業的聲譽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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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師在履行其專業職責時須維持獨立性。律師不論獨自執業還是在獲

准許的情況下畝合夥形式執業，均不得從事或參與任何可能導致律師

不能再維持其獨立性的其他業務或職業。 

4． 律師須以 有禮和 公正的態度對待同業。 

向外地同業提供協助的律師須時刻饉記，外地同業倚賴該律師的程度

遠超於同一地區的另一名律師。因此，該律師在提供意見及處理個案

時所承擔的責任亦遠較其他人為大。 

基於這理由，除非律師具備處理某個案所需的能力，且能及時處理該

個案而不會受到其他工作壓力的不當干擾，否則律師接辦該個案之舉

乃屬不當。此類個案的收費問題，受本 (廿騙刃第 19 條管轄。 

5， 除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或慣例另有規定外，從法院的角度看，任何

律師之問的任何口頭或書面通訊在原則上須定性為機密，但假如律師

在通訊當中代表當事人作出若干承諾或確認，則作別論。 

6． 律師須時刻對法院表示應有的尊重。律師須無畏無懼地捍衛其當事人

的利益，亦不能考慮該做法對律師本身或任何其他人所帶來的任何不

愉快後果。 

律師絕不能向法院提供不正確的資料或他們明知是抵觸法律的意見。 

7． 在某個案中，假如律師知道涉案另一方已有律師代表，則在未經該另

一名律師同意下直接接觸該另一方的做法將視作不當。 

8． 律師只應在所屬司法管轄區的規則所准許的範圍內並曬該等規則所

准許的方式宣傳或招攬生意。律師不應在任何禁止宣傳或招攬生意的

國家或地區進行該等宣傳或招攬。 

9． 除在下列情況外，律師絕不應同意接辦個案︰ 

向 當事人直接發出指示；或 

小） 個案由主管當局指派或由另一名律師轉介；或 

(c) 藉當地相關規則或規例所准許的其他方式發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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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每件個案中，律師須時刻向當事人提供坦率的意見。律師須既一絲

不苟的謹慎態度，盡職地提供法律服務。若然律師被委派代表窮困的

當事人，上述守則亦同樣適用。 

除非個案由主管當局指派，否則律師在任何時候都有權拒絕接辦個

案。 

個案進行期問，律師只應在有良好理由支持下才停止辦理該個案，而

停辦該個案的方式應盡可能不會對當事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響。 

代訟律師絕不得曉致力捍衛其當事人的利益為由而不完全坦率地行

事，但這項守則受制於當事人選擇行使任何相反權利或特權又或當事

人明知而犯法的情況。 

11． 在符合當事人利益的情況下，律師須嘗試藉庭外和解而非開展法律程

序而解決糾紛。 

律師絕不應挑起訴訟。 

12. 律師既不應從其所辦理的個案的標的中獲取任何經濟利益，也不應直

接或問接地收取其所辦理但尚待法院判決的案件所涉及的財產。 

13．在訴訟個案中，律師絕不應同時代表利益相衝的與訟各方。在非訴訟

事宜中，律師在同時代表利益相衝的各方之前，應當向所有相關人士

披露一切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並取得所有相關人士的同意。這項

守則適用於隸屬同一律師行的全體律師。 

14. 除非有需要遵守法院依法頒下的命令或法例規定，否則律師絕不應披

露其以律師身份獲告知的資料內容，即使律師己停止代表當事人，情

況亦然。這項責任伸延至涵蓋有關律師的合夥人、初級助理律師及僱

員。 

15. 律師須絕對依時和審慎地處理涉及金錢的問題。他們應時刻將本身的

金錢與他人的金錢明確區分，並應能隨時將其替他人保有的金錢歸

還。對於代表當事人收取的金錢，律師不得將之保管達一段較絕對必

要為長的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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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律師可要求當事人先行支付訂金，曬支付律師的開銷和費用，但該訂

金的數額應按照預期的律師費及可能需要的開支和人工成本計算。 

17. 律師須時刻謹記，他們應把當事人的利益和對執行公義的迫切需求置

於首位，而不應把收取服務費的權利置於首位。 

律師有權要求當事人預付訂金或支付實報費用和承付款項，並可在當

事人不支付上述款項的情況下停止或拒絕繼續辦理相關個案。不過， 

除非當事人能及時找到其他人協助曬避免蒙受無可挽救的損失，否則

律師絕不應行使上述權利。 

在缺乏官方或法定收費表又或該等收費表不適用的情況下，律師費應

根據糾紛所涉及的金額和當事人與之的利害關係、為處理個案而付出

的時問和勞力既及所有其他涉案個人和事實情況來釐定。 

18. 訂明律師在勝訴時才收費的協議即使獲法律或專業規則或常規認可， 

在案件的所有情況一包括與賠償有關的風險和不明朗因素一之

下亦應為合理，法院亦可審視該協議是否合理。 

19. 假如律師委聘外地同業就某個案提供意見或合作處理某個案，則除非

有明確的相反協議，否則該律師須為該外地同業的費用負責。假如律

師把當事人轉介至外地同業，則該律師毋須為該外地同業的費用負責， 

但亦無權分享該外地同業所收取的費用。 

20. 律師不應准許任何人藉任何導致有人可能在未獲合法賦權下從事法

律執業的方式使用該律師的專業服務或名稱。 

對於任何經由律師業務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或慣例規定只能由具

備執業資格的律師行使的職能，律師不得將之轉授該律師未有僱用或

管控的未獲合法賦予執業資格的人。 

21．在受制於律師所屬國家或地區的律師協會的規則以及在缺乏法規或

憲法加呱禁止的情況下，該律師限制或卸除專業法律責任之舉並非有

違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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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8 評析 4 

會員通告 00-127 	 2000 年 5月 2 日 

香港事務律師及公證人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理事會敬希會員留意下列事宜： 

1． 香港事務律師在香港境外監理聲明／誓章 

事務律師不得在香港境外根據 不宣書發聲碑療風p （香港法例第 11 
章）監誓或監理聲明，因為這項權力只可在香港司法管轄區內行使。 

2． 香港事務律師在香港境外見證及核證將在香港使用的文件 

持有效執業證書的香港事務律師，可在香港境外畫 

1．見證將在香港使用的文件的簽立；及 

2．核證將在香港使用的文件的副本。 

3． 公證人在香港境外證實文件 

公證人不能在香港境外證實文件或以其他方式履行該人身為公證人

的職能，理由如下： 

（抑公證人只是為香港並在香港獲委任為公證人。 

(b）公證人獲簽發的公證人委任狀，載有既下字句． 

「閣下從此馱後可在香港殖民區但不可在任何其他地方履行公證 

人的職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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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州香者回〞療劍‘（文件 A60 1）第 14(1）條規定 

「在緊接 1997年 7月 1 日之前註冊於由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根據

州法伊數業者犛戶刃（第 159 章）第 41 條備存的公證人註冊紀錄

冊之上的每一名公證人，在該日及之後繼續為公證人，並具有所有

在緊接該日之前是可由公證人根據香港法律行使的權力。」 

4． 由見證事務律師辨認在香港境外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 

見證事務律師辨認在香港境外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應無異於

辨認在香港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即憑藉文件證據或（如此等

證據不存在）憑藉由簽署人及／或其他能夠辨認簽署人的人士作出的

法定聲明。 

5．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97-2270 



第二章 

事務律師執業 

2.01 執業證書 

1． 事務律師的舉證責任 

2． 不合資格人士執業 

3． 受薪合夥人 

4． 保險 

5． 受僱事務律師 

2.02 執業的開始與終止 

	

1. 	州伊師黝業麗 f)) 第 5 條 

2． 開始營業的日期 

3. 14 日內嶺出員工變更通知 

4. 1月 31日前提交僱員申報表 

5 .&6． 執業的終止 

2.03 主管律師的個人責任 

1. 轉授予員工 

2.&3，遵守相關規則 

	

4. 	「主管律師」的定義 

2.04 監管與管理的標準 

1. 對不合資格員工的管控 

2． 不合資格員工的僱用

不合資格員工的名片 

3. 與監管有關的執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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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 

1. 作出充足的執業安排 

2． 主管律師喪失履行職務能力 

須事先作出安排 

3． 獨營執業者喪失履行職務能力一保險 

2.06 獨營主管律師去世後的安排 

遺囑 

1. 執行人應為事務律師 

2． 明確指示 

3． 當事人帳戶 

4． 理事會的權力 

2.07 為當事人及律師行服務的公司 

1. 服務公司的成立 

2. 遵守專業操守規則 

3． 董事及股東必須為合夥人或事務律師 

4. 遵守相關規則 

2.08 受僱事務律師 

1. 	執業指引 N 
2． 相衝的要求 

3． 禁止分享律師服務費 

4． 法律專業保密權 

〞辭 

會員通告 12-641 	「執業的終止」 

會員通告 10- 171 	「外地律師行執業的終止」 

會員通告 06-337 	「服務公司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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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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拳對

業者辦向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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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數黛者辦卹 （香

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6）及（6A)條）。 

‘男勿： 

假如任何人的姓名不在敞廠審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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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務律師身份行事： 州必 

〞浙業者犛風)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8）條。 

2． 事務律師在無執業證書下呱事務律師身份行事所帶來的後果，已載於 

(法伊黝勞者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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馱及任

何違反‘舉齣綢〞廣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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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得到理事會豁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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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斤J (事業 Wi鄴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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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該人在任何紀錄法庭或某些容裁處席前出庭（‘右律數業者療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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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師對業總〞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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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數勞者犛剷)（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7A 條） 

(d） 收取部份利潤（州舉斤庫會業癢蔆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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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舉節數黨劇‘（香港法例

第 15，章，附屬法例 H）第 5(1）及（1歸條的規定，其後則必須遵守第 50）及 
(3）條的規定。 

評折 

1. 州舉廠數業綢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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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律師會認可的格式向律師

會提交下列資料︰ 

向 該律師行所有主管律師的姓名，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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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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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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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斤方妒事勞蹤夕癢究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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馱及該公司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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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及該僱員是否事務律師（請參

閱原則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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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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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薪金和

花紅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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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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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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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奪中業齷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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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術〞麗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

法例 F）及了會訂斤賺仔合友梟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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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袱業綢膚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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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辦事處是並能合理地被

看見是按照‘舉瞰業總晨切（香港法例第 15，章，附屬法例 H）第 4A 及 

4B 條受到監管和管理。 

評折 

1. 州律師次業想馴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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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看見是按照曉下的 低標準妥為監管的一 

(a) 上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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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在該辦事處公開營業的全部時間內通常駐在該辦事處；及 

(b) 上述每間辦事處公開營業的每一日，須由一名持有無條件執業證

書並己獲認許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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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確保受僱於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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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數業艦騙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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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夥形式執業的

執業證書斗 

2. 偌繒騰袱業麗易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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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受僱於另一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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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實習律師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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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卹 在執業過程中以律師行名義磨出的信函，必須由該律師行的認可

簽署人簽署（執業指引 D.2)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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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外地律師行， 

或 

(iii）與該事務律師有正式聯營關係的一間或以上香港律師行， 

或 

(iv) 與該事務律師在內地有註冊聯營關係的一聞內地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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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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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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缺勤期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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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顧及州舉師數業銀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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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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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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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來銀行，曬便該事務律師能鱷操作該主管律師的當事人帳戶和辦事

處帳戶。 

3． 上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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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確保相關保單在 偌頸方嚀業

彫鄴靂〞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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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1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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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其遺囑執行人能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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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州法伊數業書滌劍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表 2 第 

4 段，該權力歸屬理事會。 

4． 在某些情況下，理事會有權管控己故事務律師的業務：請參閱 州法〞 

數業者犛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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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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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服務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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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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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師數業綢馴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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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亦有責任確保該公司時刻馱遵守專業操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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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必須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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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已藉之而取得個人權益或利益。有關披露應么當事人能夠明瞭的方

式作出，並 好以書面方式作出（請參閱原則 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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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請參閱 ‘舉師次業綢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B 

及 5(1A）條馱及原則 2.02 評析 1(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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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瓣業總劇伊（香港

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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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特別注意傷騵肺封業銀馴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 條及州法〞數勞者療夕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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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注意法律專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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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1
"
1‘
、
•〞‘
、
“1
'
 

c
、
i
i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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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或曉上的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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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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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委任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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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律師會執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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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會製備的相關指引，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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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他們的利益受損，曉及讓

他們有足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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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後才通知當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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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擊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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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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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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預留足礦時間交接檔案完成與閣下的律師行的業務交易和事項，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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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擊此處。 

(b） 閣下亦應根據州廠業登勿膚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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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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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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舉師莊厚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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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內馱書面方式通知律師會該律師行的當事人帳戶內已轉至上述

代理人的款項總額，而該通知書須經由該代理人加簽曉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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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法〞身業者犛鳳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2）條 

這項條文規定，交付會計師 後報告的期限為律師行終止

業務之日起計六個月。 

如欲參閱‘蒼律數業者療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 條， 

請點擊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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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憎才f師蘿昔癢藺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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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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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該律師行停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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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記錄。 

(d) 州曾實7斤爾仔合＝閱〞妙（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第 12 條 

根據了曾才繒爾仔昔癢藺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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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寬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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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便處理終止執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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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終止執業的律師行亦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的 (舉卯 膚況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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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霄瞭膚劍‘（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不疾才霽療刃尹（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例如第 22 條（「對合夥的評稅D 及第 Sic 條（「須予備存的業

務紀錄」）。 

11.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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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擊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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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亦應顧及州洗究才蒼嘹劍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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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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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根據‘舉師數業艦驕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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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瞭療劍p（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州榭務膚鳳p（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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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細閱本向皆員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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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如己退休、不再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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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以事務律師身份執業。舉例說訂事務律師（非執業）」被視為

恰當的稱謂。 

(b） 以顧問身份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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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務律師身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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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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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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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己終止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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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卹
徇

•
的

回
 

獨營執業者退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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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名代理人可畝是一問香港律師行，也可以是一間在香港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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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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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閣下必須給予當事人充分通知，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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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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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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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通知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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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留足夠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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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閣下亦應根據付膚業 茫t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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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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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及繳交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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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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事人帳戶內的款項 

州〞齣質〞瀕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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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祈〞虜為切（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8(2）條提出的申請而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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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至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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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才／婦爾仔昔廣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A）適用於外地律

師行。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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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法例規定 

關於會計師 後報告的法例規定，載於： 

(i) ‘曆痺合浙業者膚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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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參閱州法律黝業者犛風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 條， 

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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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期昔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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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了會古才跡賺仔昔廣仿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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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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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便處理終止執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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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終止執業的律師行亦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的 了舉師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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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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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某外地律師遵守該款。」 

(b) (〞務犛劍)（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不〞務犛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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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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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亦應顧及州崢妻犛風夕（香港法例第 347 章）下的相關規定。 

1么 執業變更 後通知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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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辦增舉師次業銀馴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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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鬢膚鉀p（香港法例第 112 章） 

閣下亦應顧及不〞務膚卹p（香港法例第 112 章）下的相關規定。 



42 第二章一事務律師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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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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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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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律師行僱用以及根據 償4增〞師訪尸廣7 

月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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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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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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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簷夢務舉席濘黛勰守蠶若馴少 

服務公司的成立 

原則 2.07 評析1 
（第二版，第一冊） 

1． 本會員通告只適用於 r香者事務舉師事業勰宇擋夙妙（第一冊）（下稱 

「儼宇簷員切）原則 2.07 評析 1所描述的服務公司。 

2. 儲計守若引少原貝忙.07 評析 1指出， 

「事務律師獲准成立服務公司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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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司犛刃)（香港法例第 32 章）被修訂，以

致一間私人公司可以只有一名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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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只有一名董事及／或一名股東。這樣，該名獨營執業者將

能符合了騰守若貝‘少原則 2.07 評析 1所述的要求。 

5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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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向理事會申請寬免遵從州為計宇眉綢／少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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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司療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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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寬免遵從悽詩才昔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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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刁療剷p（香港法例

第 32 章）的修訂而更改其服務公司的董事或股東架構。 

7• 根據化∼司犛劍4（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53A(6)條，凡某私人公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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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數業想馴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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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須委任同一名事務律師作為服務公司的備任董事，斗符合‘公司

療剷‘（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53A(6）條的規定。 

＊「無條件執業證書」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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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理事會維持下列觀點和立場： 

回 服務公司必須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使之完全受‘公司療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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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能是一間公

司；及 

(d） 服務公司的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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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不受州〞師(事勞瓤 ) )V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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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311。 

12. 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 



第三章 

獲取指示 

3.01 基本原則 

1. 	‘伊卯斯業勰為伊第 2 條

么 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權 

3． 不恰當的影響 

4． 保險人代表受保人發出指示 

5. 避免在忠誠責任上出現衝突 

6&7． 按揭 

8． 律師不得作出違法或有違道德的行為 

9． 按索償代理人的指示接辦案件 

3.02 遵守 了舉康森業鑷慰 第 2AA 條 

3.03 禁止藉不恰當手段獲取業務 

不恰當手段 

〞辭 

會員通告 12- 176 	「索償代理人」 

會員通告 00-204 	f《律師執業推廣守則》」 

會員通告 03-7 	[Iso 核證」 

會員通告 1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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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基本原則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乃建基於事務律師能夠在不受到任何足以

破壤或削弱他的專業獨立性或他與當事人的受信關係的外在或負面壓力

或利益所影響下，向當事人提供公正和坦率的專業意見。法律專業的地位， 

實有賴於事務律師有能力在不效忠任何人和不受任何人影響下，獨立地向

當事人提供專業意見。 

斤男折＝ 

‘舉師數業銀慰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 條扼要地說

明了各項規範事務律師執業的基本原則。 

么 一名準當事人在選擇事務律師時若曾受到不恰當的影響，便不能視作

曾享有自由選擇權。不恰當的影響可來自事務律師，也可來自第三

方。本章探討各種可能涉及不恰當影響的情況。舉例說． 

（的 對於一名並非現有當事人的借款人，假如事務律師知道或本應知

道貸款的條件之一是該事務律師必須代表該借款人，則該事務律

師不得代表該借款人； 

(b） 某些地產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可能尋求在出售物業的過程中施加

條件，訂明物業買方必須由指名事務律師代表。在這情況下，該事

務律師若然接受委聘指示，便屬違反‘舉師黝莞總馴‘（香港法例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 條。 

3． 事務律師如有理由懷疑曾出現不恰當影響，便必須確保當事人的選擇

自由未有受到限制。事務律師如無法令自己信納此點，便不得接受指

示代表有關當事人。 

4． 很多保單賦權保險人在保單所涵蓋的任何申索中以受保人的名義進

行抗辯、提出起訴或進行和解，並賦權保險人指定一名事務律師就該

申索而代表受保人提供法律服務。事務律師可接受提供這類保單的保

險人所發出的指示，而此舉並無違反州〞師數業總慰x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 條。事務律師必須明白，在這情況下，事務律師

是與受保人建立了律師與當事人的關係（請參閱原則 9.04 評析 1)0 

假如受保人遭受刑事檢控，而代表保險人的事務律師在相關刑事法律

程序中代表該受保人進行抗辯，則在正常情況下，儘管上述刑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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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可能對隨後的民事法律程序造成影響，但該事務律師在上述刑

事程序中只應依照受保人的指示行事。 

5． 事務律師必須避免置身於其利益或其可能負有的第三方的利益與當

事人利益出現衝突的境況（請參閱第七及第九章）。 

6． 事務律師不得試圖游說物業買方到該律師優先選擇的銀行簽立按

揭。假如買方希望到另一間銀行申請按揭，但事務律師Lii.任何方式損

害買方的選擇自由，則該律師可能干犯專業失當行為。 

7． 代表承按人的事務律師，不得游說物業買方或按揭人轉聘或委聘該律

師所屬的律師行代表該人處理購買該物業的事宜。 

8． 事務律師不得容許客戶推翻或凌駕其專業判斷，例如不得因應客戶堅

持要求而作出違法或違反專業操守規則的行為（請參閱原則 5.01 評析 

6)。 

9． 事務律師不得接辦在違反原則 3.01 並且亦可能抵觸會員通告 12- 176 
所述的具體限制的情況下轉介至該事務律師的案件。 

3.02 遵守‘舉席辦黛 馴 第 2AA 條 

事務律師在推廣其執業業務時，必須細心留意並遵守 if舉節數業2RiJ)（香

港法例第 15，章，附屬法例 H）第 2AA 條及 if舉節數業描摔伏為！入 

‘界衍＝ 

州舉師黝業艦現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AA 條規定 

r(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律師不得宣傳或曉其他方式推廣他的執業事

宜，或准許他的執業事宜被宣傳或u其他方式推廣。 

(2） 第（1）款不適用於按照理事會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後

不時訂定的律師執業推廣守則而作出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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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禁止藉不恰當手段獲取業務 

事務律師不得藉不恰當手段獲取業務。 

‘摔折 

不恰當手段可包括：為吸引他人發出委聘指示而提供具誤導性或具欺詐

性的資料、提出協助履行非法合約、藉招攬而獲取業務（違反 ‘〞師數業

描廣姨馴‘）、施曉不當影響、安排與不合資格人士分擔訴訟費用或分享訴

訟收益（請參閱會員通告 OO-2O4、 03-7 及 12-857）等等。上文並無盡列不

恰當手段的全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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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3.01 評析 9 

會員通告 12-176 
	

2012 年 3月 12 日 

索償代理人 

（於 2012 年 3月更新） 

1. 律師會欲提醒會員，律師會對於索償代理人一即主動向各類意外中

的受害人（下稱「意外受害人」）表示可協助他們追討賠償的不合資

格人士一的活動表示關注。 

在 Winnie Lo v. HKSAR（終院刑事上訴 2011 年第 2 號）一案中，終審

法院於 2012 年 2 月 23 日頒下判案書，當中確認畝下原則 

「 	強行干預訴訟及分享訴訟成果的罪行具備所需的法律確定性， 

因此符合〔州寥莽玄‘）第 39 條下妥為『依法規定』的要求。」（判案

書第 78 段） 

故此，對於強行干預訴訟及分享訴訟成果的行為是否屬於刑事罪行， 

並無值得商榷之處。 

如欲參閱上述終審法院判案書，請點擊些處。 

2． 律師會欲提醒會員，索償代理合約的若干特徵或會導致有關人士遭到

刑事檢控 

索償代理人與意外受害人簽訂的合約（下稱「索償代理合約D 通常

訂明 

a． 索償代理人將透過支付律師費和其他代墊付費用，為意外受害人

的申索提供資金， 

b． 意外受害人須把其成功追討的賠償金的一部份交付索償代理

人； 



52 第三章一擭取指示 

C． 意外受害人須委任索償代理人所揀選的律師作為代表律師； 

d． 意外受害人須完全授權索償代理人接受任何和解建議；或假如

意外受害人拒絕接受某項和解建議，則索償代理人可停止繼續協

助意外受害人； 

e． 意外受害人須授權其代表律師直接向索償代理人交付索償代理

人在有關賠償金中所享有的份額； 

f. 意外受害人不得終止索償代理合約，直至有關申索完成為止。 

3． 律師會亦留意到，這類索償代理人既不持有專業資格，也不受專業操

守守則監管；此外，市面上並無涵蓋任何針對索償代理人的申索的強

制保險，而這類索償代理人的財政背景不為人知。再者，大多數意外受

害人應符合資格得享法律援助，根本無需要尋求第三方為他們的申索

提供資金。在香港，意外賠償金額乃根據實際損失計算，因此，意外受

害人一旦要把其所得的部份賠償金交付索償代理人，便無法得到足夠

補償。意外受害人若然傷勢嚴重，更可能缺乏金錢維持基本生活。 

資床大做師就案；償食理當化討娼否伶法而超群討法狀言男 

4． 律師會曾經就索償代理合約是否合法的問題尋求資深大律師的法律

意見。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如下 

a． 該類合約屬於分享訴訟成果的合約，不能予哄強制執行。 

b． 在香港，強行干預訴訟（包括作為較嚴重的一種強行干預訴訟方

式的分享訴訟成果）仍屬刑事罪行，而索償代理人可遭到刑事檢

控。 

處理盾才廬付理人媚群贊盆討病才膚參務律爾于招不當j！鳥夸 

5． 考慮到索償代理合約的特徵曉及根據資探大律師所提供的法律意見， 

律師會認為，任何事務律師若然知悉意外受害人的申索是在索償代理

人根據索償代理合約提供資金下進行，便應妥善地就意外受害人在法

律上的情況向該人提供法律意見，並應在適當情況下建議該人申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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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援助。事務律師若然代表意外受害人處理由索償代理人提供資金的

法律訴訟，將屬於在下列方面干犯不當行為． 

該事務律師將違反‘青騵戶浙業表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

例 H）第 2 條的規定，特別是其中第（a)、 (b)、 (c）及（d）段的規定， 

該事務律師將違反祈勗者事務舉師累業凝宇措民妙第二版第一冊 

（下稱阿灤守芳抓／少」）原則 4.01。 

6． 作為這項原則的必然結果，律師會將不大可能接納任何事務律師指本

身並不知悉當事人的申索由索償代理人提供資金的說法，理由是，不

論從現實還是從道德角度看，都有充分理由要求事務律師與當事人討

論訴訟資金的問題。假如事務律師其後在明知當事人無責任向該事務

律師支付律師費的情況下尋求向索償個案的被告人追討訟費，則這將

令該事務律師的不當行為更形嚴重。 

7. 索償代理人、意外受害人與事務律師之間的三邊關係，將令事務律師

身陷難以擺脫的利益衝突境況。究其原因，既然索償代理人或可恆常

為事務律師帶來業務，事務律師將殷於與索償代理人保持良好關係， 

這樣，一旦索償代理人與意外受害人出現意見分歧，事務律師將寧願

捨棄他對意外受害人所負的責任。事務律師一旦如此行，便將違反他

須曉開誠布公、公正中肯的態度對待意外受害人的受信責任，而該責

任構成胡詩了簷員伊第七章及原則 7.01 所述明的指導原則。 

8． 假如事務律師代表意外受害人處理由索償代理人提供資金的法律訴

訟，並於訴訟後段在明知當事人無責任向該事務律師支付律師費的情

況下尋求向訴訟中的被告人追討訟費，則該事務律師可能要面對嚴厲

紀律處分，包括可能被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甚或其姓名可能從律師登

記冊中被剔除。 

9． 事務律師若然把意外受害人所得的部份賠償金交付索償代理人，不但

干犯專業不當行為，更會令該事務律師本身被意外受害人循民事途徑

索償。 

10． 此外，視乎事務律師與索償代理人之問的具體安排，事務律師可能干

犯協助及教唆分享訴訟成果的刑事罪行。事務律師的行為亦可能令自

己違反州法〞黝業者犛刃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49(1）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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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膚事矜〞師臘詹青夕寬左 

11. 律師會亦欲指出，上迷不當行為既可由律師行的主管律師干犯，亦可

由他們所僱用的事務律師干犯。受僱事務律師代表意外受害人處理法

律訴訟時，向該人負有無異於主管律師所負的責任。任何主管律師若

然指示或致使其所僱用的事務律師干犯專業不當行為，將相當可能受

到更嚴厲的懲處。 

12. 律師會亦須指出，根據‘）蠻伊數勞者廣風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2) 

條，管轄事務律師的紀律機制同樣適用於管轄法律行政人員及文員。 

〞〞不當妒！為夸虜胄左 

13. 對於干犯上述一類不當行為的任何事務律師，律師會將毫不猶豫地展

開紀律程序。根據州騰乎擋員妙原則 11.03，事務律師有責任向理事會

舉報該事務律師所知悉的任何上述不當行為。 

14.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9-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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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03 

會員通告 00-204 	 2000 年 7 月 24 日 

了舉席群黛准算守rqf) 

按照第 10 段所作的決議 

1． 律師會特此通知，按照 州舉斤角封業描廣姨馴p 第 10 段，律師會理事會

於 2000 年 7 月 11 日舉行會議，並議決如下 

(1） 理事會認為，馱下的執業推廣形式焊p表述事務律師所收取的律

師費「從」某指定數額「起」或「高於」某指定數額或使用其他

類似表述，乃屬違反上述 (合r為/) 的總則及本意。 

(2） 自本通知之日起計一個月後，理事會將把任何進行或繼續進行的

上述執業推廣形式視作違反上述‘伏為機 

2． 訂明上迷的一個月寬限期，目的是讓會員有時間終結他們在推廣執業

業務方面所作的、且可能因理事會的上述決議而違反上述 (于騙腳的

任何現行安排。 

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電話：2846 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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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03 

會員通告 03-7 
	

2003 年 1月 13日 

ISO 核證 

1. 州舉師數業麓廣于騙刃的規定之一，是執業推廣必須為誠實和真實，不

得藉包含或遺漏任何資料而相當可能誤導或欺騙任何人。 

2． 假如律師行已就某個執業範疇而獲得經由香港認可處認可的 ISO 核

證機構簽發 ISO 核證，則該律師行可在其推廣資料（商業名片除外） 

中使用 ISO 核證標識，但須符合下列條件： 

（卹 須既如下方式清楚表述該核證所關乎的執業範疇： 

(i） 在該律師行的箋頭及介紹該律師行的單張上，但假如該核

證只關乎該律師行的某一個執業範疇，則須在緊接該標識

的下端加u述明，而該陳述的字體不得小於該標識內的「經

核證公司」字樣， 

(ii）在該律師行的推廣資料及廣告內，但受制於上文第（1）小段

所述的條件，並且須在所有方面遵守‘律斤舜封業麓實伏馴儿 

(b） 該律師行几獲准在其執業推廣資料內使用該 ISO 核證標識夕須同

時在提述該標識（例如透過使用星標）下以清楚易讀的方式加插

以下字句• 

「此 ISO（執業範疇〕質量證書的頒發，乃證明本行（執業範疇〕 

部門／業務的管理系統的質量此證書並非為證明本行法律服務

的質量而頒發，亦絕非就法律服務的質量而作出任何陳述。」 

3. 違反此等指引者，或會遭受紀律處分。 

4.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0-118 及 00-2080 

5． 理事會己議決給予會員自本會員通告之日起計一個月的期限糾正任 

何不遵守上述規定的情況。 

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電話：2846 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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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03 

會員通告 12-857 	 2012 年 11月12 日 

法律探訪 

對於事務律師、大律師、實習律師、海外律師、傳譯人員以及名列於「核

准文員計劃」下的現行「核准文員名錄」內的文員（下稱「核准文員D 

探訪被還押羈留的人士或在廉政公署範圍內或警方禁區內接受調查的人

士，律師會與各個執法機構協定了常設程序。律師會現發出本會員通告，藉

畝(i）提醒會員經更新的常設程序；及（11）提供關於「核准文員計劃」的經更

新資訊。 

I. 1．適用於懲教署、海關、入境事務處、廉政公署及警方的常設程序， 

己撮述於附錄一。 

如欲參閱附錄一，請點擊此處。 

2．此外，律師會欲提醒會員下列各項 

a．律師會欲提醒律師行的主管律師考慮該律師或其任何一名職員

與被還押羈留的當事人之間可能存在的家庭或個人關係是否削

弱該律師或該名職員妥善及公正持平地向該名當事人提供意見

的能力。律師行應避免指派其轄下的事務律師、實習律師或核

准文員探訪己知是該名律師或文員的親人的當事人。 

b．簽署授權信的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的主管律師以外的任何

人對正式要求書所作出的修訂將不獲接納。所有相關申請將受

到仔細審視這類申請受拒絕或被修訂的個案，將轉介至律師會

進行調查，而不恰當的申請將列作不當行為處理在適當情況下， 

有關個案將轉介至香港大律師公會。 

C. 實習律師於其實習合約到期屆滿後，將成為法律輔助人員或文

員。他們除非已名列於現行「核准文員名錄」內，否則不得進行

法律探訪，直至他們獲發首張執業證書為止。對於希望於實習合

約到期屆滿後仍能繼續進行法律探訪的實習律師，律師會促請

他們在該屆滿日期前盡早申請把其姓名列入「核准文員名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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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屬於了法〞數業者犛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50B(2）條

下的例外情況並且受律師行僱用為法律輔助人員的海外律師， 

除非已名列於現行「核准文員名錄」內，否則不得進行法律探諱 

e. 警方已不再參與「核准文員計劃」，但將繼續對申請成為核准文

員的人士進行誠信和背景審查。 

3．准許進行法律探訪的權限 

律師會絕對無權發出「特別准許」以批准任何人前往羈留地點探訪

當事人。准許任何人進入羈留地點的權力，乃歸於懲教署、海關、 

入境事務處、警方及廉政公署（視屬何情況而定）。 

II. 「核准文員計劃」 

表格 

所有核准文員申請均必須藉遞交附隨的申請表（lvform 3.2）連同

附隨的授權文件（lvform 3.3）的方式提出。該授權文件（lvform 3.3) 
的格式己遵照 了個人贊料 (fjW) 犛劍)（香港法例第 486 章）的

規定。警方收到經由申請人簽署及一名律師會會員見證的授權文件 

(lvform 3.3）後，將發放關於申請人的任何刑事定罪紀錄的資料。 

要求把姓名從現行「核准文員名錄」中移除的申請，必須藉遞交附

隨的除名表格（lvform 3.4）提出。 

如欲下載相關表格，請點擊下列連結： 

lvform 3.2 
khrm3.3  
hform 3.4 

么 「核准文員名錄」  

律師會負責更新「核准文員名錄」及「註冊外地律師名錄」，並每

隔兩個月把經更新的「核准文員名錄」及「註冊外地律師名錄」送

交參與「核准文員計劃」的各個執法機構。  



第三章一擭取指示 59 

假如一名律師行文員在「核准文員名錄」中列為隸屬某聞律師行， 

而該文員後來轉投另一間律師行工作，則直至該文員要求在「核准

文員名金剝 中改列為隸屬新僱主律師行的申請獲批准前，該文員須

向執法機構出示由該新僱主律師行發出並由一名指名事務律師親

筆簽署的授權信，曉證明該文員己由另一名僱主聘用以及該文員己

提出上述新申請。 

3．律師會的權力 

對於要求把律師行文員的姓名列入「核准文員名錄」的申請，律師

會理事會（其已將其權力轉授予審批委員會）己同意承擔責任考慮

該等申請。凡警方己發放關於任何申請人的資料，則該申請人及其

受僱於的律師行將獲告知該等資料，並將獲邀作出申述。 

專業不當行為 

核准文員進行法律探訪的目的，是收取當事人的指示以及安排當事

人與事務律師、大律師及實習律師會面。任何關乎濫用「核准文員

計劃」及／或觸犯法律，例如，觸犯（ LJizLJ 齋勿！少（香港法例第 234 
章）第 18 條）的舉報，將列作不當行為處理，律師會亦將進行調查。 

5．律師會的介入 

律師會一旦行使 了法伊數勞者犛卹‘（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6A 
條下的權力介入某間律師行的業務，將即時把該律師行的所有核准

文員的姓名從現行「核准文員名錄」中移除曉及將該情況告知執法

機構。 

6．執業指引 D6 及了舉廓瑜業綢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 
第 4B 條 

律師會欲特別提醒會員執業指引 D6 及‘〞師數業瀕慰p（香港法

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B 條的規定，前者指明每問律師行的

核准文員人數，後者則規定，除獲得律師會理事會的書面批准外，一

名文員不得非全職或全職同時受僱於超過一間律師行。 

本會員通告取代下列會員通告：O1-84. O1-147. O2-9、 O2-1O、 02-144.. 
07-258-. 07-296 及 11-3 15。 



第四章 

收費 

4.01 告知當事人相關費用 

1． 解釋工作範圍 

2. 費用的預算 

3． 確保「預算」並非「已議定費用」 

4． 代墊付費用 

5. 權衡結果與費用 

6． 宣傳收費 

7. (c 浙業麗〞b！少第 3 條 

8. 爭訟法律程序中當事人在訟費方面的責任 

9． 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服務的協助 

10.u書面方式就法律援助提供意見 

11． 責任涵蓋整項法律程序 

12．獲取足夠資金 

13． 民事法律程序中當事人在訟費方面的責任 

14．刑事法律程序中當事人在訟費方面的責任 

15．刑事訴訟 

斗書面方式向當事人確認一 傷黝方數業總馴少第 SD 條 

16．非刑事訴訟 

當事人應簽署確認信 

17. 禁止從索償代理人處接辦案件 

4.02 已議定費用必須記錄在案 

1． 不能單方面更改已議定費用 

2． 當事人對費用協議提出質疑的權利 

3. 費用協議通常須採用書面方式 

4． 不得將己議定費用存入當事人帳戶 

5． 列明每頂收費的事務費單 

4.03 提供費用詳情 

授權支付代墊付費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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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口頭預算 

如很可能超出預算，須告知當事人 

4.05 可設定費用限額 

1． 如超出限額，須尋求當事人指示 

2． 超出限額的後果 

4.06 定期知會當事人 

1. 監控費用 

2． 定期知會當事人的好處 

4.07 預先支付費用 

1. 費用總額可能超逾首次預付的金額 

2． 要求當事人預先支付的費用的金額必需合理 

4.08 中期帳單 

1． 書面協議 

2． 沒有書面協議的後果 

4.09 從速交付事務費單 

參閱「當事人」的定義 

4.10 帳單須載有收費詳情 

1． 帳單須由合夥人簽署 

2． 列明代墊付費用 

3． 爭訟事宜中的帳單詳情 

4.11 律師於一個月內不能興訟呱期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

己議定費用 

4.12 帳單的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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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收費過高 

1. ( 卯妒一廣夕事矜資廣訌 f)) 

2． 不合理的費用協議 

3． 由訟費單草擬人員擬備帳單 

4.14 事務律師須負責支付代理人費用 

1． 專家、代理人及證人 

么 須表明對代理人費用的責任的限制 

4.15 海外律師的費用 

1． 恰當的海外費用 

2． 海外律師的「不勝訴，不收費」安排 

4.16 分享律師服務費 

1． 代理安排 

2. 獲准利用信用卡支付費用 

3． 參閱會員通告 09-397 

4.17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 

1. 定義 

2． 追討債項佣金 

3． 分享訴訟成果及強行干預訴訟 

〞7分 

會員通告 12- 176 	「索償代理人」 一參閱第 

會員通告 09-397 	「分享律師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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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告知當事人相關費用 

在通常情況下，事務律師在收取當事人指示時，應盡量向當事人提供關於

代表當事人處理有關事宜所可能牽涉的費用的 佳資料。事務律師應與當

事人商討如何支付律師費和代墊付費用；對於個人當事人，事務律師亦必

須考慮當事人是否合資格申請和應否申請法律援助（包括法律諮詢和協

助）或尋求當值律師服務的協助。此外，事務律師應考慮當事人承擔費用

的責任能否受保險涵蓋。 

評 

1. 事務律師應當確保有一名具備適當能力的人向當事人解釋執行當事

人指示所可能涉及的工作和時聞長短。 

2． 凡當事人作出查詢，事務律師應盡可能就代表當事人處理具體事宜的

收費提供預算。假如因工作性質而令事務律師無法對其收費和代墊付

費用提供任何預算，則該律師應將情況告知當事人，並應盡量提供大

概的費用預損iJ和表明該律師將u何等方法計算其收費，曉及應確保當

事人於工作進行期間定期獲告知相關費用。 

3． 除非事務律師有意與當事人議定收費額，否則事務律師對收費提供預

算時，應小心確保不會令自己受到己議定費用所約束。事務律師應當

使用清楚和適當的文字表明該預算的性質。為了取得業務而提供一個

低得不切實際的收費預算，但取得業務後卻收取較高費用，乃屬不恰

當的做法，因為該做法屬於在真正或預計收費上誤導當事人。事務律

師亦應注意原則 4.03 及其評析。 

4． 根據‘右律封業者犛剷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 條，「訟費、事

務費」被界定為包括代墊付費用。代墊付費用曾被界定為「事務律師

在妥為履行其職責時必須支付的費用（不論當事人有否就該目的而向

該律師提供金錢）或不論該律師是否運用當事人預先支付的款項支付

該等費用），例如法院費用、大律師費用曉及證人、代理人、文具商

或承印商的費用斗 

5． 不論是何等事宜，事務律師都必須與當事人探討進行該事宜的可能結

果是否構成理由承擔所涉及的費用和風險。為事務律師與當事人雙方

的利益起見，事務律師從一開始馱至在隨後各個適當階段，都應u書

面形式向當事人確認該律師就上述事宜而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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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務律師可藉廣告宣傳其收費，但任何關於收費額或收費基準的推廣

宣傳均必須遵從‘舉斤犛中難廣守騙刃的規定。 

7. (1$師黝業艦藺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3 條規定 

「律師不得直接或問接，亦不論是否既他的名義，顯示自己或容許他

人顯示他是準備在爭訟事宜中哄低於法院規則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

所定出的訟費表收費，或在任何其他事宜中呱低於任何成文法則或律

師會不時定出的事務費表收費,I 從事專業業務。」 

請參閱 了法伊數業者膚風)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56 條。 

8. 假如當事人不獲法律援助，但事宜屬爭訟性質，則在訟案開始時以及

在其後的各個適當階段，當事人都應獲告知下列各項： 

(a） 不論情況如何，也不管法庭針對對訟方頒下何等訟費令，當事人

都要自行負責支付其代表律師的事務費； 

(b） 一旦當事人敗訴，他除了要支付本身的訟費外，還很可能要支付

對訟方的訟費， 

(c） 即使當事人勝訴，對訟方也不一定會被下令支付當事人的一切訟

費，而對訟方可能無能力支付其所被下令支付的訟費；及 

(d）假如對訟方有法律援助，則當事人即使勝訴，也可能無法討回其

訟費。州波中〞翁．膚勿伊（香港法例第 91 章）第 16C 條。 

9． 事務律師如認為當事人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包括法律援助輔助計

劃）或合資格得到當值律師服務的協助，便必須告知當事人這情況以

及如何提出申請，並必須建議當事人提出申請。 

10. 假如事務律師己給予上述建議，但當事人選擇不申請法律援助或不尋

求當值律師服務的協助，則事務律師應曉書面記錄其所給予的建議並

將之存入檔案，但更佳的做法是致函當事人，並在函件中述明有關建

議。 

11. 事務律師就法律援助提供意見的責任，並不單單適用於該律師 初獲

委聘之時。案件進行期間，事務律師一旦知悉當事人的經濟能力出現

了具關鍵性的變化，便有責任即時因應該情況而重新考慮當事人申請

法律援助的資格。同樣地，代表法律援助受助人的事務律師一旦發覺

該人故意違反任何有關披露資料一包括披露經濟狀況轉變一的

規定，便有責任向法律援助署署長報告（另請參閱原則 5.22 評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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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假如當事人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或選擇不申請法律援助或不尋求

當值律師服務的協助，則對於事務律師來說，可取的做法是要求當事

人提供足以涵蓋整宗案件的律師費和代墊付費用的資金。事務律師應

當就律師費和代墊付費用一包括將徵收的金額、用u計準費用的基

準、當事人須於何時和何等階段支付費用等一與當事人達成清晰明

確的協議，並曉書面加曉記錄。 

13. 假如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獲得法律援助，則在訟案開始時以及在

其後的各個適當階段，當事人都應獲告知下列各項 

(a） 相關的法定押記對於當事人案件的影響； 

(b） 一旦當事人敗訴，即使其本身的訟費己獲法律援助涵蓋，他仍可

能被法庭下令支付對訟方的部份訟費； 

(c） 即使當事人勝訴，對訟方也不一定會被下令支付當事人的一切訟

費，而對訟方可能無能力支付其所被下令支付的訟費；及 

(d） 當事人支付任何經評定訟費的責任，曉及不履行該責任的後果。 

14. 假如當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獲得法律援助，則在訟案開始時，該人

應獲告知他可能要負責支付部份訟費以及不支付該等訟費的後果。 

巧．在刑事訴訟中，事務律師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並不得超過接獲指

示稜 7 天u信件向當時人確認各個指明事項，包括律師行將提供的服

務畝及將收取的費用或該費用的預算（請參閱州舉師數業叔慰p （香

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D 條及原則 4.02 評析 3) 。原則 

4.02 評析 3 同樣適用於根據州舉師浙業濾馴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 

附屬法例 H）第 SD 條給予指示的人士。 

16．在刑事訴訟以外的事宜中，對於事務律師來說，可取的做法是擬備聘

用信，當中述明該律師將提供的服務範圍u及將收取的律師費，以免

與當事人出現爭拗，而當事人應簽署該聘用信既資確認。 

17. 事務律師不得接辦由索償代理人轉介的案件，否則將違反原則 3.01 及

律師會會員通告 1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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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己議定費用必須記錄在案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議定收費後，必須從速向當事人提供該協議的書面紀

錄。該紀錄須經由事務律師簽署，並須迷明己議定的費用、該費用所覆蓋

的範圍以及該費用是否包括代墊付費用。 

〞男折 

1. 假如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已有協議，訂明該律師將取得一筆經由雙

方議定的款項作為服務酬金，則該律師必須在不收取多於該款項的前

提下為當事人提供該協議所涵蓋的服務，即使及後情況有變，曉致該

服務對於該律師來說變成無利可圖，情況亦然。 

2. ‘法伊數業者膚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56 條及第 58 至 62 條

分別就非爭訟事務和爭訟事務的收費協議作出規定。此等規定的效力

在於限制當事人對事務費單提出質疑的權利，但同時為當事人提供若

干保障。 

3. 州法伊黝業者膚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56 條規定，非爭訟事務

的酬金協議須呱書面訂立，並須由受該協議約束的人或其代理人簽

署。第 58 條規定，爭訟事務的訟費協議須以書面訂立。州舉方庫袱業漢了

力劉（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D 條規定，刑事事宜中的

費用協議須u書面訂立，並須由當事人及事務律師簽署。 

4． 根據‘青騵鄧帳〞瀕馳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9(2）條， 

對於作為或是因一筆已議定費用而由當事人向事務律師支付的款項， 

事務律師必須將之存入辦事處帳戶。不論事務律師己否承辦該費用所

涉及的事務，上述規定同樣適用。 

S． 即使事務律師與當事人已議定費用，假如事務費超逾 10,000 元，則事

務律師仍必須因應當事人的要求而提供列明每項收費的事務費單。假

如個案涉及大律師費用，則即使已議定費用總額己包括該等費用，事

務律師仍必須另行披露該等費用：請參閱執業指引 B.10 

4.03 提供費用詳情 

假如事務律師與當事人未有議定費用，而該律師亦未有提供費用預算，則

該律師應告知當事人將根據何種基礎計算費用，例如按小時收費再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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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幅、交易價值的某個百分比計算、上迷兩種方式的混合體，或其他建議。 

事務律師應告知當事人他可能要向其代表律師或第三方支付何等可合理

預見的其他費用，馱及當事人可能要在何等階段支付該等費用。 

'W 

事務律師所支付的一切代墊付費用，均應獲當事人明示或默示授權；若然

涉及龐大金額，事務律師更應尋求當事人的書面同意。假如事務律師不取

得當事人的書面同意，則當事人如對事務費單提出爭議，便可能毋須向該

律師付還相關款項（請參閱 州；當仔以倪癢驕刃（香港法例第 4 章，附屬法

例 A）第 62 號命令第 29(1）條規則）。 

4.04 口頭預算 

口頭預算 好應以書面確認。除非當事人己獲告知（ 好以書面獲告知） 

有關原因，否則 終的收費額不應與口頭預算有太大出入。 

13W 

一旦實際費用看來將會或很可能超出預算，事務律師應即時告知當事人， 

而不應留待發出事務費單時才告知當事人。 

4.05 可設定費用限額 

假如事務律師所承辦的事宜不屬法律援助事宜或不受保險涵蓋，以致當事

人須為該律師的費用承擔個人責任，則在適當情況下，當事人應獲告知他

可以為費用設定限額以及該律師在招致該限額以內的費用前毋須進一步

請示當事人。 

13W 

事務律師在未經當事人授權下不得超越任何開支限制。此外，一旦開

支限額不足既應付實際需要，事務律師必須盡快通知當事人，並就當

事人是否希望該律師繼續進行相關事宜而尋求當事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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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費用已超出當事人所定的限額時，事務律師如繼續代表當事人並繼

而向當事人發出事務費單以期收取大大超越該限額的費用，便可能干

犯專業不當行為。此外，該超額費用可能不獲訟費評定官准予，而在該

情況下，事務律師可能要負責支付訟費評定的費用。 

4.06 定期知會當事人 

不論當事人是否己為費用設定限額，事務律師都應適當地定期通知當事人

其到通知當日為止己招致的費用的大概金額。 

〞獅＝ 

1. 事務律師應當對不時累算的費用的情況進行監控。備存充分的工作時

間紀錄將有助監控費用。 

2． 假如事務律師不盡可能定期告知當事人所招致的費用，則該律師獲得

公平和合理的工作報酬的權利將受到損害。 

4.07 預先支付費用 

事務律師可在接受聘用之初要求當事人因將要招致的律師服務費和代墊

付費用而支付一筆或以上款項。 

〞折 

1． 當事務律師收到當事人因將要招致的律師服務費和代墊付費用而支

付的此等款項時，除非該款項涵蓋該律師處理有關事務的總收費，否

則該律師應向當事人表明實際的律師服務費和代墊付費用可能會超

出該筆預付款項。 

另請參閱原則 4.01 評析 13 及原則 12.04 評析 40 

2． 假如事務律師要求當事人因將要招致的律師服務費而支付款項，則該

款額在所有相關情況下必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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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單應分開列出律師服務費與代墊付費用。 

3． 在爭訟事宜中，當事人如對帳單提出爭拗，有權要求事務律師交付一

份列載詳細項目的帳單以代替總款額帳單，但條件是當事人須在心必 

〞浙業者療勿I)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3 條所指明的時限內提出

上述要求。一旦當事人提出上述要求，原本的總款額帳單將告無效。 

另請參閱原則 4.02 評析 50 

4.11 律師於一個月內不能興訟以期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 

事務律師直至交付帳單後一個月方可提出訴訟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除非

該律師己基於‘謄舉榭業者辦勿！‘（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6 條所列明

的理由而獲許可在交付帳單後一個月尚未屆滿時提出上迷訴訟。 

才男折： 

不論在爭訟事宜還是非爭訟事宜中，有意根據酬金協議提出訴訟的事務律

師，都應參閱 (法〞數業者膚劍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VI部的規定。 

4.12 帳單的評定 

假如事務律師與當事人就帳單出現爭拗或當事人對帳單提出疑問，則當事

人應獲告知（ 好以書面獲告知）他有權申請由法庭對該帳單進行評定。 

4.13 收費過高 

事務律師不得收費過高。 

〞折 

1． 請參閱‘舉師(_J)參瞭實濾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G), 
特別是當中第 5 條下關於何謂公平合理的事務費的規定。 

2． 假如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就所收取或將收取的事務費額而訂立的

協議被栽斷為完全不合理，則該律師將可能面對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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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務律師即使安排由訟費單草擬人員擬備事務費單，仍然要對該帳單

負責。 

4.14 事務律師須負責支付代理人費用 

在受制於原則 12.04 下，除非有相反協議，否則事務律師負有個人責任向他

代表當事人聘用的任何專業代理人或其他人支付恰當的費用，不論當事人

是否向事務律師付款。 

‘狎折＝ 

1． 原則 4.14 涵蓋事務律師所聘用的專家、專業證人、一般設人及調查代

理人的恰當費用。 

2． 事務律師如欲把支付代理人費用的法律責任限制至經由法庭評定和

准予的金額，便應當於向該代理人發出委聘指示前向該人說明之。 

4.15 海外律師的費用 

凡事務律師延聘海外律師，不論該海外律師是否在香港執業，則除非有明

確的相反協議，否則事務律師均負有個人責任向該海外律師支付其恰當費

用。 

‘彫7= 

1. 在確定海外律師的恰當費用方面，有時或會出現困難。在一些情況下， 

海外律師的費用可能受到經由相關律師公會、律師協會或其他機構認

可的收費表管轄。如遇到困難，可向適當的外地律師公會或律師協會

查詢，哄嘗試確定在有關個案中海外律師的恰當費用。事務律師應當

注意，一些地區可能規定任何針對費用的質疑必須在指定時限內提

出。 

2． 假如香港事務律師委聘外地律師協助處理在外地司法管轄區進行的

法律程序，則只要該司法管轄區准許，事務律師便可同意按「不勝訴， 

不收費」的基礎支付該外地律師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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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分享律師服務費 

除在‘＃節數煮齷為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II）第 4 條所列明

的例外情況外，事務律師不得與任何並非執業事務律師的人分享律師服務

費或協定與該人分享律師服務費。 

〞‘， 
1． 事務律師不應委託代理商代為處理帳面債頊：另請參閱原則 8.01 評

析 33。 

2． 理事會己根據 州〞廠黝業瀕蔆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 
第 6 條寬免所有事務律師遵從同一規則第 4 條的規定，使事務律師可

以利用信用卡設施收取他們的事務費。 

3． 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09-397w 

4.17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 

在爭訟法律程序中代表當事人的事務律師，不可與當事人訂立「不勝訴，不

收費」安排：請參閱‘謄〞數業者辦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64 條。 

‘彫7= 

1． 根據「不勝訴，不收費」安排，事務律師只在訴訟勝訴時才獲支付酬金 

（不論其金額是事先釐定還是按訴訟收益百分比或其他方式計算）。 

即使有關協議進一步訂明事務律師在任何情形下（即不論勝訴或敗

訴）均須獲支付 低酬金，該情況亦屬於「不勝訴，不收費」安排。 

2． 本原則 4.17 只適用於涉及提起法律程序的收費協議。因此，代表當事

人追討債項的事務律師可合法地與當事人訂立按佣金基礎收取事務

費的協議，條件是該協議的覆蓋範圍嚴格限於毋須透過提起法律程序

而討回的債項。 

3． 關於分享訴訟成果及強行干預訴訟，請參閱 Winnie Lo v. HKSAR（終院

刑事上訴 2011 年第 2 號）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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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4.01 評析 17 

會員通告 12-176 「索償代理人」：請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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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16 評析 3 

會員通告 09-397 	 2009 年 5月 25 日 

‘拳康對黨虜馴少 

第 4 條一分享律師服務費 

1． 律師會留意到若干香港律師行有意與其位於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母行 

（或與該等律師行有聯營關係的其他律師行）分享利潤。 

2自 ‘舉師數業組身腳（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 （下稱「〔 

馴月）第 4 條的效果是，除在例外情況外，香港事務律師不得與任何

不合資格人士分享利潤。 

3． 根據惱認〞腳第 6 條，理事會有權在任何個別個案中，無條件地或在理

事會認為適合施加的條件的規限下，寬免遵從《叔身腳的任何條文。 

據此，會員如欲與海外執業律師分享利潤，必須申請寬免遵從第 4 條。 

這類申請應載有所有相關資料，而審批委員會將根據每宗申請的情況

處理申請。申請費用為 4,000 元。 

5．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98-171 及 98-238。 

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電話：2846 O5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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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 

（一） 接受委聘 

5 囉 01 接受委聘指示的自由 

1. 拒絕不道德之指示 

2． 事務律師對於當事人是否有罪的看法 

3． 當事人起訴前任代表事務律師 

中 當事人在精神上的行為能力 

5． 拒受指示後發出通知 

6. 違法或專業不當行為 

7． 事務律師的專業能力及是否有時間接辦事宜 

8. 需要以書面方式確認聘用 

（二） 代表或繼續代表 

5.02 違法或專業不當行為 

1． 維護法律的責任 

2． 對犯罪行為提供意見 

3． 濫用法院程序 

5.03 代表當事人的專業能力 

1． 專業責任 

2． 時聞或經驗不足 

3． 轉授 

5.04 脅迫或不當影響 

1. 懷疑當事人受到脅迫 

么 易受外來壓力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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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含糊的指示 

擬備遺囑 

5.06 來自第三方的指示 

1． 負有向當事人的責任 

2． 訴訟中的指示 

5.07 利益衝突 

1.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 

2． 當事人之間 

5.08 導致利益衝突的任命 

1． 	近親 

2． 審栽處或小組成員 

5.09 律師會的調查 

1． 阻止當事人舉報乃屬不恰當 

2． 和解條款不得阻止與訟方向律師會舉報 

3． 交叉參考原則 6.01 評析 7 

5.10 事務律師作為證人 

拒受指示 

5.11 己聘用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情況 

1. 通知前任代表事務律師 

2． 第二意見 

3． 獨立利益 

4． 遺囑執行人可自由選擇代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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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聘期間的責任 

5.12 盡職、謹慎和技能 

1. 停止代表當事人 

2． 協定並確認聘用範圍 

3． 在開始受聘時提供意見 

中 解釋文件 

5， 向當事人匯報進展 

6． 有隱含及顯然權限作出對當事人具約束力的行為 

7． 宜u書面方式確認聘用 

5.13 資料的保密（請參閱第八章） 

5.14 須遵守專業操守規則 

對聘用的限制 

5.15 不得取巧行事 

5.16 受信責任（請參閱第七章） 

5.17 與當事人溝通 

1. 向當事人提供負責事務律師的資料 

2． 負責事務律師的更換 

3． 如有需要延聘大律師，須向當事人提出 

4． 如相關法律出現改變，須告知當事人 

5． 與當事人溝通的頻率 

6． 在有理由支持下保留而不提供資料 

5.18 誠實、坦率及客觀的意見 

L&2， 解釋 

3． 提供意見前或有必要進行調查 

4． 大膽的保證 

5． 就法律呱外事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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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不偏不倚的意見 

5.20 	費用 

定期通知當事人 

5.21 關於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的意見 

1 .&2．不提供意見的後果 

（四） 終止聘用 

5.22 對終止聘用的約制 

1． 	書面聘用 

2. 	「完整合約」規則 

3． 良好理由 

4． 不支付代墊付費用或律師服務費 

S .&6．在法庭程序進行期間終止聘用 

7． 因法律的施行而終止聘用 

8． 獨營執業者停止執業 

9． 當律師行解散時，當事人有權選擇另聘事務律師 

10． 對於新安排的爭論 

11． 將合併一事通知當事人 

12． 必須給予合理通知 

終止聘用時的資料 

5.23 	留置權 

1． 被動性質 

2． 律師會的權力 

3． 法庭的權力 

4． 在作出承諾作為條件下發放文件 

5． 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 

6． 收取費用 

〞衽翁 

會員通告 12-475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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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委聘 

5.01 接受委聘指示的自由 

事務律師一般可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準當事人的委聘指示。 

評折 

1． 事務律師不得曉準當事人的種族、膚色、民族或國籍、性別、宗教信

仰或政治信念為由而拒絕接受該人的委聘指示。 

2． 事務律師在決定是否接受委聘代表一名被控曉刑事罪的準當事人時， 

不應受到該律師本身對準當事人是否有罪的看法所影響。 

3． 假如事務律師獲委聘對準當事人的前任代表律師提起訴訟，則該事務

律師只要有專業能力勝任該工作，便應接受委聘指示。然而，假如一名

事務律師與某名同事或其任何合夥人或事務律師關係良好，則該名律

師不應接受委聘起訴該同事；在此情況下，該律師應當向準當事人作

出解釋，並建議該人尋求其他事務律師的意見和協助。 

4. 事務律師不能接受一名在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準當事人的委聘。除

非證明情況相反，否則法律將推定某人在精神上具有行為能力。準當

事人在精神上是否確實具有行為能力，乃是法律問題。應當謹記，不同

的活動所要求的精神行為能力各有不同。假如對準當事人的精神行為

能力有疑問，則在可能的情況下，一個可行的做法是徵求準當事人的

醫生的意見。 

5． 事務律師如決定拒絕接受委聘，必須從速將該決定通知發出委聘指示

的一方。事務律師應自行判斷是否解釋為何拒絕接受委聘。 

6． 事務律師在考慮是否接受聘用時，假如該律師接受委聘指示將涉及觸

犯法律或專業不當行為，例如清洗黑錢、接受索償代理人的指示、物

業財產詐騙或涉及可能曾受不當影響的人士的抵押或擔保交易等等， 

則該律師不得接受委聘指示。請參閱執業指引 P 第 18 至 28 段內關於

清洗黑錢的規定，u及律師會會員通告 12-176 關於索償代理人。 

汰 事務律師在決定是否接受委聘代表某人時，應考慮該律師本身的專業

能力及是否有時問接辦有關事宜或個案（請參閱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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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在刑事事宜中，根據州〞師數業友馴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

例 H）第 SD 條，聘用必須以書面方式確認。在民事事宜中，對於事務

律師來說，一個可行的做法是曉書面方式與當事人確認聘用該律師 

（請參閱原則 4.01 評析 16) 。 

（二） 代表或繼續代表 

5.02 違法或專業不當行為 

假如事務律師代表當事人會令該律師涉及觸犯法律或作出專業不當行為， 

則該律師不得代表或繼續代表當事人。 

評折 

1． 已接受當事人委聘的事務律師，有責任維護法律和遵循專業操守規

；此乃該律師在履行受委託工作時所受到的限制，當事人必須接 

納。 

2． 事務律師一旦得知他將會或己經涉及協助某人犯法，便必須停止在有

關事宜中代表該人。 

3． 假如事務律師代表當事人會構成濫用法院程序，則該律師不得代表或

繼續代表當事人。 

5.03 代表當事人的專業能力 

假如事務律師在有關情況下無法稱職或盡職地代表當事人，則該律師不得

代表或繼續代表當事人。 

〞折 

1． 這項拒絕或停止代表當事人的義務，乃為稱職和從速地進行任何受委

託工作的道德責任所引發的後果（請參閱第六章）。 

2． 這項原則適用於事務律師不能騰出充分時間專責處理受委託工作或

不具備足夠經驗或技巧來處理受委託工作的情況。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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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如事務律師能藉著延聘合適大律師或其他方法而稱職地處理相闋

事務，則本原則不妨礙該律師代表當事人。然而，該律師必須能夠對他

受委聘辦理的事務提供足夠的關顧及控制（請參閱原則 6.01) 。 

5.04 脅迫或不當影響 

事務律師若然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懷疑當事人曾因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而

發出委聘指示，便不得繼續代表當事人。 

‘另折＝ 

1． 事務律師若然懷疑或有理由懷疑當事人曾因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而

發出委聘指示，便必須單獨會見當事人，使自己信納當事人是自願地

發出該指示，否則便必須拒絕代表當事人。 

2． 對於年事己高或容易受到外來壓力的當事人，事務律師或須格外謹

慎。 

5.05 含糊的指示 

事務律師若然無法從當事人處取得清晰的指示，便有穫停止代表當事人。 

‘界獅＝ 

就擬備遺囑而言，特別是在當事人年事已高的情況下，事務律師務須取得

關於當事人處境的足夠資料，使該律師能妥善地為當事人服務。假如當事

人純粹按書面指示擬備遺囑，則該律師應當謹慎地考慮該等指示是否足夠 

u及應否接見當事人以討論該等指示。 

5.06 來自第三方的指示 

假如委聘指示並非來自當事人，而是來自宣稱代表當事人的第三方，則事

務律師應取得當事人的書面指示，以確定該人希望由該律師代表。事務律

師如有任何懷疑，應會見當事人或採取其他適當步驟 tA確認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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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1． 在此等情形下，事務律師必須在不受推介該律師的來源的利益所影響

下向當事人提供意見。 

2． 收到關於提出訴訟或就訴訟作出抗辯的委聘指示的事務律師，應特別

謹記本原則。法律規定，代表訴訟人的事務律師必須妥獲該訴訟人授

權行事，否則的話，一旦訴訟被法院剔除，該律師可能要為相關訟費承

擔個人法律責任。 

5.07 利益衝突 

假如實際上出現或相當可能出現利益衝突，則事務律師不得代表當事人或

必須拒絕繼續代表當事人。 

芳鈴折 

1． 關於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與當事人之問的利益衝突，請參閱第七

早，。 

2． 關於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請參閱第九章。 

5.08 導致利益衝突的任命 

假如事務律師或其合夥人、僱主、僱員或近親擔任某職位或接受某任命， 

而該情況可能導致利益衝突或可能令公眾覺得該律師可以利用該等任命

為當事人謀取利益，則該律師不得代表或繼續代表當事人。 

〞折 

1. 「近親」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他們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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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例說，假如事務律師或其合夥人、僱主、僱員或近親是將負責審理

該律師獲委聘處理的案件的審裁處成員，則該律師不得代表或繼續代

表有關當事人。然而，假如事務律師或其合夥人、僱主、僱員或近親

純粹是由之而選出審栽處的小組的成員，則該律師不會因而被禁止代

表有關當事人。 

5.09 律師會的調查 

假如委聘指示在任何階段將涉及議定禁止律師會對事務律師或其僱員的

行為操守進行調查，則事務律師不應接受該指示。 

評折 

1． 事務律師尋求禁止其當事人或前當事人向律師會舉報事務律師的行

為操守，乃為不恰當之舉（請參閱原則 6.01 評析 9) 。 

2． 代表爭議任何一方的事務律師接受指示提出包含類似條款的和解建

議，亦屬不恰當之舉。 

3. 關於限制在疏忽方面的法律責任，請參閱原則 6.01 評析 70 

5.10 事務律師作為證人 

假如當事人發出指示，以期委聘事務律師在某案件中擔任當事人的出庭代

訟人，但該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的成員顯然會在同一案件中被傳召作證人， 

則除非所作的證供純粹為形式上的證供，否則該律師不得接受上迷委聘指

示。 

‘抑折＝ 

請參閱原則 10.13 下的進一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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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己聘用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情況 

一般來說，假如已有某名事務律師在某事宜上代表當事人，則除非得到該

律師同意，否則另一名事務律師不得接受委聘在同一事宜上代表當事人。 

〞折 

假如原先的聘任己告終止，則另一名事務律師可u接而代表當事人， 

而除了在前任事務律師己記錄在案的訟案外，該名新任律師沒有責任

就他己獲指示代表當事人一事通知該前任律師。 

2． 本原則並不禁止事務律師在首任事務律師不知情下就同一事宜提供

第二意見。然而，被要求提供第二意見的事務律師必須慎重考慮自己

是否掌握足曉令他能提供該意見的背景或基礎事實。該第二名事務律

師絕不應不正當地對當事人施加影響，以致當事人終止聘用首任事務

律師。 

3． 此外，事務律師可曉就首任事務律師的意見的標的事項而向另一人提

供意見，條件是該人在有關事項上具有獨立或明顯不同的利益。 

4． 即使立遺囑人可能曾在遺囑中表明希望聘用某一閒律師行，根據該遺

囑獲委任的執行人仍可自由選擇事務律師代為處理遺產管理事宜。接

受委聘的事務律師沒有責任通知該遺囑所指名的律師行。 

（三） 受聘期間的責任 

s.12 盡職、饉慎和技能 

事務律師在接受當事人的聘用指示後，必須盡職地進行受委託工作，並必

須運用合理的謹慎和技巧。 

〞‘? 

1． 事務律師若然無法稱職或有效地代表當事人，便應停止代表當事人 

（請特別參閱原則 6.01 評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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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務律師必須在當事人明示或默示授權的範圍內行事。因此，事務律

師在受聘用期開始時便務須與當事人清楚地議定聘用範圍；隨後，事

務律師如有任何疑問，須盡可能交由當事人澄清或處理（另請參閱原

則 6.01 評析 8)。 

于 在事務律師開始處理委聘所涉事宜之時或隨後的盡早時間，當事人應

以簡單的語言獲告知該事宜引發哪些爭議點既及事務律師將如何處

理該些爭議點，特別是將立即採取哪些步驟。當事人亦應獲告知有關

事務費的情況（請參閱第四章）。事務律師應考慮是否適宜以書面方

式確認其所提供的意見和所收到的指示。 

4． 事務律師應向當事人解釋任何重要和相關文件的效果。 

5． 事務律師應定期向當事人匯報有關事宜的進展和任何重大的發展， 

一旦進度出現嚴重延誤，事務律師亦應解釋背後原因。一個往往有助

事務律師履行上述職責的方法，是將事務律師所發出的信函的副本送

交當事人。几當事人索取相關資料，事務律師應從速回覆。 

6． 事務律師在處理委聘所涉事宜的過程中，在某些情況下具有隱含及顯

然權限作出對當事人具約束力的行為。然而，作為良好執業規範的一

部份，除非是關乎例行事務或出現特殊情況（例如無可能取得明示授

權），否則事務律師不宜倚賴該等隱含或顯然權限（另請參閱原則 

10.17 評析 1）。 

7． 作為良好執業的一部份，事務律師在接受委聘之初，便應取得當事人

馱書面確認委聘的範圍，以防止或迅速解決任何涉及事務律師所承擔

的責任範圍的爭議（另請參閱原則 5.01 評析 8)。 

5.13 資料的保密（請參閱第八章） 

事務律師必須遵守保密責任（請參閱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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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須遵守專業操守規則 

任何委聘安排均包括以下隱含條款：在任何情況下，事務律師都有責任遵

守專業操守規則。 

〞折 

這意味著事務律師按當事人要求行事的自由乃受到限制。事務律師不得為

著當事人的利益而違反專業操守原則。 

5.15 不得取巧行事 

事務律師不得利用當事人的年齡稚老、缺乏經驗、健康欠佳、缺少教育或

缺少從商經驗而取巧行事。 

5.16 受信責任（請參閱第七章） 

事務律師對當事人負有受信責任（請參閱第七章）。 

5.17 與當事人溝通 

事務律師有責任定期向當事人匯報。此外，凡當事人合理地要求取得關於

其事務的資料，事務律師有責任予以遵行。 

〞病＝ 

1． 當事人應獲告知日常負責處理委聘所涉事項的人的姓名和身份，以及

負責對該事項作全面監督的合夥人的姓名和身份。 

2． 假如辦理或全面監督委聘所涉事項或其任何部份的工作轉交律師行

之另一人負責，則當事人應獲告知該情況。 

主 假如適合延聘大律師，則事務律師應向其當事人提出該建議，並應在

延聘大律師前取得當事人授權。凡當事人將要出席聆訊，而他在該聆

訊中將有律師代表，則他應獲告知預期將代表他的事務律師或大律師

的姓名（請參閱原則 12.03 評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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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項責任伸展至定期告知當事人任何對委聘所涉的標的事項構成影

響的近期法律改變。 

5． 提供資料的範圍和頻率哄及諮詢的程度，須取決於具證情況、委聘所

涉事宜的種類和緊急程度，以及當事人在該類事宜方面是否具備經

驗。 

6．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事務律師或有充分理由保留而不向當事人提供資

料。例子請參閱原則 8.03 評析 40 

5.18 誠實、坦率及客觀的意見 

事務律師必須誠實和坦率地向當事人提供意見，並必須提供客觀的意見。 

評折 

1. 對於尋求法律意見的當事人，事務律師有責任根據對相關事實的充分

理解、對適用法律的充分考慮以及該律師本身的經驗和專門知識，稱

職地提供意見。該意見必須為坦率和不加掩飾，並清楚表達事務律師

對於是非曲直和可能出現的結果的誠實想法。 

2． 事務律師應同時提供意見和加曉解釋，讓當事人得知真實境況曉及就

所涉的真正爭議點或問題得到公平和客觀的意見。 

3． 事務律師應當清楚地指出其意見所依據的事實、情況和假設，特別是

當有關情況並不支持當事人花費金錢進行徹底調查之時為然。不過， 

除非當事人另有指示，否則事務律師應對有關事宜進行充分的調查， 

使他能夠根據所得的資料詳情發表意見，而不應純粹作出一些受到諸

多條件限制的評論。 

牛 事務律師應避免過份自信地向當事人作出大膽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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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事人除了要求事務律師就法律問題提供意見外，還可能要求或希望

事務律師對法律以外的事宜提供建議，例如就該問題所涉及的商務、 

政策或社會影響，或當事人應何去何從。在很多情況下，基於事務律師

的經驗，他對法律u外事宜的看法將令當事人獲益良多。在有必要的

範圍內，就法律以外事宜提供意見的事務律師應表明他在該事宜所涉

的特定領域方面缺乏經驗或其他資格，並應清楚地區分法律意見與該

等其他意見。 

5.19 不偏不倚的意見 

事務律師必須提供不偏不倚的意見，不得受到他的僱用或其他工作是否取

決於以某種特定方式提供意見所影響（請參閱‘舉廊數黨總慰‘（香港法

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H）第 z 條及本‘揹鰍‘第三章）。 

5.20 	費用 

事務律師應適當地定期向當事人匯報其到通知當日為止已招致的費用（請

參閱原則 4.06)。 

5.21 關於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的意見 

在受聘開始時及在受聘期間，事務律師均有責任按照實際情況而考慮當事

人可否得享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服務，以及向當事人提供相關意見。 

〞折 

不從速向當事人指出其可得享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服務，可構成專業

不當行為。 

2． 另請參閱原則 4.01 及相關評析。 



第五章一聘用 89 

（四） 終止聘用 

5.22 對終止聘用的約制 

除書面聘用安排另有訂明外，除非有良好理由並己發出合理通知，或除非

己取得當事人同意，否則事務律師不得終止他與當事人的聘用安排。 

‘男折： 

1． 書面聘用安排可按其條款予u終止。 

2． 假如「完整合約」規則適用，事務律師可在有良好理由支持下藉發出

合理通知而終止聘用合約。 

3． 良好理由包括：事務律師如繼續代表當事人，將觸犯法律或違反專業

操守規貝土或事務律師無法從當事人處取得清晰指示；或事務律師

與當事人之間的互信關係出現嚴重破裂；或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 

假如當事人不按要求支付代墊付費用，則事務律師可既此為良好理由

而終止聘用安排。假如當事人在聘用安排之始或聘用期間曾經同意因

利潤費用和預計的代墊付費用（IJ'下統稱「費用」）而支付款項，但事

實上未有如此行，則只要得到付款協議條款的支持，事務律師亦可以

此為良好理由而終止聘用安排。若然沒有此等協議，事務律師在受聘

期間不能巳當事人不支付費用為由而終止聘用安排（請參閱原則 

4.O8)。 

5， 一旦當事人於審訊進行期間耗盡資金，事務律師應全力協助當事人立

即申請法律援助。除在特殊情況外，假如事務律師名列法律援助律師

名冊並獲法律援助署署長委派處理案件，則該律師應按照法律援助收

費標準繼續代表當事人處理該案件（另請參閱原則 10.05 評析 3)0 

氏 關於己在刑事審訊程序中記錄為代表被告人的事務律師若然有意終

止聘用安排則負有的義務，請參閱原則 10.05 評析 2 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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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聘用安排可藉法律的施行而告終，例子包括當事人或事務律師破產、 

精神上喪失行為能力或去世。假如當事人精神上喪失行為能力，則事

務律師應採取合理步驟，既確保當事人的利益受到保護。這可能涉及

與當事人的親屬聯絡。事務律師亦可與法定代表律師聯絡。另請參閱

向聳夕妒趙虜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136 章）及州以言槍付翁舉師犛劍)（香

港法例第 416 章）。 

8． 獨營執業者如決定停止執業，必須通知其所有當事人，讓他們能轉聘

其他事務律師。不通知當事人不但可構成疏忽行為，而且可能導致紀

律行動。 

9． 假如一聞律師行接管另一間已停止業務的律師行，或假如一間律師行

解散，而其合夥人分立為兩問或以上的律師行，則有關當事人有權選

擇委聘哪一名事務律師或哪一問律師行。負責接管的律師行如在未有

從速通知當事人下接管當事人的事務（包括前律師行所持有的當事人

文件或金錢），將屬不當。因此，律師行有必要從速發出信函，將相關

情況通知當事人，而有關事務律師亦務須就此等信函的內容達成協

議。 

10. 假如各名合夥人未能就安排通知當事人律師行解散一事達成共識，則

任何一名或以上合夥人可自行通告該律師行的所有當事人。該通告應

包含一項簡短的事實陳述，告知當事人該律師行解散所帶來的變動， 

並可提供每名合夥人的新執業地址。該通告亦必須述明每名當事人可

自由委聘其所選擇的事務律師。 

11． 上述原則同樣適用於兩間律師行進行合併的情況。 

12. 不論事務律師基於何等理由終止聘用安排，事務律師為審慎起見，應

曬書面方式向當事人發出合理通知或確認，並解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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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留置權 

聘用安排終止後，事務律師應從速向當事人或其新任代表律師送交當事人

有權取得的所有文件和財產或持有該等文件和財產以聽候當事人的指示， 

並應就該律師於當時持有的所有當事人資金作出交代；但受制於留置權

的項目不在此限（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12目475)0 

‘男獅＝ 

1． 當事務律師已完成受委聘進行的工作但未獲支付相關事務費時，該律

師有權對當事人曾送交持專業身份的該律師的文件行使留置權。在這

情況下，該律師可保留該等文件，直至他獲支付相關事務費為止。這種

留置權的性質被動，並不賦權事務律師出售或處置當事人的財產。 

2. 儘管上述留置權存在，律師會仍可根據‘謄律數業者序到‘（香港法

例第 159 章）第 26C 條及附表 2 行使權力，接管事務律師的文件和資

產。 

3． 此外，即使事務律師享有留置權，法庭仍有權下令該律師交出該留置

權所涵蓋的當事人文件。請參閱州》奇今磁倪濫紳刃（香港法例第 4 章， 

附屬法例 A）第 106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及心必伊黝業者犛向1)) （香港

怯例第 159 章）第 65 條。 

假如事務律師就其未獲支付的事務費而妥為行使留置權，而繼任事務

律師作出令人滿意的承諾以代替該留置權，即承諾支付上述事務費， 

則在正常情況下，該前任律師應在接納該承諾作為條件下將該留置權

所涵蓋的文件發放予該繼任律師。然而，該前任律師沒有責任接納該

承諾。 

5． 至於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由於事務律師的費用己得到法律援助證書

保證支付，因此要求繼任律師作出專業承諾的做法並不恰當，但不受

該證書涵蓋的費用除外。 

6． 假如當事人更換代表事務律師，則前任事務律師不應就從儲存庫取出

有關檔案以供當事人拿取而收取費用，但可收取合理費用呱應付將該

等檔案交付當事人或其他事務律師方面的開支。對於應當事人的要求

而在當事人的檔案中檢索文件，事務律師可收取合理費用，因為該項

工作屬於賺取律師服務費的事務律師的工作，而事務律師通常會就該

工作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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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5.23 

會員通告 12-475 	 2012 年 6 月 25 日 

律師會指引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於 2012 年 6 月修訂） 

1． 文件的擁有 

聘用安排終止後，事務律師的首項工作應是徹底地覆檢檔案么決定相

關文件由誰人擁有。會員應細閱斗下摘錄自 Cordery on Solicitors 一書

的關於「文件的擁有、存放及銷毀」的章節． 

叮聘用安排終止後，當事人是否有權擁有整個檔案？』 

不一定。大部份檔案都會載有一些文件屬於閣下，一些屬於當事人，亦

可能載有屬於第三方的其他文件。於聘用安排作出前已存在、並由閣

下么代理人身份代表當事人或第三方持有的，必須（在受限於閣下的

留置權之下）按照當事人或第三方的指示予以處理。在聘用安排生效

期間產生的文件，則分為四大類。 

卹 閣下為著當事人的利益而製俺並已由當事人直接或間接地支付

相關費用的文件，乃屬當事人所有。 

〞子 j 指示及委聘書；大部份會議摘要；草稿；閣下收取信函

後為著當事人的利益而製備的副本；閣下致函第三方後製備的

函件副本，而該等副本載於當事人事務檔案內並作當事人業務之

用。致當事人的函件副本的情況看來有別於致第三方的函件副本 

（閣下可保留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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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閣下為著自身的利益或保障而製備的文件、而製備相關文件的費

用亦並非由當事人支付，此等文件乃屬閣下所有。 

刃子 j 致當事人的函件副本；閣下收取信函後為著本身利益而

製備的副本；閣下致第三方的函件副本，而該等副本只載於為閣

下辦事處所發出的所有信函而設的存檔系統內；對話錄音；辦

事處內部備忘；日程記項；工作時問紀錄表；電腦化紀錄；辦

事處日誌；帳簿。 

(c) 當事人在閣下受聘用期間送交閣下的文件，並且於送交當日打算

把文件的產權由當事人轉移至閣下者，乃屬閣下所有。 

刃子 j 信函；由當事人書面寫成或給予閣下的授權或指示文件。 

(d) 第三方在閣下受聘用的過程中製備和送交閣下的文件（相關費用

由閣下支付者除外），乃屬當事人所有。 

〞子 j 閣下代表當事人支付的代墊付費用的收據及單據；醫學

及證人報告；大律師的建議和意見書；閣下從第三方收取的信

函oj 

2． 舊檔案的保留 

以下是關於各類舊檔案的 低保留期的指引： 

物業轉易 	＊15 年 

租務 	 ＊＊自租賃協議期滿之日起計 7 年 

一般檔案 	＊*7 年 

刑事案件 自任何上訴期限屆滿之日起計 3 年 

＊業權契據及其他文件正本 

會員應釐清聘用安排下關於保留業權契據的受聘範圍。假如聘用安排

並不涵蓋妥為保管該等文件，則會員應致函當事人，就歸還該等文件

尋求指示。假如當事人沒有提供指示，則會員應致函告知當事人，會員

將會就妥為保管該等文件而收取「存放費」。此等費用的金額由執業

事務律師決定，亦顯然是由律師與當事人協定的事宜。然而，會員應注

意把文件正本與檔案一起持有，並非良好的物業轉易執業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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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下文第 5(B)（必及 8 段。 

*＊請參閱 ‘〞務療夕刃（香港法例第 112 章）第 51C 及 51D 條。 

3． 在香港存放實體舊檔案 

律師會執業指引 D7 (2012 年 6 月） 

所有實體舊檔案必須存放在香港，目的包括確保文件得巳保密及方便

檢索該等檔案。 

如欲參閱律師會執業指引 D7，請點擊匹處。 

4． 電子文件／檔案的存放（2012 年 6 月） 

向 電子文件的存放（2011 年 6 月） 

會員在符合下列條件下，可選擇呱電子方式存放所有舊檔案． 

(i） 當事人在資料保密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得到保留；及 

(ii）可隨時在香港取覽文件副本。 

(b） 備份副本 

對於當事人資料，會員應考慮使用磁碟或其他記憶媒體備存複製

本，並適當地將之存放在律師行以外的安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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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件正本的銷毀 

A. 總則 

對於不屬會員的財產的文件正本，例如契據、擔保書及證書等， 

除非得到文件擁有人藉書面明確准許，否則會員不應銷毀文件。 

假如會員已完成受聘工作，而當事人亦己按照帳單支付律師費， 

則會員可把其他文件（包括會員所持有的相關檔案）掃描然後銷

毀。會員凡有疑問，應尋求文件擁有人的書面准許。會員若然無

法取得該准許，便要自行作出決定和衡量相關風險。 

B． 不應銷毀的文件正本一 了霤子丈審犛劍)) （香港法例第 553 章） 

(a) 了霤子沱房犛鳳p 附表 1 

該附表規定必須備存下列 13 類文件的正本 

[1. 遺囑、遺囑更改附件或任何其他遺囑性質的文書的訂

立、簽立、更改、撒銷、恢復效力或更正。 

2. 信託（歸復信託、默示信託及法律構定信託除外）的

訂立、簽立、更改或撒銷。 

3． 授權書的訂立、簽立、更改或撒銷。 

4． 訂立、簽立或訂立及簽立根據州導1在稅犛劍p （第 117 
章）須加蓋印花或加曉簽註的文書，該條例第 5A 條所

指的協議所關乎的成交單據除外。 

5． 政府的批地協議及條件及政府租契。 

6. ((士增在尸療劍少（第 128 章）提述的會影響香港的

任何一幅地、物業單位或處所的契據、轉易契、其他

書面形式的文件或文書、判決及待決案件。 



96 第五章一聘用 

7. ((物業尊易安〞廣靂鳳p （第 219 章）所指的任何轉

讓、轉讓契、按揭或法定押記，任何其他關乎不動產或

不動產權益的處置的合約，或任何其他達成該等處置

的合約。 

8官 州士增右尸療向切（第 128 章）第 2A 條提述的達成

浮動押記的文件。 

9. 誓言及誓章。 

10. 怯定聲明。 

11．法院判決（包括第 6 條提述的判決）或法院命令。 

12．法院或栽判官發出的手令。 

13．可流轉票據。」 

(b） 電子形式的業務紀錄 

稅務局曾表示，保留電子形式的業務紀錄應符合州霤子丈審

療戶卿第 7 及 8 條的規定。 

如欲參閱日期為 2001年 12 月 10 日的稅務局相關函件及律

師會會員通告 01-371，請點擊  處。 

6． 電子文件在法院的可接納性 

會員應細閱 ‘段撐犛劍p （第 8 章）第 46、 53 及 54 條，它們就各類

文件在法庭程序中的可接納性作出規定。 

卹 民事法律程序 

(/ 撐犛向伊下「副本」及「文件」的寬廣和一般定義，將足歐

容許接納以電子方式儲存的業務紀錄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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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刑事法律程序 

根據州謂簡犛劍p 第 22A 及 22B 條，由電腦製作的文件可獲接納

為證據。 

7． 保密責任 

會員應細閱不香譽夢務痺騵瘁事業〞宇簷，7少下關於保密責任的原則 8, 

以及確保銷毀檔案的行動並無危及檔案內容的機密性。 

8. 舊檔案的銷毀 

銷毀檔案的決定， 終是由執業事務律師自行作出。 

律師會建議，聘用安排終止後，所有屬於當事人的文件都應歸還當事

人，否則日後可能出現問題。除非得到文件擁有人藉書面明確准許，否

則會員不應銷毀屬於當事人的文件正本，例如契據、擔保書及證書等。 

當適用於己完結檔案的保留期屆滿時，會員應透過委託合適的商業服

務供應商，確保呱安穩的方式銷毀該等檔案。 

9. 紀錄管理／掃描服務之商業供應商 

向 會員如欲聘用紀錄管理／掃描服務商業供應商，應確保有關檔案

內容的機密性得以維持。 

(b）供應商應就其掃描服務而提供內容符合 (M 撐犛i/)) （第 8 章） 

的規定的適當誓章． 

● 迷明所掃描的文件 

● 掃描日期 

● 負責掃描文件的僱員的身份 

● 所使用的掃描器的種類 

● 文件的「硬副本」己否被銷毀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2-385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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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檢索費用 

聘用安排終止後，會員應歸還所有屬於當事人的文件。然而，假如當事

人希望律師行保留該人的個人文件，則該律師行應與當事人訂立書面

協議，訂明該律師行將在當事人支付適當的存放及檢索費用下提供保

留文件服務。 

11．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2-3840 

會員應注意，本會員通告第 3 段的內容屬強制性。 



第六章 

專業能力及服務質量 

6.01 具專業能力行事的責任 

1． 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2． 當事人有權假設事務律師具備專業能力 

3． 專業能力之要求 

4． 專業能力包括貴務知識 

5． 尋求協助 

6． 事務律師仍須承擔責任 

汰 不能卸除疏忽責任 

8． 對受委聘範圍作出限制 

9. 卸除事務律師就專業不當行為的責任 

6.02 向代表事務律師提出索償的當事人

當事人拒絕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6.03 從速將索償個案告知保險人 

1． 切勿承認責任 

2． 當事人對潛在索償不知情 

3． 備存文件副本 

6.04 從速對查詢作出全面回應 

1. 回覆當事人的來函 

2． 回覆律師會的來函 

3． 遵從調查通知 

4． 就與律師身份不相稱的行為操守給予解釋 

5． 就行為操守給予圓滿的解釋 

fl/ 齡 

會員通告 03-182 	「侮汝業留曾 (歡馴療N) 廣呈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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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具專業能力行事的責任 

(a）事務律師對當事人負有責任，須充分具備足夠專業能力勝任代表當事

人履行該律師所承辦的任何法律工作。 

(b）事務律師應以認真、勤勉、快捷、有效的方式為當事人提供服務。 

'P折 

1． 原則 6.01 (a）中所述的「專業能力」，所要求的高於事務律師執業的正 

式資格。該「專業能力」乃關乎事務律師進行其受委聘處理的事宜的

能力，當中包括知識、技能歐及為客戶利益而有效地運用知識和技能

的能力（請參閱原則 5.03)。 

2． 社會期望身為法律專業的成員的事務律師在法律執業範疇須具備知

識、技能和能力。當事人有權假設事務律師具備足既妥善地代表當事

人履行該律師所承辦的任何法律工作的才能和能力。對於聲稱自己在

某特定法律範疇具備豐富經驗的事務律師，社會期望該律師在該法律

範疇具備更高水平的專業能力。 

3． 事務律師除非具備足既完成其受委聘處理事宜的專業能力或在不會

令當事人承擔不當延誤、風險或費用的情況下取得該等專業能力，否

則不得承辦該事宜。這是基於專業上的考慮，應與法院用u決定事務

律師是否疏忽的謹慎標準區分。 

4． 專業能力不但指對法律原則的理解：而且包括對有助有效地運用該等

原則的實務和程序的充分認識，曬及將該等知識付諸實踐的能力。 

5． 事務律師應當認識到，針對某項特定工作的專業能力或需要涉及向科

學、會計或其他法律既外領域的專家尋求意見或合作。在這情況下， 

事務律師應毫不猶豫地尋求當事人指示延聘相關專家。假如當事人不

給予該指示，則事務律師應當考慮自己是否仍能勝任有關工作。 

6． 事務律師如須尋求協助，便有責任挑選一名有專業能力的人提供協助， 

而其後該律師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必須對相關事宜行使本身的獨立

判斷力。事務律師若然延聘大律師，便應特別注意原則 12.03。事務律

師不應容許自己的技能和判斷完全受大律師支配（請參閱英國上訴法

院案例 Davy-Chiesman v Davy-Chiesman [1984] 1 All ER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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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了法律數業者膚劍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59(2）條規定，就爭訟事

務的收費協議內宣稱事務律師毋須為疏忽而承擔法律責任的條文乃

屬無效。至於其他事務，事務律師可按照執業指引 M尋求限制其對當

事人所負的法律責任。 

8． 法律並無禁止事務律師在受委聘之初對其受委聘的範圍作出限制。在

這情況下，一個良好的做法是確切地界定受委聘的範圍，並曉書面方

式將之告知當事人。 

9． 在任何情況下，事務律師都不得卸除其就專業不當行為的法律責任。 

此外，事務律師不得尋求當事人同意不對該律師的任何專業不當行為

作出投訴。 

6.02 向代表事務律師提出索償的當事人 

假如當事人向其代表事務律師提出索償或告知該律師有如此意圖，或假如

事務律師發現任何可合理地支持當事人提出該種索償的行為或遺漏，則該

律師有責任向當事人表明該人應尋求第三方的觸立意見（另請參閱原則 

6.O3)。 

〞折 

假如當事人拒絕尋求第三方的獨立意見，則事務律師除非信納不存在著利

益衝突，否則應拒絕繼續代表當事人。事務律師在受委聘期問應當經常留

意和覆檢這一點（另請參閱原則 7.O1)。 

6.03 從速將索償個案告知保險人 

假如當事人或第三方向事務律師提出索償（或通知該律師有此意圖），而

該索償在‘舉爾( 1z) ,I'J)（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M）下

的彌償範圍之內，則該律師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透過香港律師彌償

基金有限公司所委任的索償個案管理人通知認可保險人，並必須與他們或

其代理人合作，讓該保險人能夠么適當方式處理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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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1. c'c舉師 (尊業廠質) 廣驕卯（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對事務

律師及其業務施加一般條件，其中之一訂明，對於落在彌償範圍之內

的索償個案，該個案所針對的業務、繼承業務或其任何成員在未經香

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或其委任的索償個案管理人事先同意下，不

應承認賠償責任或進行和解，也不應在該方面招致任何費用或開支。 

假如事務律師違反此規定或 J舉師 (尊業瓣) ;Wi 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的任何其他規定夕從而令香港律師彌償基金受到

損害，則該律師可能會被要求補還就有關索償而須從該基金中支付的

款項與若無該損害則應須支付的款項之間的差額。 

2． 事務律師若然在當事人不知悉相關情況下發現任何可能導致索償的

行為或遺漏，便必須 

(a) 既書面通知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或其委任的索償個案管

理人； 

(b）在不承認任何責任的情況下呱書面通知當事人（或前當事人） , 
讓該人能夠尋求第三方的獨立意見； 

(c） 就該律師與當事人或前當事人的任何進一步通訊的具體內容，向

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或其委任的索償個案管理人尋求批

准。 

3． 對於當事人或第三方尋求獨立意見並要求有關事務律師向當事人新

委聘的事務律師提供相關文件的個案，一個良好的做法是由該前任律

師保留該等文件的副本么供參考。 

6.04 從速對查詢作出全面回應 

事務律師有義務全面及從速地回覆當事人或前當事人或其代表的來函以

及來自律師會和任何行使監管或執行權力的主管當局的查詢。 

評折 

1． 事務律師如不回覆當事人或前當事人就其事務的來函，將可能面對紀

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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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務律師如不回覆律師會或律師紀律審栽組就該律師的專業操守的

來函，或不按照律師會、律師紀律審栽組、法院或任何行使監管或執

行權力的主管當局的要求而對該律師的行為操守提供解釋，將可能干

犯專業不當行為。 

3． 不遵從律師會理事會根據 Cr泌伊辦業者犛刃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8AA 條發出的調查通知，可能構成專業不當行為。 

4． 假如事務律師沒有或拒絕就律師會認為任何與律師身分不相稱的行

為操守給予律師會圓滿的解釋，則律師會可曉此為理由而拒絕向該律

師發出執業證書（請參閱 i聯劈 L 曾 (〞斤 ) (夕俗 g發騰證聲理由夕

廣鉀！學（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N）第 2 (a）條）。 

5． 此外，根據侮玲業留書卹詼別犛＃夕產z/J))（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

法例 Y)，假如事務律師自 近一次獲發執業證書後沒有或拒絕按照

律師會的要求而就任何行為操守作出充分和滿意的解釋，則律師會向

該律師發出執業證書時可施加條件（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03-182 

及 州諺玲業留曾卹娥馴膚＃) 必氤撤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Y) 

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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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6.04 評析 5 

會員通告 03閑182 

	

	 2003 年 6 月 z 日 

( 黛 f (舟別鱸＃夕虜躍‘ 

了數業翁曾 (擭別犛＃)廣紳妙（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Y）自 2003 

年 2 月 1日起生效。 

日期為 2003 年 1月 27 日的律師會會員通告 03-29 曾經概述‘數業證曾妒＃

別犛＃)廣認馴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Y）的各項條文，包括第 3(e) 

條，其規定假如事務律師已獲通知他沒有或拒絕就其行為操守作出充分和

滿意的解釋，則律師會向該律師發出執業證書時可施加條件。 

律師會轄下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己議決，就 (對業翁曾妒譽況／犛＃夕〞 

馴4（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Y）第 3 (c）條的目的而言，下列各項將構

成充分通知：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主席向答辯人事務律師發出的遺憾信或指責書， 

其內容迷明調查委員會就該律師未有回覆或充分回覆律師會的查

詢一即違反了香港事務〞師事業禁宇措UI))第一冊原則 6.04 一而通

過的決議；及 

11. 律師紀律審裁組發出的裁斷及命令，其內容裁定答辯人事務律師未有

回覆或充分回覆律師會的查詢，即違反 了香蔣箏務舉師事業為華宇指馴少

第一冊原則 6.04。 

如適用者，會員在填寫「執業證書申請意向通知書」表格時應參閱上述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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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責任 

忠誠責任 

7.01 忠誠服務、開誠布公、公正中肯 

7,02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 

1 其他人的利益 

2 其他關係 

3 不得收取個人利益 

4 事務律師所選擇的貸款人 

5 發布事宜的權利 

6 在公司中持有利益 

7 收取公司股本歐代替律師費 

703 徹底披露 

7.04 秘密利潤 

當事人帳戶的利息 

705 當事人的績贈 

I 重大的績贈 

2． 秘密信託 

3 對誠信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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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責任 

7.01 忠誠服務、開誠布公、公正中肯 

除了委聘安排所隱含的其他責任外，事務律師亦對當事人負有受信責任。 

他必須忠誠地為當事人服務，並須以開誠布公、公正中肯的態度對待當事

人。 

7.02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問的利益衝突 

事務律師必須為當事人的 佳利益行事，不得將自己置於本身利益與本身

對當事人、準當事人或潛在當事人的責任出現衝突或相當可能出現衝突的

境況。 

評折 

本原則不但適用於事務律師在某項交易中持有個人利益的情況，而且

同樣適用於該律師的合夥人或該律師所屬律師行的僱員持有該等利

益的情況。 

2 事務律師亦必須考慮其家庭關係、其他個人或感情關係或他所持有的

任何職位、任命或股份是否抑制他恰當和公正不倚地向當事人提供意

見的能力。 

3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存有受信關係，因此該律師不得利用當事人獲

取利益，也不得在該律師與當事人存在或相當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情

況下代表當事人。舉例說，几事務律師向當事人出租或出售財產、或

從當事人處購買財產，或向當事人貸款或從當事人處借款規師[1必會

涉及潛在利益衝突。在這些情況下，除非當事人取得獨立意見，否則事

務律師不得進行有關交易。事務律師應當明白，獨立意見不僅指法律

意見，在適當情況下亦包括另一專業的成員（例如特許測量師）的專

業意見。 

4 事務律師凡代表物業買方，不得向該方施加任何壓力，使該方向該律

師所選擇的貸款人申領貸款（請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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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律師在其受委聘處理的事宜完成或告終前，不應與當事人或準當

事人達成任何協議或共識，藉既在發布該事宜的權利上獲取利益。 

6 假如事務律師是他所代表的公司的董事或股東，則他被要求就該公司

己經或應當採取的步驟而提供法律意見時，必須考慮自己是否身處利

益衝突的境況。該律師可能有必要辭任該公司的董事，或該公司可能

有必要委聘另一名事務律師就有關事宜向該公司提供意見。 

7 原則上，只要符合下列條件，律師行同意收取當事人公司的股本以代

替律師費的做法無可厚非 

（必 該律師行的帳單所列的金額可予量化曉貨幣單位表達以及公平

合理； 

(b） 當事人獲告知有需要就給予股本u代替支付律師費的建議是否

可取而尋求獨立意見；及 

(c） 該律師行不得在收購當事人公司股本的交易中擔任代表律師，並

應留意，該律師行持有當事人公司股本一事可能會影響該律師行

日後與當事人公司的業務往來，更可能危及該律師行的獨立性和

誠信以及該律師行為當事人的 佳利益行事的責任。 

7.03 徹底披露 

凡事務律師在其代表當事人處理的交易中持有或可能獲得個人利益或權

益，該律師必須絕對坦率地披露該情況。該披露應以當事人能夠明瞭的方

式作出，並 好以書面方式作出（請參閱原則 2.07 評析 3）。 

7.04 秘密利潤 

事務律師不得賺取秘密利潤，並必須向當事人徹底披露所收取的任何此等

利潤。該律師只能在得到當事人同意下保留此等利潤（請參閱原則 2.07 
評析 3）。 

壽！折 

本原則亦涵蓋事務律師所收取的其他利益，例如當事人帳戶的利息，以及

從保險公司和其代理人、股票經紀或地產代理收取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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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 當事人的讀贈 

事務律師必須向任何送禮給他的當事人表明該人並無義務向他送贈任何

東西。除非當事人己就有關鏡贈獲取獨立意見，否則事務律師必須拒絕收

取任何因其事務律師身份而獲贈的價值不菲的禮物。事務律師不得作出任

何可能被理解為邀請或要求當事人送禮給該律師的行為。 

本原則延伸至涵蓋任何向事務律師的合夥人、僱員、親人作出或以其他方

式間接為該等人士的利益而作出的讀贈，以及任何來自前當事人及當事人

的家庭成員的韻贈。 

‘男獅＝ 

假如當事人有意於在世時或透過遺囑向事務律師或其合夥人、職員或

上述人士的家庭成員送禮，而該禮物本身價值高昂或在考慮到當事人

產業規模、當事人的經濟能力和準受益人的合理期望下屬於價值高昂

則有關律師必須堅持要求當事人就該績贈尋求獨立意見，而倘若當事

人拒絕如此行，該律師便必須拒絕接受該鎖贈。 

2 在個別情況下，立遺囑人可能希望將其全部或大部份遺產留給事務律

師，讓該律師能按照當事人己藉口頭或書面方式知會該律師的意願又

或斗秘密信託方式處理該筆遺產。只要該律師不會因上述情況而獲得

個人經濟利益，該律師毋須確保立遺囑人取得獨立意見。不過，該律師

應當保存立遺囑人委託該律師擬備有關遺囑的指示，亦應確保此等秘

密信託的條款詳列在一份經由立遺囑人簽署的文件中。 

3 事務律師應時刻對任何威脅其獨立性或誠信的情況保持警覺。請參閱

州〞師黝業總梟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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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保密 

8.01 保密責任 

1. 當事人與事務律師進行保密通訊的權利 

2． 基本保密原則 

3． 事務律師轄下的職員 

4． 保密責任無限期生效 

5． 在未經授權下披露資料 

6. 資料的保密與法律專業保密權 

7. 警方的要求 

8． 只有當事人可放棄其特權 

9． 關於刑事罪行的通訊 

10． 按照法例規定而披露資料 

11． 只有在法院命令顯然凌駕法律專業保密權時才可披露受 

特權保護的資料 

法律專業保密權與資料保密之問的分別 

12． 保密責任在當事人去世後繼續生效 

13． 遺囑的保密 

14． 對透過律師會提出的查詢作出回應 

15． 在得到當事人授權下披露資料 

16． 在有理可據下披露資料 

17． 事務律師對於申索提出抗辯 

18． 聯營律師行 

19． 共用服務設施的固有風險 

20． 僱用不合資格員工 

21. 不披露聘用安排 

22. 避免隨便進行通訊 

23. 屬公開資料的當事人事宜 

24.&25．共同聘用事務律師 

26． 在處理項目物業轉易事務時面見當事人 

27． 律師行的合併 

28． 轉換僱主 

29． 不披露當事人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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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明信片 

31． 電子通訊 

32． 在銷毀當事人檔案時不得違反保密責任 

33． 出售帳面債項 

34． 將披露資料一事告知當事人 

35． 在香港存放實體檔案 

8.02 利用資料獲取利潤 

1． 	受信關係 

2.&3． 違反受信責任 

8.03 向當事人傳達資料的責任 

1． 違反責任的後果 

2． 不得向一名當事人披露另一名當事人的資料 

3． 來自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機密資料 

4． 披露責任的例外情況 

5． 誤傳的通訊 

6． 閱讀文件的事務律師的責任 

7． 法例規定可能凌駕責任 

8.04 調解內容的保密 

〞分 

會員通告 04-320 	「刑事訴訟一就會員應採取何等步驟既確保與當

事人會面的內容得曉保密的指引」 

會員通告 08-59 	「反清洗黑錢活動」 

會員通告 08-36 1 	「執業指引 Pi 

會員通告 08-362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認同執業指引 P（經由理事會

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修訂）第 86 段」 

會員通告 08-756 	「對執業指引 P 的闡釋」 

會員通告 09-360 	「反清洗黑錢活動」 

會員通告 12-43 8 	「遺囑查察」 

會員通告 07-767 	「與本地律師行、外地律師行及海外律師行建立的

組織及聯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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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通告 02-25 	「在處理項目物業轉易事務時藉同時面見多名當事

人而違反保密責任」 

會員通告 12-475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一參閱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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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保密責任 

對於事務律師在專業關係持續期間獲得的所有涉及當事人業務和事務的

賓料，該律師有法律及專業責任嚴格予以保密，且不得透露該等資料，除非

當事人明確或默示授權作出披露、或法律規定須作披露，或當事人明確或

默示免除上述保密責任。 

〞獅＝ 

1. ( 莽岔少第 35 條述明當事人有權得到保密法律諮詢（請參閱會員通

告 04-320) 。 

么 事務律師如要有效地為當事人提供專業服務，便先要能與當事人進行

全面和毫無保留的溝通。與此同時，當事人必須感到安全和可曉全無

顧慮地與事務律師溝通，意思是，即使當事人沒有特別提出相關要求

或指令，該人向該律師披露或與該律師討論的事項都會得到絕對保

密。 

3． 這項責任亦延伸至涵蓋事務律師轄下的職員，不論他們是否獲認許為

律師。事務律師有責任確保其員工遵守保密責任。 

4． 事務律師毫不例外地對每一名當事人負有這項保密責任。該責任不會

隨著雙方專業關係的結束而告終，即使該律師停止代表當事人，該責

任仍無限期生效，不論雙方是否出現分歧。 

5． 在未經授權下披露當事人機密資料的事務律師，不但可能要面對紀律

程序，在某些情況下更可能會遭到當事人呱誤用機密資料為理由而提

出民事起訴，么致事務律師負上法律責任。 

氏 假如法院下令事務律師披露某事項，則該律師必須照辦。假如手令准

許警員或其他機關檢取機密文件夕則事務律師應當遵從該手令的條

款。不過，事務律師徜若認為有關文件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或認

為法院基於某些其他理由不應頒發有關命令或手令，便應尋求當事人

的指示，而假如當事人發出相關指示，該律師應在沒有不合法地阻礙

執行該命令或手令的情況下申請將該命令或手令撒銷。 

7． 警方或會要求事務律師提供他在代表當事人期間所獲取的資料或文

件。除非當事人己放棄保密權，否則該律師應當堅決要求獲給予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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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院命令、證人傳票或傳召出庭令，讓該律師能在適當情況下提

出有關資料或文件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u及將此問題交由法院定

奪。 

8． 當事人有權拒絕向任何人（甚至包括法庭）披露該人為取得法律意見

而與其代表事務律師進行的機密通訊。這項拒絕披露資料的權利乃屬

當事人所享有的特權，因此只有當事人才可將之放棄。事務律師必須

代表當事人維護和堅稱該特權。除非己取得當事人同意或相關法庭命

令，否則事務律師無權單方面放棄當事人的特權。 

9． 當事人在犯罪前或持續犯罪過程中為了取得指引或協助而向事務律

師發出的通訊，不屬機密資料，亦不受法律專業保密權涵蓋，因為該等

通訊己超出專業委聘安排的範圍。 

10. 在某些情況下，事務律師須按照法例規定披露資料，例如州泌公諾霹犛

風) （香港法例第 201 章）、 J展折務辭風p （香港法例第 112 章）既

及付浴伊辦業者犛風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A、 8AA、 8B(2）條

及第 hIA 部。關於反清洗黑錢活動的規定，請參閱 儷蒙 (道討 -7y I 盧

犛鏗少（香港法例第 405 章）、 不首〕留識發嚴虜罪方療勿切（香港法

例第 455 章）、了礦合酋（女恐舫古唐殲蘑) 療勿學（香港法例第 575 

章）、律師會執業指引 P, 呱及律師會會員通告 08-59 08-361\ 08-362. 
08-756 及 09-360。 

11. 事務律師如要按照法律或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要求披露資料，務應小

心避免披露任何本來毋須披露的資料。應注意，上文提述的各項反清

洗黑錢活動的規定，特別把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涵蓋的資料一即在

預期出現法律程序下擬備或給子的法律意見和相關文件，又或與法律

程序有關而擬備或給予的法律意見和相關文件一豁除於披露責任

之外。然而，此等規定並無豁除披露純屬機密的資料的責任，而對於未

有按此等規定披露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者么外的資料的事務律師， 

並無法定抗辯理由可供運用。 

除非法例或法院命令顯然凌駕法律專業保密權而不只是凌駕保密責

任，否則事務律師不應被露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 

關於法律專業保密權與資料保密之問的分別，請參閱案例香勝盾虜清‘ 

〞公司對文霪動 [2009] 2 HKLRD 274（終審法院案例）及 Pang Yiu 

Hung Robert v Commissioner 了Police [2002] 4 HKC 579 所作的撮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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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當事人有限度地放棄特權，請參閱案例 Citic Pacflc Ltd.v 

Secretary戶r Justice&Anothe叔2012] HKCU 685。 

12. 即使當事人去世，把其事務保密的責任仍然生效，而准許披露或拒絕

披露有關資料的權利，將轉由當事人的遺產代理人行使。 

13． 由事務律師擬備的遺囑，其內容在法庭授予遺囑認證書之前不應予以

披露，除非該披露乃是向遺囑執行人作出或己得到該人的同意。 

14. 律師會認為，立遺囑人去世後，持有遺囑或其副本的事務律師為回應

透過律師會提出的查詢而披露他持有遺囑一事呱及遺囑簽立日期，並

不違反保密責任。然而，該律師進而向任何人披露遺囑的內容和遺囑

所指名的遺囑執行人的身份之前，必須尋求該遺囑執行人的指示。（請

參閱會員通告 12-438。） 

15. 事務律師可在得到當事人明確授權下透露機密資料；在某些情況下， 

當事人可視作己默示授權透露機密資料。舉例說，在代表當事人進行

的訴訟中，所交付的狀書或其他文件的內容或有必要披露某些機密資

料。此外，除非當事人另作指示，否則事務律師可將當事人的事務告知

同一律師行內的合夥人、事務律師及（如有必要）律師斗外的員工， 

例如秘書和負責存檔文件的文員。這種容許披露資料的默示權限，令

有關律師行有責任確保其律師和員工曉及可能與該律師行有聯繫的

任何律師行的律師和員工謹記不得向其他人披露有關資料（不論在受

僱期間還是終止受僱後）的重要性。 

16. 在特殊情況下，假如事務律師相信有必要披露資料馱防止當事人或其

他人犯罪或繼續犯罪，而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罪行確實涉及或相當可

能導致誘拐他人或對他人施曉嚴重暴力（包括虐待兒童），則該律師

可違反保密責任而披露相關資料。但即使如此，該律師仍必須作出專

業判斷，決定是否有其他方法防止有關罪行發生；如果沒有其他方法， 

必須衡量保護身陷險境的人士免受嚴重傷害的公眾利益是否較該律

師對當事人負有的責任更為重要。 

17. (a） 其他可曬支持披露機密資料的理由，包括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呱

及對於不良行為或不當行為的指控提出抗辯；但在此等情況下， 

事務律師只能披露為達到上述目的而合理地必須披露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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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如面對刑事檢控或民事申索（包括為確定是否有權獲專業彌償

計劃彌償而進行的調查）的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為提出抗辯

而合理地必須披露相關資料，或假如事務律師的專業操守受到律

師會或律師紀律審栽組調查，則該律師可披露本屬機密的資料。 

18． 根據‘右伊數業者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39C 條或州〞師黝

業銀〞z／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1A 條建立組織或聯營

組織而且共用辦事處、設施、管理制度和僱員的律師行，必須告知當

事人，就任何關乎利益衝突和資料保密的操守規則而言，該等律師行

將被視為單一間律師行。各間律師行如不願意自視為單一間律師行， 

不得共用辦事處、設施、管理制度和僱員。請參閱會員通告 O7-767。 

19．假如事務律師或律師行與另一人或另一業務共用獨立承辦商所提供

的辦事處設施（例如電腦、設備或打字服務），則可能產生資料保密

的問題。事務律師只應在能夠確保當事人事宜資料持續得到嚴格保密

的情況下使用該等設施：請參閱執業指引 D.50 

20. 除非得到理事會批准，否則律師會禁止事務律師僱用定期受僱於另一

名事務律師的不合資格人士：請參閱 州舉師黝業綢馴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B 條。 

21. 作為總則，事務律師不應披露某人曾就某項具體事宜向該律師徵詢意

見或某人曾聘用該律師處理某項具體事宜。不過，當事人所發出的通

訊若然是公眾可取覽的紀錄的一部份，便不屬於機密資料，例如事務

律師受某指名當事人委聘處理爭訟事務一事，儘管其所涉及的事務種

類可能受保密責任約制。 

22. 事務律師應避免隨便與別人（甚至包括本身的配偶或家人）談論或通

傳當事人的事宜，亦應避免就此等事宜說長道短，即使沒有指名或既

其他方式識別當事人，情況亦然。同樣道理，事務律師不應將無意中聽

到或從他人口中得知的關乎當事人業務或事務的謠言或資料向其他

人覆述。撇開專業考慮不談，隨便的對話或通訊可能令有關當事人的

利益受到損害。 

23. 即使某些闋於當事人事務的事宜己是眾所周知，事務律師亦不應參與

對當事人事宜的揣測或對之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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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事務律師必須向當事人說明，任何關於委聘的資料均須徹底地向每一

名屬於委聘方的當事人披露。假如事務律師收到來自共同委聘他的當

事人的資料，則該律師須取得所有當事人同意，方能免受保密責任約

束（另請參閱原則 9.04 評析 1) 。 

25. 假如事務律師同時代表兩名或斗上當事人，並就一項獨立事宜代表其

中一名當事人，則對於該名當事人就該項獨立事宜向該律師提供的資

料，該律師不得在未經該名當事人同意下向其他當事人披露該等資

料。 

26. 事務律師在處理頂目物業轉易事務面見多名當事人時，必須確保採取

措施以保護每名當事人的機密資料（請參閱會員通告 02-25) 。 

27. 假如兩問或以上律師行進行合併，則當中每一間律師行在代表本身的

當事人期問獲取的資料，將被假定轉歸合併後的新律師行。關於新律

師行的當事人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請參閱原則 9.04 評析 6。 

28． 由一間律師行轉投另一問律師行工作的事務律師，不得在未經前當事

人同意下將關於該名前當事人的事務的資料轉告新律師行的當事

人。另請參閱原則 8.03 及 9.02。 

29. 事務律師不得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人的地址。假如事務律師被

問及當事人的地址，則出於禮貌，該律師可提議詢問者致函當事人並

註明請該律師轉交，然後由該律師把該信函轉遞至當事人 後為人所

知的地址。 

30．事務律師若然畝明信片方式確認收妥某些通訊，便必須小心確保該明

信片上不載有任何機密資料。使用全無遮掩的明信片之舉不值得鼓勵， 

較佳的做法是使用可摺疊封口或曬其他方式穩妥地遮蓋內容的卡片。 

31. 本原則延伸至涵蓋電子通訊（另請參閱原則 1.07) 

32. 事務律師在銷毀當事人檔案時，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監管措施，以確保

不違反保密責任（請參閱會員通告 12-475 及 08-361) 。 

33. 考慮到事務律師帳單載有敏感資料的性質以及可能產生違反保密責

任的危險，事務律師不應將其帳面債項出售予代理商。此等代理安排

亦可能導致違反了〞廠勿業想〞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 
第 4 條的規定：請參閱原則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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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事務律師一旦已披露當事人資料，應從速將此事告知當事人。 

35． 按照執業指引 D.7(6）的規定，實體檔案必須在香港存放。 

8.02 利用資料獲取利潤 

事務律師不得利用他與當事人的專業關係持續期間所獲取的關於當事人

歸和事務的機密資料，以期為該律師本身賺取利潤。 

〞折＝ 

1.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受信關係，禁止事務律師使用任何此等機密

資料，曉期為該律師本身或第三方帶來利益或令當事人蒙受不利。事

務律師倘若從事寫作活動，例如撰寫自傳、回憶錄或相類作品，應避免

披露機密資料。 

2． 事務律師若然違反受信責任，除了可能要承擔法律責在，向當事人作

出交代外，還可能要面對紀律行動。 

3. 欲知關於事務律師受信責任的詳情，請參閱第七章。 

8.03 向當事人傳達資料的責任 

事務律師有責任將所有與他獲委聘處理的事宜有關的資料告知當事人曉

及使用該等資料，不論該等資料來自何處。不過，該責任不適用於若干例外

情況。此外，在某些情況下，法規將凌駕該責任。 

〞病： 

1. 違反這項原則的事務律師，在某些情況下大有可能會被起訴，亦有可

能要面對紀律行動。 

2． 事務律師應小心避免向一名當事人披露關於另一名當事人或從另一

名當事人處收取的機密資料。假如有合理可能須作出該等披露規惇

務律師應拒絕接受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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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事務律師不欲向對方當事人披露的機密資料，該律師不得試圖向

對方當事人的代表事務律師傳達該等資料。同樣地，對方的代表事務

律師應拒絕在不會披露機密資料的基礎上接受或收取該等資料。舉例

說，假如向對方代表事務律師發出的信件披露機密資料，則即使該律

師向其當事人透露該信件的內容，發信人也不能投訴。 

4． 在某些情況下，事務律師披露所收到的資料，可能會影響當事人精神

或身體狀況，從而對該人有害。因此，對於例如表示當事人患有絕症的

醫生報告等資料，事務律師有必要考慮披露該等資料是否符合當事人

的利益。 

5． 事務律師不應試圖取覽屬於對方或旨在向對方發出的私人通訊或文

件，亦不應試圖從中取得資料。這包括不拆開或閱讀任何並非曉該律

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為收件人的信函。 

6． 假如在文件透露程序中或在其他情況下，事務律師明知對方錯誤地向

他披露了某些文件，則他必須立即停止閱讀該些文件、告知對方曉及

退還該等文件，且不得為該等文件印製副本。該律師應將情況通知其

當事人，並告知當事人，若然他們公然使用從該等文件中得到的任何

資料，法院相當可能會發出強制令加斗阻止，而該律師和當事人可能

會被下令支付與該強制令有關的訟費（請參閱案例 English and 

American Insurance Company Ltd v Herbert Smith [1988] FSR 232, 

【 1987] NLJLR 148、A b/itt v Mills&Reeve (a戶rm) [1995] TLR 635、 

Guiness Peat Properties Ltd v Fitzroy Robinson Partnersh胡 [1987] 2 All 

ER 716 及 Pizzey v Ford Motor Co Ltd [1993] The Times, 3 月 8 日（英

國上訴法院） ) 

7． 上述責任可被反清洗黑錢活動的規定凌駕（另請參閱原則 8.01 評析 

10) 。 

8.04 調解內容的保密 

對於以調解員身份行事的事務律師在調解過程中取得的任何機密資料， 

除非得到調解其中一方的明確同意，否則該律師不得向調解另一方或任何

其他人披露該等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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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8.01評析1 

會員通告 04-320 	 2004 年 7 月 26 日 

刑事 

刑事訴訟－ 

就會員應採取何等步驟 

以確保與當事人會面的內容得以保密的指引 

1． 律師會轄下刑法及訴訟程序委員會近期留意到，在若干情況下，刑事

案件中的當事人被剝奪向怯律代表徵詢私人及保密法律意見的權利。 

當夢人 7響刃鴻弓岔了法伊磬諍膚曆劍 

么 律師會欲提醒會員，刑事司法制度下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當事人」有

權尋求和取得法律意見，同時確切地明白到無人能迫使當事人或其代

表律師在違背當事人意願下透露相關通訊的內容。這項本來由普通法

賦予的當事人權利，現己得到 州基才法‘第 35 條確立。 

3． 會員既及其僱員均有責任保護當事人的機密資料（請參閱了香者事務

舉師事業虜居宇指馴少第一冊，原則 8.01)。他們一旦違反該責任，將可

能面對紀律程序。 

爛辟游淋琿才句今步〞〞才虜騰當事大膚樓療胄非7吋指馴 

中 因此，會員為履行其專業責任，必須採取一切所需步驟，曉保護當事人

的機密資料。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會員與受羈押的當事人（不論該人被還押在執法機關辦事處、懲

教機構還是法院）進行會面前，必須確保沒有其他人身處可耳聞會

面內容的範圍內。會員應當明白，即使某人只是無意中聽到受保密

權保護的對話，該人仍可就該對話作供，除非有良好理由說服法院

將該等證供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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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人員及懲教署人員必須獲告知，事務律師與當事人的會面不

會在該等人員在場下或他們身處可耳聞會面內容的範圍內進行。 

假如該等人員基於任何理由而堅持在場，則事務律師應拒絕會見

當事人、把不應進行會面的理由記錄在案、向當事人解釋該情況

么及要求當事人簽署有關紀錄州限如會面本應在警署內進行，則事

務律師應向當值人員作出投訴曉及要求該人員把該投訴記錄在

案。同樣地，假如會面本應在警署么外的其他地方進行，則事務律

師應向該地方的適當人士作出投訴。 

● 假如執法人員或懲教署人員表示他們有必要在場，曉期保護事務

律師免受有暴力傾向的當事人襲擊，則該律師可能要簽署責任免

除書，馱免除有關當局在該律師一旦受到襲擊時本要承擔的任何

法律責任。 

● 即使有關人員表示當事人可能會試圖逃走，事務律師仍有責任確

保會面在內容得到保密的情況下進行。該律師應堅持在一個毋須

其他人在場的安全房問內會見當事人。 

S． 律師會欲強調，除在會面內容得到保密的情況外，事務律師不得會見

當事人。若然因資料保密原則可能受到破壞而無法與當事人進行會面， 

則事務律師除了作出上述第 4 段所提及的投訴外，亦應把投訴所涉的

事宜知會律政司司長以及（假如當事人正受羈押）負責處理案件的法

院。這類投訴可能關乎訟費問題及／或在日後法院程序中就豁除證據

或停止進行案件而提出的辯據。 

6． 會員固然必須竭力維護當事人的權利，但同時亦必須時刻u有禮和專

業的態度行事。事務律師在尋求維護當事人的權利時向有關人員作出

的任何說話， 終可能在審訊中成為證據。未經深思熟慮而作出的過

份言論和威嚇，大有可能造成尷尬，一般來說亦只會適得其反。 

壽久弄膩 

7． 在執法機關有意安排認人手續的情況下，缺乏機會與當事人進行保密

會面的問題可能尤為顯著。在這種情況下，事務律師應在有關人員在

場下告知當事人： 

● 當事人如不同意，將毋須參與認人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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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當事人不同意參與認人手續，執法機關可能會嘗試藉其他方

法認人，例如直接與證人見面或群組認人。 

8． 假如當事人在得到第 7 段所述的意見後表示同意參與認人手續，則事

務律師應把既下事實記錄在案，即當事人己獲告知其不一定要參與認

人手續、當事人明白該點么及當事人仍決定參與認人手續，並應要求

當事人簽署有關紀錄。 

在認人手續進行期間，除非當事人己表示事務律師毋須繼續提供服務， 

否則該律師應一直在場、留意任何可能出現的不合常規之處么及按照

能保障當事人利益的方式對該等不合常規之處作出回應。 

9． 假如當事人不欲在未有事先與事務律師進行保密會面的情況下參與

認人手續，則該律師應當 

● 把當事人的意願記錄在案，並要求當事人簽署有關紀錄； 

● 要求主管詔人手續的人員延期舉行該手續，直至該律師有機會與

當事人進行保密會面為止； 

● 要求把上述要求記錄在認人手續紀錄冊內； 

● 把上述要求及該主管人員的回應記錄在案。 

10. 假如當事人不欲在未有事先與事務律師進行保密會面的情況下參與

認人手續，而主管認人手續的人員拒絕延期舉行該手續，並表示將嘗

試採用其他認人方法，則該律師應當 

● 建議當事人不參與認人手續； 

● 向主管認人手續的人員表明當事人因不獲給予機會與該律師進行

保密會面而不同意參與該手續，並要求把該情況記錄在認人手續

紀錄冊內； 

● 向該主管人員表明當事人在審訊時可能既其曾被剝奪與該律師進

行保密會面的權利為理由而反對法院接納有關認人證據，並要求

把該情況記錄在認人手續紀錄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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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上述向該主管人員提出的要求及該主管人員的回應記錄在案， 

並要求該主管人員簽署有關紀錄； 

● 向律政司司長及／或負責處理有關案件的法院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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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 曹防〒 10 

會員通告 08-59 	 2008 年 2月 5 日 

反清洗黑錢活動 

1. 律師會己於 2007 年 12 月 3 日發出執業指引 P 連同一套關於打擊清洗 

黑錢及資助恐怖份子的活動的指引。如欲參閱或索取執業指引 P，請 

點擊此處。 

2． 執業指引 P 的內容包括： 

表列律師行在辨識當事人和核實其資林盡職審查當事人及備存 

紀錄等方面必須遵守的各項強制性規定； 

撮述關於打擊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份子的活動的現行法例； 

述明律師行所須遵行的基本方針和程序； 

探討關乎法律專業保密權、當事人資料保密、訴訟、民事法律責 

任及保密協議的法律議題； 

列舉有助顯示可疑交易的指標和高風險範疇；及 

就匯報可疑交易提供指引。 

3． 律師行為每名當事人而開立的每個檔案，都必須記錄律師行就辨識當

事人和盡職審查當事人而曾採取的步驟，而該等紀錄須予保留。律師

會己經建議把檔案保存一段指明時期。為了把管理己完結檔案所涉的

行政工作減至 少，上迷紀錄的保留期與己完結檔案的保留期相同， 

即： 

(a） 物業轉易事宜一 15 年； 

(b） 租務事宜一 7 年； 

(c） 其他事宜（刑事案件除外）一 7 年；及 

(d） 刑事案件一自任何上訴期限屆滿之日起計 3 年。 

4． 執業指引 P 的所有內容自其發出之日（即 2007 年 12 月 3 日）起產生

建議性效九該執業指引下的列表 A 及第 18 至 28 段原本旨在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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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 日起產生強制性效力，但為了給予會員更多時問作出所需調

整歐確保遵守強制性規定，理事會己議決把生效日期由 2008 年 3 月 1 

日推遲至 2008 年 7 月 1日。 

5， 自2008 年 7 月 1日起，任何在香港執業的律師行、事務律師或外地律

師如不遵守強制性規定，將可能面對紀律程序（請參閱 (c/香蒼事務〞 

師事彭騷守1指馴少第十六章）。此外，律師行如不遵守執業指引 P 的

規定，將面對另一風險，即被懷疑有份從事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份子

的活動，這將導致該律師行遭到刑事檢控畝及其聲譽嚴重受損，後果

堪虞。 

6．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7-7260 



第八章一貧料約保密 125 

原則 8.01 評析 10 及 32 

會員通告 08-361 	 2008 年 6月 30 日 

執業指引 P 

1． 律師會理事會己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議決藉下文中下劃線所示方式修

訂執業指引 P 第 24 及 86 段． 

[24． 所有檔案一包括與交易有關的所有文件呱及為辨識當事人

和盡職審查當事人而取得或製備的紀錄一均應予保留，呱便

檢索關於辨識當事人和盡職審查當事人的資料現行會員通告 

02-3 84 所載述的建議應予遵守。各類具體交易的檔案的保留

期如下： 

24.1 物業轉易事宜一 15 年； 

24.2 租務事宜一 7 年； 

24.3 其他事宜（刑事案件除外）一 7 年；及 

24.4 刑事案件一自任何上訴期限屆滿之日起計 3 年。 

上述保留期亦適用於為有關檔案或交易而收集的個別當事人

身份識別文件，包括香港身份證及護照。」 

[86． 凡有可能，應查閱有關文件（例如個人的身份證或護照或公司

或其他法律實體的法團註冊證書或登記證書）的正本，曉核實

有關人士的身份。假如無法取覽文件正本，則應從可靠的獨立

來源取得該等文件的副本（例如經由妥受監管的專業人士核證

的副本）。律師行、事務律師及外地律師須為個別當事人的身

份識別文件印製副本或收集該等副本個別當事人的身份識別

文件副本，包括香港身份證及護賤所有此等文件的副本，均須

作為紀錄而予斗備存。此外，一個可取的做怯是記錄於何時查

閱有關文件的正本曉及於何時印製副本。」 

2． 經修訂的執業指引 P，將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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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員通告 08-363 己附有執業指引 P 下相關段落的替頁，哄供插入 (香

莊夢務律師事業竇宇指馴少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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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評析 10 

會員通告 08-362 	 2008 年 6月 30 日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認同 

執業指引 P（經由理事會 

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修訂）第 86 段 

根據《身2，翁聽籲安真世身汾付鬢貧務寺撤0 （下稱「(姨馴月）第 

3.2.2.2 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己經認同，執業指引 P（關於打擊清洗黑

錢及資助恐怖份子的活動的指引）（經由理事會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

修訂）第 86 段下要求律師會會員頗收集其當事人的身份證副本的規

定乃符合了復人貧料 (名原夕膚風p （香港法例第 486 章）下的保障

資料第 1 原則。 

2． 根據 (守騙刃第 3.2.2.2 段，律師行、事務律師及外地律師獲准為遵守

執業指引 P 第 86 段所載的規定而收集他們的當事人的身份證副本， 

而該規定己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以書面方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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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評析 10 

會員通告 08-756 	 2008 年 12月 1日 

對執業指引 P 的闡釋 

1. 辨識當事人與核實當事人身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辨識當事人是指

事務律師每當被聘用時，為了知道當事人是誰而須取得和記錄的關於

當事人的基本資料，包括他們的姓名或名稱、地址、電話號碼、職業

等等。核實當事人身份是指事務律師為了確認當事人擁有其所指稱的

身份而須取得的資料 0 

2． 只有當事務律師在執業指引 P 第 20 段所述的任何情況下代表當事人 

（不論該人是否首次聘用該律師）或代表當事人嶺出指示之時，該律

師才須核實當事人身份。該等情況包括： 

(i） 金融交易（例如買賣不動產業、業務、公司、證券及其他資產和

財產） 

(ii）管理當事人的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 

＊純粹操作當事人帳戶，一般不會被視為「管理當事人的金錢儿

然而，假如事務律師曉當事人的代辯人身份行事，則這或會被視

為「管理當事人的金錢儿 

(iii）管理銀行或證券帳戶； 

(iv）成立、構建、重組、營運或管理公司及其他實體； 

(v） 清盤個案及稅務法律諮詢； 

(vi) 涉及曬保存人或第三者代理人身份保管資金或透過其銀行帳戶

轉移資金的其他交易。 

在此等情況下，事務律師亦必須按照執業指引 P 第 102 至 107 段，就有

關交易對當事人進行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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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業指引 P 第 85 至 97 段己就辨識當事人及核實其身份的程序和方針

提出建議。 

4. 2008 年 6 月 26 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根據此身費翁號殲夕真戀夕份付

號實務守仰妙第 3.2.2.2 段，對執業指引 P 下的相關規定表示認同。其

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於 2008 年 8 月 14 日去信律師會，並在信中附件 

A 澄清上述認同的範圍。 

5， 在遵守辨識當事人、核實其身份及盡職審查當事人等規定方面，執業

指引 P 採納了曬風險為基礎的處理方法。每間律師行可自由訂立 切

合本身需要的內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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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 評析 10 

會員通告 09-360 	 200，年5月 18 日 

反清洗黑錢活動 

會員通告 08-328 第 2 段訂明，於 2008 年 7 月 1 日前開立的檔案可獲

豁免遵守執業指引 P，條件是必須於 2009 年 6 月 30 日或么前遵守執

業指引 P0 

2． 理事會己決定，於 2008 年 7 月 1 日前開立的檔案暫免遵守執業指引 

P，直至另行通知。 

3． 律師會表明，對於 2008 年 7 月 1 日或斗後開立的所有新檔案，包括為

現有當事人開立的新檔案，會員必須按照執業指引 P 進行辨識當事

人、核實其身份及盡職審查當事人等程序。 

4．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8-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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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 評析 14 

會員通告 12-438 	 2012 年 6月 11 日 

遺囑認證 

遺囑查察 

1． 會員應注意，對於遺囑查察申請，除非其包含由有利害關係的人士妥

為提出的查詢，否則律師會將不受理。指定申請表格要求申請人律師

行表明其既何種身份提出申請。假如律師行並非代表該表格所指明的

各類通常具有利害關係的人士，即死者遺產的「遺囑執行人、遺產管

理人、受益人、債權人或債務人」，則該律師行應在該表格中清楚迷

明其當事人與死者遺產有何利害關係。 

如欲索取上述申請表格，請點擊此處。 

2． 律師會欲提醒會員下列各點： 

● 申請表格必須由代表律師行替當事人提出查詢的事務律師簽署。 

● 必須與申請表格一併提交由適當政府部門或當局發出的死亡證明

書副本。 

● 任何由適當政府部門或當局發出的外地死亡證明書副本，必須經

由事務律師核證為該證明書正本的真確副本。 

● 假如提供由適當政府部門或當局發出的死亡證明書曉外的文件以

支持申請，則申請人律師行必須同時提交確認書，么確認「該律師

行盡其所知所悉及所信，申請表格內指名為死者的人己經去世么

否則律師會將不「考慮」該申請。律師會如不信納申請表格內指

名為死者的人己被證實去世，可酌情拒絕接納該申請。 

● 提出查詢的律師行的身份將在每週發出的遺囑查察通知中披露， 

而有關律師行應事先得到當事人同意披露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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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不同律師行代表各名與同一份死者遺產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 

則該等律師行有責任就其當事人的事務直接互相聯絡；對遺囑查

察和查詢的任何回應都應直接向提出查詢的律師行作出，而不應

透過律師會秘書處作出。律師行如持有由每週發出的遺囑查察通

知所指名的死者簽立的遺囑、遺囑修訂附件或其他遺囑處置文件， 

不論正本或副本務請於 14 個工作天內直接與提出查詢的律師行

聯絡（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更新）。律師會欲提醒會員，他們在回

應查詢時須以應有的謹慎方式行事，么免違反他們向立遺囑人或

其遺產代理人負有的保密責任。 

● 假如律師會接納遺囑查察申請，則只有在律師會於星期三前收妥

所有相關文件u及申請人於同日前支付所需的 1,800 港元申請費

的情況下，律師會才將於緊接該日後的星期一發出遺囑查察通知。 

3．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12-23O。 



第八章一資料的保密 133 

原則 8.01 評析 18 

會員通告 07-767 	 2007年12月17日 

與本地律師行、外地律師行 

及海外律師行建立的組識及聯營組織 

假如兩閒律師行透過共用辦事處、員工及設施而建立緊密工作關係， 

則資料保密及利益衝突的問題可能隨之而生。 

2. 州法伊辦劈者犛勿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其附屬法例及律師會執

業指引均載有條文，指明律師行獲准透過以不同形式共用資源而建立

和維持的各類工作關係，既及規定該等律師行須採取何等措施曉應對

資料保密及利益衝突問題。 

香簷伊師療之〞 

3． 兩間或曬上香港律師行有 少一名共同事務律師的情況相當普遍。 

州舉師觀業趕〞乙／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把這種情況稱為 

「組織」（請參閱了舉師辦業銀劇妙（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 
第 1A 條）。 

4． 為確保公眾得悉這種組織關係存在，所涉的每一間律師行都必須按照

州舉師數業 AIj))（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B(2)(c）條訂

明的方式，在其箋頭提述該組識。 

5． 此外，為了把出現利益衝突的風險減到 低，除在若干例外情況外，兩

名或呱上既組織形式執業的事務律師不得在一宗有值代價的土地售

賣或其他土地處置交易中同時代表賣方及買方行事（請參閱州〞師聯

業閱〞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c 條）。 

6． 假如律師行組織內有至少一名共同事務律師屬於所有該等律師行的

共同股東合夥人，則該等律師行將獲准共用辦事處、員工及設施（請

參閱執業指引 D 第 5(3)(iii）段兀然而，只有在下列情況下，該等律師行

才應如此行： 



?3牌第八章一資料的保密 

(a） 就任何關乎資料保密和利益衝突的操守規則而言，該等律師行願 

意自視為單一間律師行；及 

(b) 該等律師行將據之而通知各自的當事人。 

香蒼 師療典右尸辦增〞〞戶療之〞 

7． 香港律師行與註冊外地律師行亦可建立緊密工作關係。香港律師行與

註冊外地律師行可獲准分擔費用、分享利潤及共用辦事處、管理制

度、僱員及設施，條件是雙方藉下列方式展示其對於該工作關係的承

諾和投入： 

(a) 建立聯營組織； 

(b) 在律師會註冊為聯營組織；及 

(c) 在聯營組織註冊後兩個月內訂立協議，訂明雙方將分擔費用、分

享利潤及共用辦事處、管理制度或僱員（請參閱州》必〞數業者犛

勿》（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39C 條）。 

8． 為確保公眾得悉這種聯營關係存在，所涉的每一問律師行都必須按照

了〞師數業瀕〞必（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B(2)(c）條及 

《辦增〞師數業趕鴕伊（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R）第 5(2）條訂

明的方式，在其箋頭提述該聯營組織。 

9． 只有在下列情況下，聯營組織內的律師行方可共用辦事處、管理制度

或僱員： 

(a） 就任何關乎資料保密和利益衝突的操守規則而言，該等律師行願 

意自視為單一間律師行；及 

(b) 該等律師行將據之而通知各自的當事人。 

香簷律師力典在香蒼翁療營業增點討廠辦舉師j!j界之廠 

10， 香港律師行與在香港沒有營業地點的海外律師行亦可建立包含下列

活動的緊密工作關係． 

(a） 相互轉介當事人； 

(b) 雙方之問暫調員工；或 

（。） 雙方進行技術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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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只要這種工作關係在所涉律師行之間屬於己經存在至少兩年或相當

可能存在至少兩年的持續合約關係，所涉的香港律師行便可按照州律

師數業麗〞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B(3)休）條訂明的

方式，在其箋頭提述該組織。 

12. 本會員通告須視為屬強制性。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O3-169。 

如有垂詢，請與律師會條例及指導部副總監聯絡（電話：2846 O5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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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 評析 26 

會員通告 02-25 	 2002 年1月 28 日 

物業財產 

在處理項目物業轉易事務時 

藉同時面見多名當事人而違反保密責任 

律師會理事會留意到事務律師在處理項目物業轉易事務時同時面見

多名當事人的做法，並認為這種做法本身構成違反事務律師的保密責

任。 

2． 會員應細閱和熟悉他們在了香蒼夢務律師事業竇守擋馴少第一冊原則 

8.01 下的責任，並應實行適當的預防措施，既免違反上述責任。 

3． 此等預防措施可包括： 

● 在開始同時面見多名當事人時表明，任何當事人如欲在資料保密

下與事務律師進行討論，將有機會在另一房間內單獨與該律師會

面。 

● 在同時面見多名當事人時向所有在場人士提供一般解釋，繼而建

議私下向有意接受該建議的人士提供個人資料詳情。 

何謂適當及充分的預防措施，可因情況而異，而會員應因應個別情況

行使他們本身的專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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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8.01評析 32 

會員通告 12-475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請參閱第五章 



第九章 

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 

9.01 避免衝突 

1． 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 

2． 如何構成衝突？ 

3． 相沖的責任 

4． 相聯律師行 

9.02 確實出現衝突或出現衝突的重大風險

怯院介入 

9.03 現有或前當事人與準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 

1． 與前當事人的衝突 

2． 事務律師本身感到尷尬 

主 夫妻 

4． 	家庭 

5． 貸款人和借款人 

6． 	合夥 

7． 	公司 

8． 刑事檢控 

9.04 現有的共同當事人 

1． 向共同當事人作出披露 

2． 共同聘用安排 

各名當事人的同意 

3.&4， 爭訟問題產生時的考慮 

5． 共同被告人之間出現衝突 

6． 律師行合併可能導致衝突 



第九章一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了， 

9.05 在物業轉易交易中同時代表買賣雙方 

1 第 Sc 條規則乃為強制性規定 

久 利益衝突 

3.&4 同時代表買賣雙方前須取得雙方同意 

9.06 	調解 

1 調解員不能隨後在同案中擔任代表事務律師 

2 調解內容的保密 

〞犛 

會員通告 07-767 	「與本地律師行、外地律師行及海外律師行建立的

組織及聯營組織」 一參閱第八章 

會員通告 11-610 	阿〞〞戶森業廣認劇》第 S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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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討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涉及機密資料或知悉的利益衝突問

題經常出現。關於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請參閱第七章。 

9.01 避兔衝突 

事務律師在道德上及法律上均有責任避免衝突。假如兩名或么上當事人的

利益有衝突或存在著出現衝突的重大風險，則事務律師或律師行不得接受

指示代表該等當事人。 

p折＝ 

1. 利益衝突可在現有當事人與準當事人之問出現、可在前當事人與準當

事人或現有當事人之間出現，也可在兩名或曉上現有當事人或準當事

人之聞出現。 

2． 己有不少司法判例解釋在普通法下如何構成「衝突」。基本上，衝突的

情況是指出現了若干因素，令事務律師對當事人負有的忠誠責任和保

密責任受到負面影響，么致該律師無法馱符合當事人 佳利益的方式

行事。 

3． 利益衝突亦可由相沖的責任產生，例如事務律師向一名當事人披露該

律師所持有的關於另一名當事人的機密知悉或資料。 

4． 對於根據‘）聳律數業者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39C 條或州常

師數業銀馴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1A 條建立組織或

聯營組織而且共用辦事處、設施、管理制度和僱員的律師行，就任何

關乎利益衝突和資料保密的操守規則而言，該等律師行將被視為單一

聞律師行（請參閱原則 8.01 評析 18 及律師會會員通告 07-767) 。 

9.02 確實出現衝突或出現衝突的重大風險 

假如在事務律師受聘用過程中確實出現利益衝突或產生出現利益衝突的

重大風險，則該律師不得代表或繼續代表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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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如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管有關乎前當事人且對後來另一名當事人

有用的機密資料，而該律師有責任披露該等機密資料，從而違反對另一名

現有當事人負有的保密責任，則法院若然信納相關機密知悉或資料被披露

的風險屬真實而非毫無根據，將介入情況斗阻止該律師代表上述後來另一

名當事儿請參閱英國上議院法庭案例 Prince 森戶i Bolkiah v KPMG 向戶r叫 

[1999] 2 AC 222。 

9.03 現有或前當事人與準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 

假如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在代表現有當事人或前當事人的過程中取

得關於該人的機密知悉或資料，而該律師如接受新的委聘指示將導致他有

責任披露或使用上迷有關機密知悉或資料，從而達反對原當事人的保密責

任，則該律師不得接受該委聘指示。 

〞折： 

1． 事務律師在未得到有關當事人同意下，不能披露該律師在代表現有當

事人或前當事人的過程中取得的任何機密資料：請參閱原則 8.O1。 

然而，事務律師或有責任告知另一名當事人所有對他們之間的委聘安

排具關鍵影響的事項：請參閱原則 8.03。因此，事務律師若然管有涉

及某名當事人、但同時確實或可能與另一名當事人有關的機密資料或

知悉，便無法斗符合該兩名當事人的 佳利益的方式行事，因為該律

師可能違反對該兩名當事人負有的相沖責任。 

2． 即使事務律師不持有相關的機密資料或知悉，假如他會因為代表某名

與現有當事人或前當事人敵對的人而感到尷尬，則他仍不應接受委

聘。 

舉例說，事務律師可能出於本身的感受或與當事人的友誼而感到尷

尬。不過，有闋人士或可由同一間律師行的另一名事務律師代表。 

3． 基於本原則，假如事務律師曾在某項對夫妻有共同利益的事宜上同時

代表夫妻二人，並在過程中取得和管有涉及他們其中一方的相關機密

資料和知悉，則該律師不得在相關婚姻或其他法律程序中代表另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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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如事務律師曾經同時代表某家庭的多名成員，然後被要求代表與該

批家庭成員的其中一人或么上敵對的人，則本原則適用。不過，假如事

務律師按照本原則有責任拒絕代表一名在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例如未

達法定年齡）的家庭成員，則該律師應盡一切合理努力曉確保該人得

到另一名事務律師代表；單單停止代表該人並不足夠。 

三 另一個可闡釋本原則的運作的例子是：假如事務律師曾在借貸安排

中同時代表貸款人和借款人，並在代表借款人的過程中取得涉及例如

借款人財政狀況的相關機密資料和知悉，則該律師隨後不應代表貸款

人就該項借貸向借款人追討欠款。 

6． 假如事務律師曾經代表某合夥業務或曾在該業務成立時擔任代表律

師，則除非該律師在該過程中不曾取得涉及個別合夥人或前合夥人的

相關機密資料和知悉，否則該律師不得接受委聘代表與該合夥人或前

合夥人敵對的人。 

7． 假如事務律師曾經代表某聞公司，亦曾分別接受該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哄個人身份委聘為代表律師，則該律師若然持有涉及與該公司、董事

或股東敵對的人的相關機密資料和知悉，便不得代表該公司、董事或

股東與該敵對方對訟。 

8． 在刑事審訊中擔任檢控工作的事務律師，不得接受委聘檢控曾在同一

或相關事宜中聘用該律師為代表的前當事人：另請參閱原則 10.14 評

析 4。 

9.04 現有的共同當事人 

一旦兩名或以上共同當事人之問出現利益衝突，則事務律師或律師行不得

繼續代表該等共同當事人。 

‘另折 

事務律師在同一事宜中接受兩名或么上當事人委聘前，必須告知各名

當事人下列各項：該律師被要求代表所有當事人；從其中一名當事

人收取的關於該事宜的資料，就其餘當事人而言不能被視為機密資

料；以及一旦各名當事人之間出現無法解決的爭拗，該律師將不能繼

續代表他們，甚或可能要完全抽離其受委聘處理的事宜。事務律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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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宜中接受指示代表兩名或畎上當事人時，宜取得各名當事人在

知情下的書面同意，曉確認他們完全知悉聘用該律師的基礎，特別在

本原則的背景下為然（另請參閱原則 8.01 評析 24) 。 

2． 假如事務律師與其中一名當事人有持續專業關係且經常代表該人行

事，則該律師應首先將此事告知另一名當事人，並建議該兩名當事人

各自委聘法律代表。假如在作出上迷披露後，所有當事人仍安於由該

律師代表，則該律師應當取得他們的同意（ 好是書面同意）或分別

致函每名當事人既記錄他們的同意。不過，假如能合理地預見在事宜

進行期間各名當事人之問將可能出現爭訟問題又或各名當事人的利

益、權利或義務將可能出現分歧，則即使所有當事人都同意由同一名

事務律師代表，該律師仍應避免代表兩名或曬上當事人。 

3． 假如相關當事人均己同意由同一名事務律師代表，而隨後他們或他們

之中部份人士之間出現爭訟問題，則該律師雖不一定不能在其他非爭

訟問題上向該等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但該律師如試圖在該爭訟問題

上向該等當事人提供意見，將屬違反本原則。在這情況下，該律師通常

應將有關當事人轉介另一名事務律師。然而，假如問題只涉及十分有

限的法律意見甚或完全不涉及法律意見（例如關乎建議中的商業交易

的業務問題而非法律問題），而各名當事人的商議能力沒有明顯失衡， 

則他們或可在該律師不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進行談判曉期解決該問

題。作為交替做法，假如各名當事人一開始已協定一旦出現衝突時將

如此行，則該律師可將其中一名當事人轉介另一名事務律師，而自己

則繼續代表另一名當事人。 

4． 假如事務律師己在某事宜或相關事宜中接受指示代表兩名當事人，而

隨後該兩名當事人之問出現利益衝突，則該律師必須停止代表他們， 

除非該律師能在不感到尷尬並能取得其中一名當事人的同意下繼續

恰當地代表另一名當事人。此外，該律師只有在代表一名當事人的過

程中不曾獲取和管有涉及該人的相關機密資料和知悉的情況下才能

繼續代表另一名當事人。但即使在這情況下，該律師仍應尋求該首名

當事人的同意（通常透過其新任代表事務律師尋求同意）；如不能取

得同意，便不應繼續代表該另一名當事人，除非沒有良好理由拒絕如

此行。本章所提述的「相關機密資料和知悉」並不限於當事人可能告

知事務律師的事宜，而亦包括該律師在受聘範圍內代表當事人的過程

中可能得知的關乎當事人的機密事務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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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如事務律師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同時代表兩名或匹上共同被告人，而

他們其中一人或曉上改變其答辯，則該律師必須慎重考慮他是否仍可

繼續代表任何一名被告人。舉例說，該律師在作出決定前必須謹記，假

如他對建議代表的一名或u上當事人負有的披露責任與他對其他當

事人負有的保密責任出現衝突，則他必須停止代表所有當事人。因此， 

該律師在答應繼續代表其中一名當事人之前，必須小心查證他所管有

的關於其他當事人的資料是否包含關乎該其中一名當事人的資料。 

6. 隨著兩間或曬上律師行進行合併，當中每一間律師行所代表的當事人

將透過明示或默示的委聘安排轉變而成為新律師行的當事人。在這情

況下，事務律師必須小心確保新律師行的當事人之問不存在利益衝

突。假如當事人之問存在利益衝突，則該律師行除非能在符合上文評

析 1 的前提下繼續代表其中一名當事人，否則必須停止代表他們任何

一人。 

9.05 在物業轉易交易中同時代表買賣雙方 

除‘拳康對桌瀕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C 條另有規定

夕卜，一名事務律師，或兩名或以上以合夥或組織的形式執業的事務律鹹不

得在一宗有值代價的土地售賣或其他土地處置交易中同時代表買賣雙方

行事。 

〞另折 

1. 第 SC 條第（1）款屬強制性規定，事務律師必須遵守；除非個別交易不

受第 SC 條涵蓋或受當中第（2)、 (3)、 (4)、 (5）或（6）款涵蓋，否則不遵循

第 5 C( 1）條乃屬專業不當行為。 

2. 儘管有第（2). (3). (4)、 (5）及（6)款的規定，但假如交易雙方或多方之

間出現利益衝突，則事務律師不得代表或繼續代表任何一方。事務律

師必須保持警覺，一旦發現有利益衝突的邇象，便必須停止代表各

方。事務律師亦應留意本身在原則 9.04 評析 1 及 2 下的義務。 

3． 假如事務律師在有關情況下可妥當地同時代表雙方，則該律師必須確

保雙方同意該安排，並必須遵守執業指引 A. 12 的規定。 

4． 另請參閱會員通告 11-610 呱及執業指引 A.9. A.9A. A.9B、 A.10-
A.11 及 A 車 12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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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調解 

事務律師可在一宗糾紛所涉的兩方或多方之間擔任調解員，但在這情況下， 

該律師必須向每一方清楚表明（ 好以書面方式表明），該律師的角色純

粹是化解各方之間的分歧。 

〞折＝ 

1. 一旦情況顯示有關糾紛無法解決，事務律師必頻停止參與其中，其後

亦不得就該糾紛而擔任其中任何一方的代表事務律師。 

2. 么調解員身份行事的事務律師，除非得到其中一方的明確同意，否則

不得向另一方或任何其他人披露該律師在調解過程中取得的任何機

密資料（另請參閱原則 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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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9.01 評析 4 

會員通告 07-767「與本地律師行、外地律師行及

海外律師行建立的組識及聯營組識」 

請參閱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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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9.05評析 4 

會員通告 11-610 	 2011年 8月 22 日 

物業財產 

綜合會員通告一 ‘舉娜樣美瀕馴‘第 5C 條 

於 2011年 8月 22 日更新 

本會員通告綜合各份關乎 i舉師鞠業趨馴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c 條下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交易各方規定的執業指引及其他指引。 

1． 	第 5 C( 1）條的適用範圍 

1.1 
	

第 5 C( 1）條禁止一名事務律師，或兩名或以上以合夥或組織的形 

式執業的事務律師，在一宗有值代價的土地售賣或其他土地處

置交易中同時代表賣方及買方行事。第 5 C(8）條進一步規定，第 

Sc 條適用於合計數目是二或多於二且作為同一律師聯合執業

事務所的成員而經營業務的事務律師或律師行。就本會員通告

的目的而言，在適用的情況下，對「事務律師」的提述將包括對

兩名或曉上既合夥或組織的形式執業的事務律師u及作為同一

律師聯合執業事務所的成員而經營業務的兩名或曉上事務律師

或兩間或曬上律師行的提述。 

1.2 各份執業指引己清楚表明，對於下列各類交易，考慮到其不尋常

性質，一項強制性規定是交易各方必須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 

● 執業指引 A2 一買賣興建中物業的權益，而該權益為期短

於根據有關政府批地書持有該物業的年期的整個剩餘部

份； 

● 執業指引 A7 一（在受到執業指引 A7 所述的條件規限下） 

買賣經分割的「住宅」單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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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業指引 AlO 一假如甲某出售物業予乙某、乙某將之轉售

予丙某，而甲某、乙某及丙某分別以賣方、確認人及買方

身份簽立買賣協議，則代表甲某的事務律師不得同時代表

乙某或丙某。 

1.3 在若干情況下，事務律師可代表交易的雙方或多亢該等情況包

括： 

● 涉及受託人及受益人的物業轉易交易； 

● 同意方案或非同意方案下的發展項目內的單位買賣、轉售

及轉購但須符合若干條件（詳見第 5C(2). (3)、 (4）及（勻

條）；及 

● 受第 5C(6）條下的例外條文涵蓋的情況。 

2. 第 5C(3)、 (4）及（5）條一法定聲明的經批准表格；買賣協議及轉售轉

購協議（於 2011 年 8 月 22 日更新） 

2.1 
	

如欲索取按第 5 C(3）條獲批准並經更新的法定聲明表格既及按 

第 5C(3)、 (4）及（5）條獲批准的各類協議表格，請點擊下列連結。 

各份表格於日後如有修訂，律師會將透過會員通告通知會員，而 

該等修訂將自相關會員通告所述明的日期起生效。 

● 第 5 C(3）條：法定聲明 

● 第 5 C(3）條：協議（未完成的發展項目） 

● 第 5 C(4）條：協議（己完成的發展項目） 

● 第 5 C(5）條：轉售轉購協議（未完成的發展項目） 

● 第 5 C(5）條：轉售轉購協議（己完成的發展項目） 

2.2 會員如欲偏離法定聲明表格或任何經批准協議表格內的強制性

條款，必須根據第 5C(6）條向律師會理事會申請寬兔。每項申請

必須附有相關經批准表格的副本，當中須以紅色字體註明建議

中的內容修改，而申請人須支付律師會不時指明的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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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5 C(5）條一轉售轉購 

	

3.1 	第 5 C(5）條同時適用於再轉售及轉售。轉購人與再轉購人之間 

的轉售轉購協議內容，需因應再轉售的情況而予曉修改。 

	

3.2 
	

按第 5 C(5）條獲批准的轉售轉購協議表格，只適用於主體協議所 

涵蓋的所有物業全數轉售子買方的情之！疋p 舉例說，假如主體協議

涵蓋十個單位，但只有其中一個單位轉售，則該表格將不適用。 

在此等情況下，有兩個選擇，一是有需要修改相關協議，二是該

協議的各方應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有關修改若然涉及更改協

議內任何強制性條款，便必須得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律師會

理事會批准。 

3.-, 從買方的角度看，一個合宜的做法是在經批准轉售轉購協議第 

3(1)(d）條所提述的不可撒回授權中加入一項代替權力條款。 

4． 第 5C(6）條一有聯繫各方 

4.1 根據第 SC(6)(a）條，涉及「有聯繫各方」的交易獲豁免遵守第 

5 C( 1）條下物業買賣雙方須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的規定。根據第 

1 A(c）條，「有聯繫各方」的定義包括「有血緣、領養或婚姻關

係」的兩方或各方。 

4.2 理事會已臚列各類「有關係」的人士，詳情如下： 

丈夫、妻子、父親、母親、岳父、岳母、兒子、女兒、女婿、 

媳婦、兄弟、姊妹、姐夫／妹夫、嫂子／弟婦、祖父／外祖父、 

祖母／外祖母、孫／外孫、孫女／外孫女、伯父／叔父／舅父

／姑丈／姨丈、伯母／嬸母／舅母／姑母／姨母、佺子／外甥、 

佺女／外甥女 

！註：如適用者，亦包括再婚、同父異母、同母異父及收養的親

屬。） 

4.3 同時代表「有關係」的各方的事務律師，應就他們的關係進行合

理查詢。該律師若然本身並不認識各方，便應當探取步驟斗證實

他們之間的關係，例如要求他們提供文件證據河限如缺乏該等

證據，則該律師應當要求他們作出法定聲叭在所有其他情況下， 

會員應當尋求理事會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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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第 5C(2). (3). (4）或（5）條由同一名事務律師代表各方一 「給予

買方的警告」（執業指引 Al2) 

事務律師在根據第 5C(2)、 (3)-s (4）或（5）條同時代表買賣雙方之前，必

須確保在給予或確認委聘指示時，該律師己獲交付一份根據執業指引 

Al2 製備、且己經由買方妥為簽署的「給予買方的警告」中英文本。 

6． 保管人資金一州舉師悶〞麗馴)（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執

業指引 A3) 

事務律師如以保管人身份持有根據第 5C(2)、 (3)、 (4）或（5）條從買方收

取的資金，須按照執業指引 A3 的規定，把該筆資金存入銀行或持牌 

（但非註冊）的接受存款公司。 

7． 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交易各方（執業指引 A4) 

假如賣方在第 Sc 條適用的情況下推出發售未完成的發展項目內的物

業，而買賣雙方由不同事務律師代表，則代表買方的事務律師必須遵

守執業指引 A4 的規定。 

8． 簽署的見證（執業指引 A9、 A9A、 A9B 及 All) 

8.1 執業指引 A9 訂明，代表其中一方的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的

任何成員，不應見證並非由該律師代表的另一方的簽署。 

8.2 上文第 8.1 段所述的總則，乃受制於下列執業指引所載述的例外

情況： 

● 執業指引 A9A 一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

劃下的物業轉易交易 

● 執業指引 A9B一財政司法團租契續期個案 

● 執業指引 All 一轉購人獲委任為確認人的受權人 

9．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8-3 64。 



第十章 

訴訟事務律師 

10.01 訴訟事務律師 

1. 誰是訴訟事務律師？ 

2． 原則延伸至所有法院、審栽體及機構 

3． 本章所指的事務律師 

10.02 事務律師的責任 

1． 指導原則 

2． 不得與法官討論案件的是非曲直

主 向法官提交的書面通訊須抄送對方 

4． 押後宣告判決後所提出的陳詞 

10.03 對法院負有的責任 

1. 違反原則的事例 

2． 當事人所言是否屬實 

3． 當事人有意誤導法院時，事務律師的責任

鰍 當事人陳述前後不一致 

5． 當事人作偽證時，事務律師的責任 

6． 涉及有利於對訟方的事實時，事務律師的責任 

7． 披露有關案例及法例的責任 

10.04 單方面的法律程序 

1. 坦誠地披露所有事實的強制性責任 

么 一旦其後情況出現重大改變，須告知法院 

10.05 停任代表事務律師的責任 

1. 良好理由和合理通知 

2． 刑事辯護的委聘安排 

了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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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支付預付費用 

4. 停任前須得到法庭許可 

5． 法律援助案件 

10.06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 

1. 向當事人提供充分意見 

么 停任前須得到法庭許可 

3． 	大律師 

10.07 在法院席前的禮儀 

1． 紀律行動 

2． 充分通知證人 

3． 無需要地濫用證人 

4． 不得作出帶中傷或誹謗性的指控 

5． 不得抨擊證人歐外人士的品格 

6． 請求減刑的陳詞 

7． 正確的禮儀 

10.08 在法院席前的衣著 

10.09 事務律師作為親身訴訟人 

1. 不應穿長袍出庭 

2． 律師行可記錄作為代表事務律師，但其事務律師如屬訴訟 

其中一方，不應畝穿長袍的代訟人身份出庭 

3. 親自行事的事務律師 

10.10 專業承諾 

1. 違反承諾 

2. 違反承諾的後果 

10.11 法院命令 

1.&2. 違反法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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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會見證人或準證人 

1. 證人不屬於與訟任何一方 

2． 不得干擾證人的證言 

3． 與對訟方傳召的證人會面 

4． 與對訟方的專家證人會面 

5． 就作出證人陳述提供意見 

6． 在證人作證期間與證人會面 

10.13 出庭代訟人不應擔任證人 

1. 酌情決定停止代表當事人 

2. 繼續代表當事人的情況罕見 

3． 如何作出判斷 

10.14 

10.15 

事務律師作為控方的出庭代訟人 

1． 陳述所有相關事實 

2． 與證人有關的資料 

3． 披露所有相關法律 

4． 早前不曾代表辯方出庭 

事務律師作為辯方的出庭代訟人 

1． 辯方出庭代訟人的責任 

2． 恰當地呈述案情 

3. 絕不能捏造抗辯理據 

4． 承認曾犯罪的當事人 

5． 堅持認罪的當事人 

10.16 被控人的基本權利 

1． 不得對答辯施曉威嚇或脅迫 

2． 必須留待當事人作出決定 

3． 保險人代表受保人發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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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鼓勵和解 

1． 告知當事人和解建議 

么 權衡訴訟的結果與所付出的代價 

3． 使用訴訟u外的糾紛排解程序 

10.18 無勝訴希望的法律程序 

10.19 保釋 

保釋的擔保人 

10.20 向證人支付費用 

1. 	證人的費用 

2． 承擔證人費用的個人責任 

3． 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證人 

4. 徵集證人的廣告 

10.21 會見對訟方 

10.22 在聆訊過程中出庭支援大律師 

1． 負責任的代表 

2． 通常應出庭的情況 

3． 在大律師缺席時的責任 

10.23 向新聞界發言 

10.24 審判後的責任：法律援助和刑事上訴 

10.25 在刑事事宜中兒童的錄像證據 

10.26 法律探訪 

對核准文員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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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不合資格的中介人 

1． 	保險人 

2. 	心必〞謝業者犛〞》第 49 條 

10.28 教導證人作供 

民事法律程序 

〞〞 

會員通告 02-209 	「事務律師在刑事審訊期間停止代表辯方」 

會員通告 11-195 	「事務律師的出庭發言權及實習律師的出庭發言

權」 

會員通告 12-857 	「法律探訪」 一參閱第三章 

會員通告 12-176 	「索償代理人」 一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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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訴訟事務律師 

訴訟事務律師除了必頓遵守本‘〞刃少其他章節及律師會儻 群節

殼辯使馴‘所述的各項義務及責任外，亦必須達到更高的行為操守標準。 

〞獅＝ 

1. 在本章中，訴訟事務律師是指己根據付法伊數業者療劍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獲賦予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事務律師（即訟辯事務律

師）、擔當出庭代訟人角色的事務律師或畝向大律師發出指示的事務

律師身份行事的事務律師。 

2． 本 ( /))中適用於擔當出庭代訟人或訟辯事務律師角色的事務律師

的各項原則，不但適用於法院的出庭和訴訟程序，而且延伸至涵蓋委

員會、行政審栽體和其他機構的出庭和訴訟程序，不管它們有何職能， 

亦不管它們的程序的非正式程度。 

主 就本章的目的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對事務律師的提述乃是指訴

訟事務律師。 

10.02 事務律師的責任 

事務律師必須有禮和恭敬地對待法庭，亦必須在法律的規範下堅定不移和

誠實正直地代表當事人。 

〞！折 

1. 事務律師向當事人所負的責任，包括「無畏地提出該律師認為對當事

人有幫助的每一個爭議點、每一項辯據和每一條問題，不論如何令人

反感」 ，馱及竭力「為當事人的利益而爭取法律所賦予的任何和每一

項補救方法和抗辯理據」 （引自 Reid 勳爵在案例 Rondel v Worsley 
[1969] AC 191 第 227 頁的判詞）。事務律師務必呱公正和光明磊落

的方式履行上述責任，過程中既不得違法，亦不得抵觸當事人的指示， 

也不得違背該律師須坦率、公平、有禮和恭敬地對待法庭的責任。 

2． 除非事務律師正在向法庭提出某項申請，或獲邀請在對訟方的代表事

務律師或大律師在場時討論案件的是非曲直，否則不得與審理該案或

將會審理該案的法官、栽判官或其他審栽官討論案件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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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務律師如在任何時候向法官、栽判官或其他審栽官發出書面通訊， 

應同時將該通訊的副本送交對訟方的代表律師或（假如對訟方並無法

律代表）送交對訟方。事務律師如打算向法官、裁判官或其他審裁官

發出口頭通訊，應事先通知對訟方或其代表事務律師或大律師。 

4． 假如法院經聆訊後決定押後宣告判決，而其後事務律師發現一項在該

聆訊中不曾提出的相關法律論點么及希望法官留意該點，則該律師必

須通知對訟方的出庭代訟人。 

10.03 對法院負有的責任 

事務律師絕不得明知而企圖欺騙法庭或參與欺騙法庭。 

〞獅： 

1. 違反本原則的行為包括 

(a） 明知而誤述文件內容、證人證詞、論據要點、法例條文或案例典

據詳情； 

(b） 明知而堅稱某些缺乏合理證據支持的事情為事實，或明知而堅稱

某些尚未證實為可接納為證據的事情為事實； 

(c） 勸阻或試圖勸阻重要證人不提供證據，或說服該證人不出庭； 

(d） 明知而容許證人在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情況下出庭，或明知而容許

證人假冒他人出庭。 

么 一般來說，事務律師並無義務在他受聘處理的每一宗案件中查究當事

人是否說出事實真相；當事人的陳述是否屬實， 終將由法院而非事

務律師評定。 

3． 假如事務律師得知當事人有意藉作出虛假陳述或提供虛假證據而誤

導法院，則該律師有責任忠告當事人不得如此行，以及向當事人解釋

誤導法院的法律後果，包括構成諸如作假證供或妨礙司法公正等嚴重

刑事罪行。假如當事人拒絕接受忠告，則該律師必須停止代表當事人 

（另請參閱原則 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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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事人在訴訟程序前或訴訟程序期間向其代表事務律師作出內容前

後不一致的陳述，本身並不構成理由既支持該律師拒絕繼續代表當事

人。 

5． 假如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向其代表事務律師承認當事人曾在該訟案

中作假證供或在要項上誤導法院，則除非當事人完全同意向法院披露

其行為，否則該律師有責任拒絕在該訟案中繼續代表當事人。 

6． 事務律師即使知悉若干對對訟方有利的事實或證人存在，亦無責任通

知對訟方或法院曬致令該律師的當事人的利益受損，除非有關法律程

序屬單方面的法律程序（請參閱原則 10.04)，或除非該律師是代表控

方的（請參閱原則 10.14)。然而，事務律師本身不得明知而提供或容

許其當事人提供虛假資料呱圖誤導法院。同樣地，假如控方提出事務

律師明知是虛假的資料，則該律師不得對該等資料表示同意。 

7． 儘管事務律師在訟案進行審訊前及審訊期間均有權代表當事人提出

在技術上或在其他方面頗能予以爭辯的任何論點，但與訟雙方的出庭

代訟人仍須告知法庭所有相關案例和法定條文。假如與訟其中一方遺

漏提述某案例或條文或錯誤地援引某案例或條文，則與訟另一方有責

任指出該情況，即使此舉對對訟方的案情有利亦然。 

10.04 單方面的法鰓序 

在對訟式的法律程序中，代表與訟其中一方的事務律師的職責無疑是只效

忠於該方。據此，該律師並無義務協助對訟方或提出有損本身當事人的案

情的事宜（除非有法律或任何有關規則要求該律師如此行）。然而，在單方

面的法律程序中，事務律師在呈迷其當事人的案情時須格外小心，以確保

法院不被誤導。 

〞病： 

1. 單方面尋求濟助的與訟方，必須坦誠地告知法院該方所知道的一切關

鍵事宜，否則可能導致法院解除其早前所頒布的任何命令，從而令當

事人蒙受損失。假如事務律師沒有徹底地提醒當事人其所承擔的義務， 

或沒有充分地覆檢所要披露的資料，則該律師可能己干犯藐視法庭罪， 

從而可能會被起訴及面對要由律師紀律審裁組審理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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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如法院曾在單方面的法律程序中頒下命令，但其後相關情況出現重

大改變，則代表獲得該命令的與訟方的事務律師必須將該改變告知法

院。 

10.05 停往代表事務律師的責任 

在訴訟過程中，假如當事人要求或有意作出某行動，而該行動涉及達反對

法院和對訟方所負有的責任，則當事人的代表事務律師必須拒絕採取或支

持該行動。事務律師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阻止這類行動；若然無法阻止， 

便應在受制於有關停任代表事務律師的規則下停止代表當事人或尋求法

院批予停任許可。 

〞病＝ 

1． 除非有良好理由曉及給予合理通知，否則事務律師絕不得終止他與當

事人的委聘安排。 

2. 假如事務律師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代表辯方當事人，而該訟案即將或己

經開審，則該律師應特別關注在如此晚段才停止代表當事人將對當事

人的抗辯帶來何等後果，並只應在情勢 為明朗時才停止代表當事

人。 

3． 當事人沒有支付預付事務費，並非支持停止代表當事人的良好理由， 

除非當事人己違反原先訂立的付費協議（請參閱原則 5專22 評析 5)0 

假如事務律師名列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且受法律援助署署長委派處理

有關案件，則即使當事人確曾違反上述一類協議，該律師仍應按照法

律援助案件收費標準繼續代表當事人。 

4． 不論如何，事務律師如停止代表當事人，便必須曬書面方式給予當事

人合理通知么及就停任一事作出解釋。假如民事法律程序或刑事審訊

己經開始，則事務律師不論是作為向大律師發出指示的事務律師還是

作為出庭代訟人，都只有在獲得法院批予許可後才能停止代表當事人， 

而法庭在決定是否批子許可前將考慮該律師是否有良好理由停任么

及有否給予當事人合理通知。假如事務律師沒有就其停任發出合理通

知，則法院可要求該律師在一段足曬構成合理通知期的期間繼續代表

當事人（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O2-2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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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表心才〞勰助犛刃)（香港法例第 91 章）所指的受助人的事務律師

若然獲知會其當事人的法律援助證書被撒回或取消，必須將該情況告

知對訟方，而該律師獲委聘私下繼續代表當事人，必須把代表行事通

知書送交法院存檔。 

10.06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 

事務律師可接受當事人有限度的委聘，只出庭處理法律程序中的某項事宜

或爭議點，例如向法庭申請將訟案押後。在這情況下，事務律師必頓在接受

該有限度委聘後盡早（並 好在出庭前）將該委聘的有限度性質告知該律

師受聘出席的法院。 

芳另折 

1． 事務律師在接受有限度委聘之前，應全面地向當事人解釋有限度委聘

在法律和訟費方面可能導致何等後果。 

2． 事務律師應意識到並且應告訴當事人，一旦該律師在法院紀錄內顯示

為當事人的代表事務律師，則除非獲法院批子許可，否則該律師不得

停止代表當事人。 

3． 假如大律師也依照事務律師的指示而出庭處理有限度的工作，則該律

師應確保大律師明白，在未經法院許可前不得停任。事務律師和大律

師宜事先為法庭可能不批予許可的情況制訂應變計劃。 

10.07 在法院席前的禮儀 

事務律師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對法隘所有證人及對訟方所委聘的人士謙恭

有禮。 

壽膏 

在本原則下概述的專業義務，有別於法律上的藐視法庭行為。假如事

務律師恆常作出粗魯、挑釁或破壞行為，則他即使沒有因藐視法庭而

受懲處，亦大有可能要面對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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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事務律師應及時將證人傳票送達證人，讓該人獲充分通知及能為出庭

事宜作相應安排。 

3． 事務律師不得作出或指示大律師作出任何純粹旨在侮辱、貶黜或騷擾

對訟方、證人或任何其他人的指稱。 

本原則亦禁止事務律師作出或指示大律師作出惡意中傷的指稱。 

s． 在任何訴訟中，假如在法院席前公開提述與訟各方及證人曬外的人士

的姓名將令該等人士的品格受抨擊，則事務律師應盡可能避免提述該

等人士的姓名。事務律師應要求法院接受以書面方式提供該等第三方

的姓名、地址及其他詳情。 

6． 事務律師代表當事人向法庭請求減刑而陳詞時，不得作出或指示大律

師作出可能會中傷或悔辱任何人的指稱，除非該律師己事先令自己信

納有合理理由作出該類指稱。 

久 事務律師出庭期間，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正確的禮儀，在法院聆訊

進行期間亦不得作出不恰當的行為或無禮的舉措。 

10.08 在法院席前的衣著 

事務律師以代訟人身份出庭時，應按慣例穿上正式長袍，且必須保持衣著

得體（另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11-195)。 

10.09 事務律師作為親身訴訟人 

事務律師代表自己進行訴訟，並無不妥。然而，該律師在進行該訴訟時，必

須以親身訴訟人的身份提起訴訟或出庭。 

〞折＝ 

事務律師如么訴訟人身份出庭，不應穿長袍，斗表明他並非么專業代

訟人身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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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如事務律師、其僱員或其所屬律師行是眾多原告人或被告人中的一

員，則該律師行可記錄為代表事務律師，但事務律師或其僱員若是與

訟其中一方，不得呱專業代訟人身份代表各方在內庭或公開法院出

庭。該事務律師畝其他身份出庭時，不得穿長袍。 

3． 在訴訟事宜中代表自己的事務律師，可直接延聘大律師，毋須委聘另

一問律師行延聘大律師。 

10.10 專業承諾 

事務律師在訴訟過程中向審栽體、法院或另一名事務律師作出的承諾，必

須嚴格和認真地予以履行。 

p折 

1． 這類承諾是身為法院人員一份子的事務律師的個人承諾和責任。違反

這類承諾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2． 舉例說，一旦事務律師不遵守他所曾作出的承諾，他可能會因藐視法

庭而被關押於監獄、他的資產可能被暫押、他可能被法院要求支付相

關聆訊的訟費，而事件亦大有可能通報律師紀律審裁組（關於事務律

師專業承諾的詳盡討論，請參閱第十四章）。 

10.11 法院命令 

假如有法院命令要求事務律師或律師行探取或不採取某些特定行動，則該

律師必須遵守。 

〞踏： 

1. 違反這類法庭命令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2． 事務律師不得協助和教吱當事人不遵從法院命令（另請參閱原則 8.01 

評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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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會見證人或準證人 

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事務律師都可以代表當事人會見任何證人或準證

人及向其錄取證人陳迷，不論與訟另一方曾否會見或傳召該證人或準證

人。 

〞折 

1. 本原則源於「證人不屬於任何一方」的事責，且同時適用於證人在聆

訊期間作供之前及作供之後的情況。 

2． 事務律師不得篡改證人證供，亦不得企圖唆使或收買證人更改證供。 

3． 事務律師應意識到，當他試圖行使權利會見已被對訟方傳召或按他所

知相當可能會被對訟方傳召的證人時，他可能要面對被指干預該證人

的證供的指控，特別是當該證人隨後更改其證供之時為然。在這情況

下，對於該律師來說，一個明智的做法是要求在有對訟方代表在場時

會見該證人。 

4． 事務律師在會見受對訟方委聘的專家證人或專業代理人時，絕不應試

圖誘使該證人披露任何受保密權涵蓋的資料。在這情況下，對於該律

師來說，一個明智的做法是要求在有對訟方代表在場時會見該證人。 

5． 作為總則，事務律師建議證人毋須應對訟方要求而提供證人陳述，此

舉並無不妥。然而，事務律師不得試圖阻止證人提供證人陳述。 

6． 不論證人是否事務律師的當事人，在該證人作供過程中，該律師必須

先取得法庭許可及通知對訟方代表大律師或事務律師，方能與該證人

討論案情。這項禁令涵蓋整段相關期問，包括休庭期及周末。 

10.13 出庭代訟人不應擔任證人 

假如事務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的成員顯然將被傳召以證人身份出劇乍供， 

則除非有關證供純屬形式上的證供，否則該律師不得接受委聘擔在當事人

的出庭代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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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折 

1. 事務律師接受當事人委聘擔任出庭代訟人後，若然知悉其本人或其所

屬律師行的成員將被傳召呱證人身份出庭作供，便必須作出判斷，決

定是否停止代表當事人。 

2． 假如事務律師有可能會被傳召出庭作供，而他的證供並非屬形式上的

證供，則該律師仍需繼續代表當事人擔任其出庭代訟人的情況將極其

罕見。 

3． 在作出判斷既決定是否停止代表當事人時，事務律師應考慮本身即將

提供的證詞的性質、該證詞對整宗訟案的重要性，以及當事人因該律

師停止擔任出庭代訟人而將會面對的困難。該律師繼而應在考慮整體

司法公義（而非單單考慮當事人的利益）之下作出決定。 

10.14 事務律師作為控方的出庭代訟人 

事務律師在刑事案件中代表控方進行檢控時，必須確保每一項足以支持拉

方案情的關戲侖點都得以提出，在呈迷證據時亦必頓保持克制理性及審慎

公正。 

〞‘折 

檢控人應陳述所有相關事實，並只應在為檢控有關案件所需的範圍內

表達意見。檢控人應披露任何能導致法院輕判的情況。只有在法院提

出要求時，檢控人才應告知法院其判刑權力。同時，几法院對其判刑權

力看來出現誤解，檢拄人應告知法院其判刑權力。 

2． 檢控人應採取的常規做法，是向被控人提供檢控人有意傳召的所有證

人的證人陳述書。假如檢控人取得一些他不打算利用但可能對辯方有

幫助的證據，則他必須向辯方提供證人的詳情，並必須考慮是否適宜

向辯方提供該等證人的陳述書副本。然而，假如檢控人知道有一名可

信的證人能夠提供傾向於令控方的證據受質疑或傾向於證明被控人

清白的關鍵事實，則檢拄人必須自行傳召該證人出庭作供，或讓辯方

獲得該證人的陳述書。此外，假如檢控人知道有一名他不認為是可信

的證人，則即使該證人確是一名不可信的人，檢控人仍應告知辯方該

證人的詳情，讓辯方可自行決定是否傳召該證人出庭作供。檢控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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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向辯方披露他所知悉的並且與他身為檢控人己呈交法院或將呈交

法院的證據不相一致的事實證據。在任何情況下，檢控人都必須披露

其有意傳召的證人的任何定罪紀錄。 

主 檢控人必須披露他所知悉的所有相關案例及法律條文，不論其對控方

案情有利還是不利，亦不論他曾否被法院要求就有關爭議點提出辯據 

（請參閱原則 10.03 評析 7)0 

4. 擔任檢控人的事務律師必頗確保他過往不曾在同一或相關事宜中代

表辯方出庭。 

10.15 事務律師作為辯方的出庭代訟人 

在刑事案件中代表辯方出庭的事務律鹹有責任代表當事人表述該人如本

身具備所需技巧和知識將可妥為表述的所有論點。 

〞折 

關於辯方的出庭代訟人在事實和法律方面的責任，請參閱原則 10.03 
及其評析。 

2. 在受制於被告當事人在審訊中所享有的基本權利（詳情請參閱原則 

10.16）的情況下，出庭代訟人的受聘安排包括一項隱含條款，即該人在

審訊或聆訊期間有權按他認為適當的方式呈述當事人的案情。假如當

事人明確指示不允許出庭代訟人按其認為 適當的方式呈述案情，則

除非當事人改變指示，否則出庭代訟人可在取得法庭批准後停辦有關

案件，但不得披露關乎當事人的任何受保密權保護的事宜。 

3． 事務律師可提出任何可供當事人使用的技術性抗辯理據，但絕不能捏

造抗辯理據。 

4． 在法律程序開始前或進行期間，假如當事人向其代表事務律師承認控

罪，但又堅持出庭作供否認犯罪或要求作出一項宣稱自己清白的陳述， 

則該律師必須拒絕在該訟案中代表當事人。代表一名承認犯罪但在法

院席前不認罪的當事人（任何當事人皆有權在法院席前不認罪）的出

庭代訟人，有責任要求控方舉證證明控罪成立，亦可向法院陳詞指案

中缺乏足夠證據支持裁定當事人罪名成立。出庭代訟人雖可提出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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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使用的任何抗辯理據，但不得宣稱當事人清白，也不得明示或

暗示犯罪者是其他人而非當事人。 

5． 假如當事人意欲在法院席前認罪，但同時他所宣稱的事實真相若然的

確屬實將會或可能會導致法庭裁定當事人無罪，則其代表事務律師應

盡 大努力說服當事人不認罪。然而，假如當事人在己獲告知認罪的

後果（即認罪可能會或將會限制當事人向法院請求減刑或提出上訴時

的陳詞範圍）之後仍堅持認罪，則其代表事務律師仍可按照當事人的

指示繼續代表當事人，但當事人的指示 好曉書面方式作出。該律師

其後代表當事人向法院陳詞請求減刑時，將無權指稱事實上構成有關

罪行的要素並未成立。 

10.16 被控人的基本權利 

被控人有權選擇在法院席前認罪或不証罪。被控人亦有權選擇是否出庭作

供。事務律師必須告知當事人其享有此等權利。 

〞折 

1. 上述權利乃屬基本權利。假如事務律師威脅當事人，表示若然當事人

不遵從該律師的意見，該律師即會停止代表當事人，又或作出其他脅

迫行為，從而令該等基本權利被削弱，又或允許大律師作出該等威脅

或脅迫行為，從而令該等基本權利被削弱侵害，則此等行為一律構成

嚴重不當行為。 

2． 事務律師可曬強硬和勸說的方式向當事人提供意見，但必須確保當事

人充分理解其有權選擇如何答辯和是否作供。 

3．事務律師或會受保險公司當事人委聘，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代表被控人， 

而訴訟費用由該保險公司支付。在這情況下，被控人也是該律師的當

事人，並且完全同樣有權自由選擇是否認罪、是否承認較輕的控罪或

是否作供，即使這可能與保險人當事人的利益相悖亦然。事務律師不

得表示如果被控人認罪，其保險人將不再向該人提供協助，從而迫使

該人違背己願，在法院席前否認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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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鼓勵和解 

訴訟事務律師須時刻謹記，和解訟案可能符合當事人的利益，並須向當事
人提出相關建議以及據之而行事。 

〞折＝ 

事務律師即使己獲當事人授權進行和解，仍應將對訟方提出的和解建

議或方案告知當事人（除非無法聯絡當事人），並在達成和解協議之

前就和解建議或方案的利弊向當事人提供意見（另請參閱原則 5.12 

評析 6）。 

2． 事務律師在受聘開始時么及在整段受聘期間，應與當事人一起考慮訟

案可能出現的結果呱及為此而將付出的費用或承擔的風險，從而評估

是否值得繼續進行訴訟；請參閱原則 4.01 評析 5 及 8。 

3. 訴訟事務律師應考慮可否採用訴訟以外的糾紛排解程序（例如調解、 

和談及其他相類程序），並應就此向當事人提供適當意見。 

10.18 無勝訴希望的法律程序 

假如一宗擬提起或正在進行中的訟案在法律上沒有勝訴希望，則事務律師
必須將這情況告知當事人。 

10.19 保釋 

任何人，包括事務律師，如參與商討為驟擔保人提供彌償，即屬達法。 

除非事先取得律師會理事會的書面同意，否則事務律師或其僱員不得為所

屬律師行的當事人撤丑領翳擔保人。理事會只會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發出
上迷書面同意（請參閱執業指引 1.1)0 

10.20 向證人支付費用 

事務律師不得視乎證人所提供的證據的性質或案件的結果而向證人支付

貴用或提出支付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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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男折 

1． 事務律師可向證人支付合理費用，並就證人因出庭而蒙受的時間損失

向該人給予合理補償。對於專家證人，向其支付合理費用乃屬隱含義

務。 

2． 除非事先向證人特別聲明不承擔付費責任，否則事務律師有專業責任

向他代表當事人傳召作供的專家證人、專業人士證人及其他證人支付

合理的己議定費用和開支。因此，事務律師若然不願承擔付費責任，便

應事先向證人說明。在刑事案件中，所有出庭作供的證人（專家證人

除外）都可依照法定收費率，獲法院支付費用和開支。對於事務律師

來說，一個良好的做法是向所有證人說明此點，並事先表明該律師會

否承擔責任向證人支付超逾法定收費率的費用。（請參閱原則 4.14) 

3． 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案件，事務律師應要求證人

留意，所有證人費用和代墊付費用都必須經由法庭評定或評估，而證

人只會獲支付經如此評定或評估的金額。事務律師應明確表示他將拒

絕承擔個人責任向證人支付超逾經評定或評估後獲准的金額。 

4． 事務律師可u根據當事人的指示刊登廣告，呼籲證人就某特別事故出

來作供。不過，事務律師必須謹慎地撰寫這類廣告，馱確保其內容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並無明示或暗示所尋求的證供的詳情。 

10.21 會見對訟方 

事務律師不得與已經有事務律師代表的對訟方會面或通訊，除非事先取得

對訟方代表事務律師的同意（請參閱原則 11.02)。 

10.22 在聆訊過程中出庭支援大律師 

假如在某項法律程序中，事務律師已延聘大律師代表當事人出庭，則該事

務律師有責任出庭或安排一名負責任的代表出庭，除非該事務律師與該大

律師已協定該事務律師毋須如此行。然而，事務律師不應與大律師達成這

種協議，除非該事務律師得到當事人的同意，而且循納在發“案情況下該大

律師在無人陪同下出庭乃屬合理，特別是這既不會損害當事人的利益，也

不會損害司法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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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1． 在本原則中，「負責任」意指有關代表應合理地熟悉所涉事宜，從而能

夠在聆訊進行期間妥善地協助大律師u及回答大律師或法院就該事

宜的提問。負責該事宜的事務律師若然不親身出庭，應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確保他一直可被聯絡，么便他的代表在有必要時可與他聯絡。 

久 事務律師在個別案件中考慮自己不出庭是否合理時，應慎重地作出判

斷。在下列情況下，事務律師通常應親身出庭或指派一名代表出庭． 

(a） 當事人是一名身處不利境況的人，例如未成年人、不諳中文或英

文的人、精神病患者、弱智人士，或在視力、說話能力或聽力方

面有障礙的人。呱上例子並非盡列，而某人是否一名身處不利境

況的人士，須由事務律師判斷；或 

小） 當事人是一名難么相處溝通的人，么致大律師宜應由事務律師或

其指派的代表陪同出庭；或 

(c） 當事人頗有可能首次被判處長期監禁，或頗有可能首坎被判處即

時監禁；或 

(d） 有事實證人或提供意見的證人（即非為與訟一方的品格作證的證

人）須出庭作供，不論該人實際上有否被傳召作供；或 

(e) 在案件中，實際出庭的大律師並非早前獲延聘的大律師，除非事

務律師信納更換大律師相當可能不會損害當事人的利益；或 

o 在法律程序的過程中，存在當事人須發出指示的可能性；或 

(g） 驅使事務律師認為大律師宜應由事務律師或其代表陪同出庭的

任何其他情況。 

3． 假如事務律師建議大律師在無人陪同下出庭，則不論情況如何，該事

務律師都必須： 

(a） 在聆訊開始前，盡早通知該大律師，哄及把一份完備詳盡的出庭

委聘書送達該大律師，么便該大律師有充分時間研究該委聘書和

相關文件既及決定由該大律師單獨出庭是否合適（請參閱了香盾

才伊師療為黃宇姨馴少第 142 及 1 42A 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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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當事人確認大律師將單獨出庭，並告知當事人獲延聘出庭的大

律師的姓名；及 

(c） 假如原先獲延聘的大律師或其後被更換的大律師向事務律師表

示該大律師相信在聆訊時宜有人陪同該大律師出庭，則該事務律

師必須陪同該大律師出庭或指派代表陪同該大律師出庭。 

10.23 向新聞界發言 

事務律師除非得到當事人同意，否則不得公開發表談話。根據當事人的指

示而向新聞界發表談話的事務律師，必頭確保他不會因所發表的談話旨在

對未審結的案件的公平審訊造成妨礙而藐視法庭。 

10.24 審判後的責任：法律援助和刑事上訴 

假如接劍去律援助的當事人被栽定刑事罪行成立，則該人的法律代表有責

任考慮是否有理由提出上訴，並有責任向法律援助署署長提供相關意見。 

假如有理由提出上說則該法律代表有責任擬備上訴文件（《彫并＃泌舉

勰橄友馴少（香港法例第 221章，附屬法例 D）第 9 條），並有責任在被要

求時代表當事人進行上訴（‘謄鰭緻虜釵‘（香港法例第 91章，附屬法例 

A）第 17 條）。 

10.25 在刑事事宜中見童的錄像證據 

代表控方或辯方的事務律師若然管有兒童證人的錄影紀錄，必須遵守執業

指引 C.4 的規定。 

10.26 法律探訪 

代表受羈押的當事人的事務律師，必須確保本身遵循適用於本身與核准文

員、實習律師、傳譯員和大律師進行法律探訪的常設標準程序（請參閱律

師會會員通告 1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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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1． 關於對核准文員的監管，請參閱執業指引 D.60 

10.27 不合資格的中介人 

對於透過不合資格的中介人發出的當事人委聘指示，事務律師在接受委聘

前應謹慎行事（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12-176 及原則 5.O6)。 

〞折 

1． 本原則不適用於保險人按照保單條款向事務律師發出的指示。 

2． 關於禁止事務律師檐任不合資格人士的代理人的法律規定，請參閱 

(法〞撤業者療越（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49 條。 

10.28 教導證人作供 

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事務律師不得教導證人作供（不論該人是控方證人還

是辯方證人）。 

為審慎起見，事務律師應在既下基礎上行事，即案例 R v Momoc勿u and 
others [2005] EWCA Crim 177 所訂立的總則亦適用於民事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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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10.05評析 4 

會員通告 02-209 	 2002 年 7 月 5 日 

刑事 

事務律師在刑事審訊期閒停止代表辯方 

（於 2002 年 7 月 15 日修訂） 

理事會欲提醒會員，事務律師只應在有良好理由支持既及給予合理通

知的情況下在刑事審訊過程中停任代表事務律師。理事會認為適宜就

基於資金短缺而停任代表事務律師一事發出下列指引： 

（婦 法律援助 

事務律師有責任考慮當事人是否有權獲取法律援助，曬及提供相

關意見。假如事務律師建議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但當事人選擇

不如此行，則該律師應就該建議製備書面紀錄及將之存入當事人

檔案，又或 好將該建議曉信函方式發送給當事人。假如當事人

的經濟狀況合資格獲取法律援助，但事務律師未能及時建議當事

人申請法律援助，則這可構成不恰當行為，該律師亦因而可能面

對紀律程序。該律師也可能因該行為而要面對么他違反對當事人

所負有的責任為由而提出的疏忽賠償申索。 

(b） 安排足夠資金 

假如當事人不合資格獲取法律援助或選擇不申請法律援助，而案

件審訊程序相對不長，則會員 好在開始處理案件時便從當事人

處收取足曉涵蓋整個審訊過程所需的律師費和代墊付費用，又或

與當事人就律師費和代墊付費用的詳情（例如收費額、計算基準

以及於何時和何階段支付等）達成明確協議，並呱書面方式予既

記錄〕因此，假如延聘大律師處理案件，則會員必須確保在案件開

審前么恰當的計算基準協定大律師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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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終止聘用安排 

(i） 假如事務律師要求當事人支付一筆款項毗應付代墊付費

用，而當事人沒有照辦，則該律師有良好理由終止聘用安

排。此外，假如事務律師接受委聘的明示條件是當事人須

預付一筆款項曉應付律師服務費，而當事人沒有照辦，則

該律師可終止聘用安排。事務律師若然沒有事先提出該項

條件（或其後沒有得到當事人同意該項條件），在當事人

拒絕預付律師服務費時便沒有充分理由終止聘用安排。理

事會欲強調，不論上述何種情況適用，事務律師都必須就

終止聘用安排一事發出合理通知，該通知應曉書面方式述

明終止聘用安排的理由。 

(ii) 於審訊日之前停任 

假如事務律師曾在早前代表當事人出庭，但在案件審訊前

停任代表事務律師，而他在停任前毋須得到法庭許可，則

他 好能採取么下的良好做法爭 

● 將停任一事告知法院；及 

● 向被告人解釋其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 

(iii） 在審訊過程中 

在案件審訊期間】事務律師在未得法庭許可下，不得停任

當事人的代表事務律師和尋求在法庭案件紀錄上除名。對

於每宗事務律師在紀錄上除名的許可申請，法庭須決定該

律師是否有充分理由停任及己否向當事人發出合理的通

知，而法庭在決定這些問題時可考慮所有情況。理事會認

為，假如事務律師明知當事人相當可能無能力支付事先預

計的整段審訊期間所需的訟費和代墊付費用，但沒有在接

受委聘之初向當事人解釋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或告知當

事人可能在審訊期間沒有律師代表出庭，則該律師大有可

能會被視為沒有充分理由停任。因此，事務律師顯然有必

要曉書面方式記錄這一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並 好將之載

述在發給當事人的信函中。假如事務律師沒有就終止聘用

安排一事向當事人發出合理的通知，則視乎個別案件的實

際情況，該律師可能須在法院認為足曉構成合理通知期的

一段期閒繼續代表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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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審訊期間出現資金不足 

一旦在審訊期間耗盡經費，事務律師應盡力協助當事人立即申請

法律援肌理事會認為，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只要事務律師己名

列法律援助律師名冊內晚及受法律援助署署長指派代表當事人

處理有關案件，該律師便應按法律援助收費標準繼續處理該案。 

2． 律師會亦促請會員留意． 

(a) ( 師數業瀕 IJ))（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D 條；

及 

(b) ((香簷夢務〞爾事業〞宇簷馴少第一冊原則 10.05 及 1O.O6。 

3．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9O-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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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08 

會員通告 11-195 	 2011 年 3 月 21 日 

律師會指引 

1. 事務律師的出庭發言權 

1．實習律師的出庭發言權 

（於 2011年 3月更新） 

本會員通告旨在就事務律師及實習律師在法院及審栽庭的出庭發言權提

供指弓卜並經由民事法庭使用者委員會審批。 

A． 事務律師 

全面出庭發言權 

事務律師在法院並不享有全面出庭發言權，而只享有得自法規、規則

或個別法院慣例的出庭發言權。 

1． 審栽庭 

a． 事務律師在既下審栽庭享有出庭發言權 

● 土地審裁處 

叔士增審煮處趕梟胡（香港法例第 17 章，附屬法例 A）第 26 

條 

b． 事務律師在斗下審裁庭並不享有出庭發言權： 

● 勞資審裁處 

(勞貢審計廬犛風4（香港法例第 25 章）第 23(2）條 

● 小額錢債審栽處 

州小頗鑽貧審煮虜犛劍少（香港法例第 338 章）第 19(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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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仲裁法律程序 

事務律師在仲栽法律程序中享有出庭發言權。 

((t 者療〞) 第 2F 條 

3． 行政上訴 

事務律師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享有出庭發言權。 

向！夕誣1：訢委買會犛風少（香港法例第 442 章）第 18 條 

4. 裁判法院 

事務律師在栽判法院享有全面出庭發言權。 

‘裁為‘序齋刃》（香港法例第 227 章）第 2 條 

5． 死因栽判法庭 

事務律師在死因裁判法庭享有出庭發言權。 

《紹巫7鴦刃當犛勿》（香港法例第 504 章）第 31 條 

6． 區域法院＊ 

事務律師在區域法院享有出庭發言權。 

了盧藪群‘嘗靂犛勿少（香捲法例第 336 章）第 15 條 

7． 在公開法庭進行的破產怯律程序一有抗辯的聆訊 

事務律師在公開法庭進行的有抗辯的聆訊中享有出庭發言權。請參閱

案例 Lai Yin Shan Ex parte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高院破產案件 2000 年第 992 號）中原訟法庭法官

哀家寧的栽決。 

如欲參閱高院破產案件 2000 年第 992 號的裁決，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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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破產及公司清盤法律程序與了公司膚劍少（香港法例第 32 章）及 (公
司 (膚靂) 應馴少（香港法例第 32 章，附屬法例 H）第 6(a）條 

事務律師有權出席司法機構〔實必芳示3.1))所載列的各項申請聆訊． 

(a)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 6 章）〕第 12 條，申請獲得向債

務人繼續進行或展開法律程序的許可； 

(b） 根據有關條例第 18 條，申請免除呈交或延期呈交「資產負債狀況

說明書」 

(c） 申請根據有關條例第 27(1）條拘捕債務人，既及申請頒令釋放債

務人； 

(d） 根據有關條例第 28 條，申請轉寄債務人的信件； 

(e） 根據有關條例第 3 OA 條及第 92 條規則，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申

請自動解除破產的證明書； 

o 根據有關條例第 3 OD( 1）條，申請要求稅務局局長出示文件； 

(g） 根據有關條例第 34(7A）條，申請容許受託人延期就債權證明作出

決定； 

(h） 根據有關條例第 42(1）條，向法庭申請准許對破產人的財產作出

產權處置； 

(i） 根據有關條例第 43C(1）條，申請延展送達通知的時限； 

。） 根據有關條例第 43D(2）條，申請將某些項目列入破產人的產業中

或從破產人的產業中摒除； 

(k） 根據有關條例第 43E 條，申請「收入付款令上畎及根據第 128B、 

128D 及 129 條規則，申請更改及覆核該命令； 

(1） 根據有關條例第 43F(1）條，中請延展破產人佔用家庭住所的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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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根據有關條例第 59(1）條，申請卸棄及延期卸棄負有繁苛條件的

財產； 

(n） 根據有關條例第 61 (c）及 61A 條，申請聘任事務律師；

中） 根據有關條例第 63 條，申請削減破產人的津貼額； 

中） 根據有關條例第 65 條，申請准許處理破產人財產中涉及版權的

作品； 

(q） 根據有關條例第 94條及第 169條規則，申請免除受託人的職務； 

（。 根據有關條例第 1 OOE 條，申請委任債權人委員會； 

(s） 根據有關條例第 107 條，申請許可既受託人名義及曉破產人的合

夥人名義開展及提起訴訟； 

(t） 根據有關條例第 109 條，申請許可披露歐合夥名義進行的法律程

序中各合夥人的姓名； 

(u） 根據有關條例第 1 12A 條，申請斗簡易方式管理債務人的產業，或

申請撒銷曬此方式管理其產業； 

(v） 根據第 31 條規則，申請把呈請書、命令或傳票送達在本司法管轄

區範圍歐外或無法尋獲的債務人； 

(w) 根據第 49(9）條規則，申請許可存檔破產呈請書； 

（幼 根據第 55 條規則，申請就訟費提供保證； 

（刃 根據第 59(2）條規則，申請么替代方式送達呈請書； 

(z） 根據第 122Z(6）條規則，申請更改呈交代名人的撮錄及報告的日

期； 

(aa）根據第 1 22ZC(4）條規則，申請延展在自願安排 終完結後送交通

知書及報告的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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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根據第 124 條規則，申請免除出示匯票及承付票； 

(cc）根據第 130 條規則，申請許可卸棄租契； 

(dd）根據第 15 8A 條規則，在債務人並無可用資產的情況下提出申請， 

要求法院向破產管理署署長作出指示； 

(ee）根據第 202 條規則，申請處置簿冊及文據； 

（均 根據第 204 條規則，申請縮短或延長時聞， 

(g。根據有關條例第 19A 條，申請免除對 1998 年 4 月 1 日之前展開

的破產法律程序中的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 

(hh）根據有關條例第 22 條，申請就 1998 年 4 月 1 日之前展開的破產

法律程序作出判決。 

如欲參閱司法機構《實務指示3.1))，請貼擊此處。 

9． 高等法院 

I． 公開法庭聆訊 

a. 恥案官＊ 

事務律師在公開法庭進行並由聆案官審理的下列各項申請

中享有出庭發言權： 

衣據了筒今岔虜瀕〞刃第 14 號命令第 6(2）條規則進行的

審訊 

● 依據 (I筍今法靂瀾藺刃第 17 號命令第 11 條規則進行的審

訊 

● 依據 (6奇今法倪銀載學第 36 號命令第 1 條規則進行的審

訊 

● 依據了》奇今岔膿銀〞〞第 37 號命令第 1 條規則進行的損

害賠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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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壽岑法靂裴紳刃第 48 及 49B 號命令進行的訊問 

● 州皺彥療 f))（香港法例第 6 章）第 99(3）條中提述的無人

反對的破產呈請 

● (/么、可犛勿少（香港法例第 32 章）第 1 80A 條中提述的無

人反對的清盤呈請 

● 依據了高等曆靂廣驕刃第 49B 號命令第 1B(1）條規則作出

監禁判定債務人的命令 

如欲參閱司法機構《實務指示14.2))，請點擊此處。 

b．從栽判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 

事務律師在高等法院聆訊的裁判法院上訴案件中享有出庭

發言權。 

!f實刃當犛夕刃（香港法例第 227 章）第 2、 18 及 118(2）條 

C． 司法機構 了實辟指示21當 1少＊ 

州實撈揹示21.1)) 述明如下， 

[1． 除現時律師在原訟法庭己享有出庭發言權的案件外， 

律師還可出席原訟法庭的例行法律程序或無人反對

的法律程序，即法律程序中出現呱下情況者 

(a） 因與訟雙方己有協議，故極少產生爭拗的機

會；曬及 

(b） 與訟各方均不會要求法庭行使其酌情權。 

上述指示並不影響法官在緊急情況下酌情容許律師

在公開法庭代表其當事人出庭發言的權力。 

2． 當法官在原訟法庭以公開聆訊方式宣告內庭聆訊的

判決時，律師亦可代表其當事人出席，但這位律師與

在內庭聆訊時代表該方的律師，必須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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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內庭聆訊 

事務律師在下列人士在內庭進行的聆訊中享有出庭發言權 

●聆案官 

●原訟法庭法官 

●上訴法庭法官 

10， 出庭時的衣著＊ (2011年 3 月） 

律師會欽提醒會員，他們在行使出庭發言權時須穿著合適的服飾 

公開法庭 

● 長袍 

● 燕子領及胸前飾帶或領圈 

● 深色衣服 

內庭／法院一般服飾（3 月） 

事務律師及實習律師在出庭時應穿著合適的服飾。 

「合適」是指深色或其他莊嚴顏色（例如海軍藍、深灰色或黑色）的

西裝或套裝，配曉白色或其他不唐突的顏色的恤衫或襯衫。 

男性事務律師及實習律師在出庭時亦應打領帶。 

如欲參閱司法機構了實務指示21.1))，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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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習律師（2011 年 3 月） 

實習律師享有有限的出庭發言權： 

11． 區域法院（2011 年 3 月） 

實習律師可出席區域法院法官在內庭進行的下列各類聆訊： 

● 民事事宜中的無抗辯的申請 

● 實習律師在實習律師合約的 後 12 個月內可出席下列聆訊． 

● 預計需時不超過 3 個半小時的訟費評定聆訊，但受制於《實霽

揹示14騰1少第 4 段及 州貧撈措示27少第 8A 段所訂明的條件 

● 預計需時不超過 15 分鐘的下列聆訊︰ 

● 第 14 號命令 

● 第 88 號命令 

● 第 83A 號命令 

如欲參閱司法機構‘貧務蒼示27))，請點擊此處。 

12． 高等法院內庭（2011 年 3 月） 

(a) 實習律師在聆案官於內庭進行的聆訊中享有有限的出庭發言權， 

只可出席下列聆訊： 

●無抗辯的申請 

●在審訊表內列為 3 分鐘聆訊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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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習律師在實習律師合約的 後 12 個月內可出席下列聆訊： 

●預計需時不超過 3 個半小時的訟費評定聆訊，但受制於 f實矜

指示14.1)) 第 4 段及 袱貧療指示 27)) 第 8A 段所訂明的條件 

●預計需時不超過 15 分鐘的下列聆訊： 

● 第 14 號命令 

● 第 88 號命令 

● 第 83A 號命令 

如欲參閱司法機構抓實療指示14.1儿請點擊此處。 

13. 實習律師合約到期屆滿 一 獲認許為事務律師前的期間：並不享有

出庭發言權 

任何人在其實習律師合約到期屆滿後直至獲認許為事務律師之日的

期間，乃屬法律輔助人員，因此不享有出庭發言權。 

14.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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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26 

會員通告 12-857「法律探訪」 

請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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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27 

會員通告 12-176「索償代理人」 

請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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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停付當事人帳戶支票 

8． 當事人己聘用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情況 

9． 複製賣方的業權契據 

與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人接觸 

1. 致函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人 

2． 在某些情況下有理可據 

3． 訴訟程序 一 送達文件 

4． 本身的當事人可接觸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人 

5． 向調查代理人發出指示 

6． 非私人執業事務律師的當事人 

7． 公司或政府機關的「當事人」 

8． 面見機構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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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舉報不當行為的責任 

1． 另一名事務律師的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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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控斗刑事罪行的事務律師 

4. 違反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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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推薦書或證明書 

作出全面及坦率的評價 

1． 適合的人 

會員通告 99- 160 	「事務律師的專業承諾一舉報不當行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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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真誠地行事的責任 

事務律師必須坦率和真誠地對待其他同業，務求與該律師對當事人所負的

首要責任一致。 

〞勿＝ 

1． 事務律師如對任何同業作出任何欺詐或欺騙行為，除了可能被追究民

事或刑事責任外，還將要面對紀律行動。 

2． 根據本原則，事務律師亦必須履行任何由該律師本人或其合夥人或其

所屬律師行的其他成員作出的專業承諾，不論該承諾是否以書面方式

作出。關於事務律師的專業承諾，請參閱第十四章。 

3． 不論各名當事人之問的怨恨有多深，事務律師都必須時刻保持其正直

品格，對待業界其他成員及他們的員工時亦必須達到態度良好和謙恭

有禮的要求。事務律師的言行舉止既不得尖刻或具冒犯性，也不得在

任何其他方面與他的事務律師身份不一致。 

本原則亦適用於書面通訊。不論各名當事人之閒的怨恨有多深，事務

律師都不得向業界其他成員發出內容具冒犯性的信函。 

5． 在正常情況下，事務律師如欲記錄與另一方的電話談話內容，將事先

提醒該另一方。不過，事務律師如相信有其他因素凌駕於禮節之上，便

可省略提醒對話另一方的做法。 

6. 除非另有協議，否則事務律師本人須負責向其代表當事人委聘的事務

律師代理人支付適當費用。 

7． 事務律師不應停付當事人帳戶支票（請參閱原則 13.03) 。 

8． 假如某人在某事宜中己有一名事務律師代表，則一般來說，另一名事

務律師不得在同一事宜中接受該人的委聘指示（請參閱原則 5.11) 。 

9． 另請注意執業指引 A. 8 的如下規定． 

[(1） 物業買方的代表事務律師為賣方的代表事務律師所提供的業

權契據或其核證文本製備核證副本，乃屬不道德的行為，除非

該等副本在下列情況下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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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己得到賣方的代表事務律師的明確同意；或 

(b） 按照買方的指示並為買方製備該等副本，而買方己經就

所提供的核證副本而向賣方的代表事務律師支付費用。」 

11.02 與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人接觸 

一般來說，假如事務律師己獲委聘處理某事宜，並知悉同一事宜所涉的任

何人己委聘另一名事務律師代表，則除非得到該另一名律師的同意，否則

該首名律師不得會見或以其他方式聯絡該人。 

‘男折： 

1. 己接受當事人聘用的事務律師，如有理由相信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

人尚未終止聘用該另一名律師，便不應直接致函該另一名當事人。 

2. 儘管有本原則，但假如另一名當事人的代表事務律師未有回覆信函或

在缺乏充分理由下拒絕向其當事人傳達信息，則事務律師或有理由直

接致函該另一名當事人。不過，事務律師在探取這步驟前，應將其有意

直接致函該另一名當事人一事告知該人的代表事務律師。此外，為禮

貌起見，事務律師應將有關信函的副本抄送該另一名當事人的代表事

務律師。 

3． 假如有法律程序，而法院紀錄顯示與訟各方分別有事務律師代表，則

隨後的書面通訊及文件應送達與訟各方的代表事務律師而非與訟各

方，除非法院另作命令，或除非有需要按照 # 洛露以倪綢馴p（香港法

例第 4 章，附屬法例 A）面交送達有關文件。 

4． 本原則並不禁止事務律師建議其當事人直接與對方事務律師所代表

的當事人聯絡。 

5． 只要事務律師認為適當且取得當事人同意，本原則並不禁止該律師指

示調查代理人，藉u嘗試查明例如對方下落或經濟狀況等事項，或藉

斗嘗試送達文件。然而，假如第三方已有律師代表，則事務律師不應指

示調查代理人接觸該方以錄取供詞，直至該律師己將其有意如此行一

事合理地通知該方的代表事務律師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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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原則亦伸展至涵蓋非私人執業事務律師的當事人。 

7． 就本原則而言，在公司或政府機關內，只有負責發出指示的僱員或人

員方可視為當事人。 

8． 除評析 7 所訂明外，就某事宜面見對方機構的僱員，並無違反本原則。 

事務律師在考慮面見該僱員時，應顧及該人身為僱員的處境，並應在

適當情況下將有意面見該僱員一事告知其僱主或僱主的代表事務律

師，讓該僱員能就其情況獲提供意見。負責面見的事務律師應當考

慮： 

卹 該僱員的法律責任；及 

(b） 所尋求的資料可能是屬於僱主的機密資料，僱員一旦披露該等資

料，便可能違反其僱傭合約或普通法，或可能觸犯法規，例如 ‘洶

人資界；織‘劂廠鼾夕療劍p（香港法例第 486 章）。 

（另請參閱原則 10.12) 

9． 關於對另一名事務律師所代表的當事人提供第二意見方面的指引，請

參閱原貝帖.11 評析 2。 

11.03 舉報不當行為的責任 

事務律師有責任向律師會理事會舉報另一名事務律師或其職員的專業不

當行為或不誠實行為，或任何宣稱代表或受僱於另一名事務律師或律師行

的人的專業不當行為或不誠實行為。事務律師在作出上迷舉報前，或有需

要取得當事人同意。 

評折 

1． 事務律師如有理由相信另一名事務律師面對財政困難或其正直品格

存疑，便應如實向理事會舉報。 

2． 訂明事務律師必須保持並確保其僱員保持 高專業操守水平的原則， 

也表示事務律師有責任向理事會通報該律師所屬律師行或任何其他

律師行的專業不當行為或不誠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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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務律師若然被控既涉及不誠實或欺詐的罪行或其他嚴重刑事罪行， 

應當通知律師會。 

4． 事務律師應從速舉報另一名事務律師違反專業承諾一事（請參閱律師

會會員通告 99-160) 。 

11.04 推薦省或證明書 

事務律師在簽署一份關於另一名律師的證明書或撰寫一份關於另一名律

師的推薦書時，必須對該另一名律師作出全面和坦率的評價，不得誤導任

何人。 

評折 

1． 假如事務律師被要求簽署一份證明書曉證明某人適合 

(a) 獲認許為事務律師， 

(b） 重新列入事務律師登記冊內；或 

(c） 受聘為事務律師， 

則本原則尤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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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11.03 評析 4 

會員通告 99-160 	 1999 年 6 月 21 日 

事務律師的專業承諾 

舉報不當行為的責任 

‘香者夢務右騵不事業黃宇擋馴少（第二版）第一冊原則 11.03 訂明 

「事務律師有責任向律師會理事會舉報另一名事務律師或其職員的專業

不當行為或不誠實行為，或任何宣稱代表或受僱於另一名事務律師或律師

行的人的專業不當行為或不誠實行為。事務律師在作出上述舉報前，或有

需要取得當事人同意。」 

上訴法庭在 The Law Socie加fHong Kong v. Re: Solicitors（上訴法庭民事上

訴案 1999 年第 24 號）一案中的判決，凸顯了事務律師有必要遵守上述原

則。會員應注意，根據該判決，在正常情況下，一名事務律師一旦得悉一名

同業違反專業承諾，應於 24 小時內舉報該情況，否則該律師本身將因未有

舉報該情況而干犯專業不當行為。 



第十二章 

與大律師的關係 

12.01 延聘大律師時的責任 

1． 與大律師開會 

2． 法律援助案件 

12.02 向大律師提交出庭委聘書的責任 

1． 初步書面指示 

2． 在出庭委聘書或出庭委聘綱要上標明大律師費用 

12.03 事務律師在延聘大律師後仍須負責 

1． 推薦稱職的大律師 

2． 不存在明顯錯誤 

3． 留意足么影響申索的延誤 

12.04 事務律師對於大律師費用負有的責任 

1． 大律師與事務律師或當事人並無合約關係

么 非私人執業事務律師 

3． 業務轉讓、去世或破產 

4． 合理辯解 

s． 在民事案件中與大律師議定其費用 

12.05 支付大律師費用 

1． 大律師提交收費單 

2． 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訟費評定

主 由聯合審栽處解決收賣方面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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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 

會員通告 00-334 	「大律師一在民事案件中與大律師議定費用的經

修訂指引」 

會員通告 97-60 	「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聯合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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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律師操守準則的陳述，請參閱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發布的 

!f香繼大中席力＝為黃宇伏軋／少（另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OO-334)。 

12.01 延聘大律師時的責任 

事務律師在延聘大律師時，有責任確保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因應情況而適

時地向大律師發出恰當的指示，立幼巴有助說明該等指示的所有陳述書和文

件送交大律師。 

〞折 

1．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事務律師應安排與大律師開會，使大律師能u 

直接溝通的方式向事務律師和並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當事人進一

步了解和剖析有關指示。在會面中，大律師亦可與事務律師討論事

實、證據和法律方面的問題，哄及向事務律師提供比書面意見更為直

接的口述意見。 

2． 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不論案件屬民事還是刑事性質，事務律師都應向

大律師表明，大律師的費用及代墊付費用將頗由法院評定或評估，而

事務律師只能向大律師支付經如此評定或評估的費用。事務律師應明

確地尋求卸除本身的責任，避免需支付任何超逾經法院評定或評估後

所准予支付的費用。 

12.02 向大律師提交出庭委聘書的責任 

事務律師凡委聘大律師出庭辦案，必須向大律師撤一份正式的出庭委聘

書或出庭委聘綱要，當中須述明或標有事務律師同意支付的大律師賣用數

額。 

〞折 

1． 所有提交給大律師的初步書面指示（包括出庭委聘書或出庭委聘鋼

要），均應由一名指名的事務律師親自簽署。假如隨後的指示是既律

師行的名義發出，則該指示文件或致大律師的附信上應印有代表該律

師行簽署該指示的事務律師的姓名的首字母，畝便識別確認（請參閱

執業指引 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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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份出庭委聘綱要應註明經議定的聘用費、任何經議定的延續聘用

費或「法律援助」或「不收費」（視乎何情況適用）。 

12.03 事務律師在延聘大律師後仍須負責 

事務律師不得藉委聘大律師而免除對當事人所負的責任（請參閱原則 6.01 

評析 6)。 

〞踏＝ 

1． 事務律師應謹慎地向當事人推薦適合接辦有關案件且具備恰當能力

和經驗的大律師（請參閱原則 5.17 評析 3)0 

么 事務律師在審閱和考慮大律師所提供的意見時，必須確保其內容不存

在明顯錯誤。 

主 事務律師必須盡一切努力，u確保大律師在事務律師所指定的時限內

或在合理時間內依照指示完成職責，曬及確保當事人的訴訟因由不會

變成因逾時提出而失效或因未有進行法律程序而被法院剔除。在適當

情況下，事務律師必須要求大律師退還所有文件，么便改聘另一位大

律師。 

12.04 事務律師對於大律師費用負有的責任 

除非有合理辯解，否則作為一種專業行為操守規範，事務律師本身須對支

付大律師的適當費用負責。沒有事先從客戶處收取用以支付大律師費用的

廣金，本身並不構成合理辯解。 

〞另折 

大律師與委聘他的事務律師及當事人之間並無合約關係，因此，大律

師不能提起訴訟既追討其費用。 

2． 本原則同樣適用於非私人執業事務律師（另請參閱原則 2.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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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非另獲大律師明確同意，否則在支付大律師費用方面，獨營事務律

師所負的責任么及合夥事務律師為其他合夥人所負的責任俱為持續

責任，不因律師行的業務轉讓而撒銷或被取代。同樣地，律師行的合夥

人須繼續負責支付其己去世、破產或失職的前合夥人馱律師行名義欠

下的大律師費用。事務律師若然預期業務會出現轉讓，便應考慮在檔

案交接的同時處理尚欠大律師費用的問題。 

4． 律師會建議，在一般情況下，事務律師尋求與當事人達成協議，協定由

當事人預先支付將會招致的代墊付費用（請參閱原則 4.07)。事務律

師須為欠付大律師費用一事提供合理辯解，而所作辯解是否合理，將

由律師紀律審栽組因應個別案件作出裁決。舉例說，下述情況或可獲

接受為合理辯解︰當事人出乎意外地破產，而在他破產前既無出現任

何狀況令人認為他的財政信用有問題，亦無明顯必要要求他預先提供

用畎支付大律師費用的資金。 

5． 關於在民事案件中與大律師議定其費用的指引，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

告 00-334。 

12.05 支付大律師費用 

大律師的費用必須在收賣單提交後兩個月內盡快清繳；如對收賣單有任

何質詢，亦必須在兩個月內盡快提出心 

〞折 

大律師可在完成任何一項特定工作（例如擬定狀書、提供法律意見及

舉行會議）之後盡快提交收費單。假如事務律師要求大律師提交收費

單，則大律師須在兩週內提交收費單（請參閱 州香蒼丈〞師力斗夸舅宇

守貿〕！》第 127 段）。 

2． 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事務律師不可延誤把訟費單和相關文件提交法庭

作訟費評估或評定，從而導致大律師不能在提交收費單後的合理時間

內收訖其費用。假如經評估或評定後的大律師費用金額低於收費單內

所列金額，則事務律師必須立即知會大律師，u便他能及時採取所需

行動。 

3． 香港律師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成立了一個聯合審栽處，既解決事務律

師與大律師之聞就收費問題的糾紛（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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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12.04 評析 5 

會員通告 00-334 	 2000年10月23日 

大律師 

在民事案件中與大律師議定費用的經修訂指引 

1. 律師會現隨本會員通告附上經修訂指引的副本，曉供會員參考。 

會員應細閱 D 段，其迷明律師會對於在法律援助案件中支付大律師費

用一事的看怯。 

2． 	本會員通告取代會員通告 00-1 16。 

關於與大律師議定費用的指引 

過往經驗穎示，事務律師與大律師之間因費用而引起的糾紛，往往源於雙 

方或其中一方在延聘大律師的過程中未能就潛在的問題達成共識。為減少 

這類問題的發生，律師會特制訂u下指引，哄供事務律師考慮。 

A. 聆訊 

延聘大律師時須考慮的事宜： 

1． 有否得到當事人的明確指示（ 好畎書面方式發出）要求委聘大

律師？ 

2． 大律師可被要求提供其收費的預計數額。事務律師可u透過與大

律師本人或其文員的預先安排，向大律師提交整套相關文件，既

便大律師計算出該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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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大律師預約工作天 

(a） 與大律師預約工作天（即安排大律師在其日誌簿內為事務

律師預留工作天）並不對大律師或事務律師產生約束力，也

不會招致任何費用。 

(b） 大律師預約工作天後汝口有另一名事務律師希望在同一或

部份的預約時間延聘同一名大律師出庭，則該名大律師（他

到了該時候應己經與首先延聘他的事務律師就首次出庭費

和延續聘用費達成協議）有義務與首先延聘他的事務律師

接觸，並向該事務律師指明首次出庭費和延續聘用費的付

款方式和條款。假如該名首先延聘他的事務律師不同意該

等條款，則該名大律師有權接受另一名事務律師延聘。在該

情況下）首先作出延聘的事務律師毋須為預約該名大律師

的工作天而支付任何費用。 

大律師的費用 

大律師報出委聘費的數額後，事務律師應確保下列事項己交代清 

(a） 會議 

確定： 

(i） 大律師的費用是否包括聆訊前會議；如是，會議次數

是否有限制。 

(ii） 己議定費用是否包括與當事人及專家證人進行會議的

費用。 

(iii）首次出庭費和延續聘用費是否包括可能在某日聆訊結 

束後舉行或在聆訊過程中舉行的會議。 

(iv）假如首次出庭費或延續聘用費並不包括會議的費

用 一 則應清楚表明此點曉及適用於此等會議的收費

率。假如會議是在大律師事務所以外或法院範圍曉外

的地點進行，則是否己與大律師協定他會否在按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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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會議費之外再按時收取他往返會議行程的費用呱及 

（如會）收費率為何？ 

(v）假如聘請首席大律師，則首席大律師與其他出庭大律

師在訴訟過程中進行商議方面的收費是否己分別包括

在首席大律師與其他出庭大律師的己議定費用之中？ 

(b） 延續聘用費 

議定： 

(i） 延續聘用費如何構成？這項費用是否只應在大律師出

庭滿一天的情況下才支付，還是在他出庭不足一天的

情況下仍須全數支付？ 

(ii）就時間損失的安排（例如在聆訊過程中，案件因一方當

事人或其顧問因抱恙而須押後聆訊）。在這情況下，是

否仍須支付延續聘用費？ 

(iii）如果案件早於大律師的預約工作期之前完結，頗確定

是否仍須支付延續聘用費呱及（如須支付）收費率為

何。 

恤）就大律師出庭聽取法院判決的安排。在這情況下，大律

師會否獲支付按已議定收費率計算的延續聘用費，還

是另有特別安排？ 

(v）假如聆訊押後至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才恢復進行時， 

應確定大律師會否為再次出庭作準備而收取額外費

用。 

(e） 整筆款項 

假如大律師的費用是既定額付款方式支付（即支付一筆定

額款項作為辦理整宗案件的費用），則事務律師不但必須與

大律師議定該筆費用所涵蓋的確實工作範圍，而且必須確

保，一旦案件未能在指明時期內完結，當事人和代表律師都

會清楚各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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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審訊 

大律師的費用須在么下時間支付， 

(i） 除非另有協議，否則只要己將出庭委聘書送達大律師， 

便須支付首次出庭費。 

(ii）事務律師和大律師還可考慮是否協定將出庭委聘書當

作己按照「10 日規貝明送達，即一經議定大律師費用， 

便不得撒銷委聘大律師，除非撒銷是在聆訊前 少 10 
天作出。 

(iii) 聆訊或審訊可能會基於種種原因而取消或押後，而各

方必須因應出現這種情況而預先在須於何時支付大律

師費用方面達成明確協議。各方都應謹記，大律師有需

要為聆訊做足準備工作。 

(iv) 按照常規，出庭委聘書乃在下述理解的基礎上送交和

接受，即大律師雖接受出庭委聘，但仍可基於合理理由

而無法出庭。假如大律師本己獲預約工作天辦理一宗

案件（下稱「首案D，但後來獲委聘辦理另一宗上訴

法庭案件（下稱「上訴案D，而大律師曾在上訴案的

下級法庭審訊時出庭，則一旦上訴案的審訊日期與首

案的預約工作天相沖，大律師將有權將首案的出庭委

聘書退回，即使上訴案的審訊日期是在大律師接受委

聘辦理首案後才編定，情況亦然。 

B． 提供法律意見和擬定狀書 

1. 事務律師凡委聘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和擬定狀書，應與大律師在

收費上達成協議。事務律師在送交委聘大律師的書面指示時，可

要求大律師提供其收費率及預計費用金鼠一旦其所提供的預計

金額獲當事人同意，大律師便不應將之更改；但假如大律師隨後

察覺其費用相當可能會超出先前的估計，則在特殊情況下，大律

師可向延聘他的事務律師反映。 

2． 對於大律師為提供法律意見而收取的費用是否包括與當事人進

行會議的收費，各方從一開始便應訂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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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樣地，對於大律師會否就透過電話進行會議而收取費用么及如

何計算收費，各方亦應盡早訂立協議。 

假如大律師無法擬備所需文件，則延聘他的事務律師應獲知會， 

並應要求大律師退還相關文件。 

C． 收費方案 

事務律師就大律師的收費方案與大律師達成協議前，應確定當事

人己完全明白該方案的詳情及條款，並應要求當事人么書面方式

確認接受該方案。 

2． 事務律師和大律師應考慮到在某特定環境下可合理地預期發生

的各種事件，並向當事人提供相關意見。例子包括：當事人將於

何時受到大律師的收費安排所約束；案件是否有可能達致和解

曉及（如有）和解可能於何時達成；u及法官、大律師或與訟各

方可能抱恙，歐致訴訟費用增加。 

3． 任何獲採納的大律師收費方案，都應詳列在一份諒解備忘錄之

中。 

D. 法律援助案件中大律師費用的評定 

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付予大律師的費用，乃受州法〞勰寥沙妒費〞〞7算夕 

〞剷少（香港法例第 91 章，附屬法例 C）規管。 

當中第 4 條規定： 

悶法律援助署」署長須付予代受助人行事的大律師的費用，為經評定

後獲准的款額；如無作出評定，則由署長訂定，但不得超過署長認為

假若作出評定便會獲准的款額。」 

會員應注意原訟法庭法官 Seagroatt 在 Chan Shiu Wah v Wu Kwok On 

（高院傷亡訴訟 1997 年第 1123 號）一案中發表的附帶意見 Seagroatt 

法官表示，假如評定官么大律師所做的工作屬「事務律師的工作」為

由而不准予大律師就該工作而收取的費用或將其金額下調，則大律師

應尋求從延聘他的事務律師的經評定律師服務費中獲支付該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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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認為，就事務律師與大律師之間的分工而言，大律師如認為他

就其所做的任何工作而收取的費用有可能在評定過程中不獲准子或

被下調，便有責任立即把相關文件退還事務律師。大律師若不如此行， 

便會受上述第 4 條的規定約束。 

B． 支付大律師費用 

1． 付款的時間 

大律師的費用必須在收費單提交後兩個月內盡快清繳；如對收

費單有任何質詢，亦必須在兩個月內盡快提出。 

2． 不支付大律師費用 

c香巷事嗡冬〞師寧業竇宇指馴少原則 12.04 訂明 

「除非有合理辯解，否則作為一種專業行為操守規範，事務律師

本身須對支付大律師的適當費用負責。沒有事先從客戶處收取用 

斗支付大律師費用的資金，本身並不構成合理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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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2.05評析 3 

會員通告 97-60 	 1997 年 3月 3 日 

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聯合審栽處 

1. 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己同意設立聯合審栽處既取代「灰色地帶委員 

會」，用於解決事務律師與大律師之間就收費問題的爭端。所有這類 

爭端都強制性地必須提交該審栽處解決。 

2. 律師會將指派 10位資深執業者代表律師會加入該審裁處的小組，而符

合下列資格的會員可向律師會申請成為代表： 

● 取得事務律師資格至少 10 年； 

● 具備刑事或民事訴訟經驗。 



第十三章 

與第三方的關係 

13.01 公平交易 

1． 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 

久 嘗試與對方的代表事務律師聯絡 

3． 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所提交的文件 

4． 品格評介 

5． 令人反感的行為 

6． 自行舉報嚴重刑事控罪 

7． 代理人的費用 

13.02 不兌現的支票 

1．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2．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 

13.03 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1.,1.).04 

13.05 

1. 通知 

2． 收款人是另一名事務律師的情況 

3． 法律行動不受影響 

4． 良好理由 

事務律師不得協助不合資格人士畝事務律師身份行事 

1. 了法〞森業者犛夕唧第 49(1）條的目的 

2． 第49(1）條與監管義務 

其他人由不合資格人士代表 

1. 「不合資格人士」的定義 

2． 向律師會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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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i.06 物業轉易合約：讓買方有時問尋求法律意見 

即使買方有權終止合約，原則仍然適用 

13.07 訟前信函 

1． 向僱主發出的詢問函件 

2． 令人反感的行為 

3． 非法索求 

13.08 誓言、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1. 身為監誓員的權力 

2． 事務律師聯合執業事務所 

3． 對誓章或聲明負責 

4． 拒絕為虛假誓言或聲明監誓 

13.09 不得監誓的情況 

1． 爭訟和非爭訟事宜 

2． 受禁止參與及利益的例子 

3． 由中國委托公證人監理的法定聲明 

13.10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1． 對司法管轄區的限制 

2. 猶如文件在香港簽立般進行見證 

3． 公證人在香港境外不享有權力 

〞；‘〞 

會員通告 00-127 	「香港事務律師及公證人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 

證實文件」 一參閱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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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公平交易 

不論是否以專業身份行事，事務律師均不得對任何人作出欺詐、欺騙或任

何其他有違事務律師身份的行為，亦不得利用其事務律師身份為自己或他

人牟取不公平利益。 

〞折＝ 

1． 事務律師在應付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及與該第三方通信時須特別小

心行事，曬確保該律師與該第三方之間不會藉默示方式產生委聘關係 

（即事務律師與當事人的關係）。 

2． 假如受當事人委聘的事務律師只知道對方的姓名和地址，卻沒有對方

的代表事務律師的資料，問題便會出現，尤其是就物業轉易交易而

言。在這種情況下，通常的做法是由事務律師致函對方，要求與其代表

事務律師聯絡。 

3． 在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事務律師在應付無律師代表的

第三方時，應對所收到的任何文件草稿中可藉合理修改而糾

正的錯處作出修改。假如所收到的文件訛誤過多么致難曬修

改，則事務律師可將該文件退回該第三方，並建議他委聘事

務律師代為擬備該文件或提供相關意見。 

4． 事務律師為他人進行品格和財政狀況評介時，必須確保該評介內容屬

責。事務律師若然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評介，將可能干犯專業不當

行為及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本原則亦適用於事務律師為某名申請護

照的人或為其他文件提供陳述或作佐證的情況。 

5. 事務律師不應作出令人反感的行為或發出令人反感的信函（關於事務

律師向其他同業發出令人反感的信函，請參閱原則 11.01 評析 4)0 

6． 事務律師應謹記，一旦他被控呱任何嚴重刑事罪行，他有義務向律師

會匯報該情況。（請參閱原則 11.03 評析 3) 

7． 關於事務律師向專業代理人、非律師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或證人支付

費用的義務，請參閱原則 4.14、原則 10.20 評析 2、原則 11.01 評析 6 
巳及原則 12.04 及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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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不兌現的支票 

從律師行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必頓兌現。事務律師須謹慎行事，確保所

有在與其執業業務有關達的情況下使用的支票均能兌現。 

〞折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如不獲兌現，則除非有特殊情況，會被視為

是違反了舉師祈〞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的規定

的。 

么 一旦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則這是否構成不當行為，須取

決於相關情況，曉及取決於有關行為是否損害或相當可能損害事務律

師的獨立性和正直品格或律師專業的名譽（請參閱原則 1.01) 。 

13.03 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除非基於良好理由，且已從速向受款人或其代理人發出有效的通知，否則

不得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折 

就本原則而言，從速而有效的通知指：在收票人收到支票後尚未採取

某行動之前便發出的通知，而該行動是付票人合理地可預期收票人在

收到支票後相當可能會作出的，例如履行交換合約。 

2． 假如收票人是另一名事務律師，而該支票己在其當事人帳戶入帳，則

即使該律師在該支票未結算前己向當事人交付同額款項，付票人也可

停付該律師。 

3． 本原則不影響收票人在支票被停付的情況下可曉採取的任何法律行

動。 

4． 假如事務律師有良好理由停付支票，且已盡 大努力從速向受款人或

其代理人發出有效的通知，則即使該律師始終未能聯絡上收款人或其

代理人，也不會被視為違反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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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 事務律師不得協助不合資格人士么事務律師身份行事 

‘謄伊截業者辭鉀‘（香港桔例第 159 章）第 49 條規定： 

1(1）任何律師均不得明知而故意一 

(a）在任何破產的訴訟或任何破產的事宜上，作為任何不合資格

人士的代理人；或 

(b）為任何不合資格人士的利益或為任何不合資格人士謀利而容

許他的姓名用於任何該等訴訟或事宜中；或 

(c) （己廢除） 

(d）作出任何其他作為，使任何不合資格人士能夠於任何該等訴

訟或事宜中在任何方面以律師身分出席、行事真腳，業。 

(1） 凡律師紀律審栽組或法院覺得任何律師曾違反本條規定而行事，律

師紀律審栽組或法院須命令將該律師的姓名從律師登記冊上剔隊 

。）凡法院就根據本條所訂罪行而命令將一名律師的姓名從律師登記

冊上剔除，可進一步命令將該名因犯罪者的行為而能夠以律師身分

行事或執業的不合資格人士監禁不超逾1年。」 

〞折 

第 49 條禁止事務律師允許不合資格人士或法人團體曬其主管人身份

行事，亦禁止事務律師允許該等人士或法人團體在任何法律程序或破

產案件中使用該律師的名字。 

2. 州舉廠數業麗為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條就監管

律師行職員和律師行辦事處訂立規則，而第 49條強調了該等規則的重

要性：請參閱原則 2.O4。 

13.05 其他人由不合資格人士代表 

假如事務律師發現另一人由不合資格的人代表，且該不合資格的人正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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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則對於該律師來說，除非是為著維護

本身當事人的利益，否則恰當的徹法是拒絕與該不合資格的人溝通。 

〞另折 

關於「不合資格人士」的定義，請參閱 (法〞拼業者犛勿切（香港法

例第 159 章）第 2 及 51 條。關於不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的

詳情，請參閱同一條例第 45 至 51 條。 

2． 事務律師一旦得知有任何不合資格的人作出違法行為的情況，有責任

向律師會舉報。 

13.06 物業轉易合約：讓買方有時間尋求法律意見 

在物業轉易交易中，除非買方已獲取法律意見或曾有機會獲取法律意見， 

否則代表賣方的事務律師不得要求無律師代表的買方簽署合約。 

壽？〞 

即使合約條款容許買方可在指定時間內撒銷合約且毋須為之承擔任何賠

償責任，本原則仍然適用。究其原因，雖然買方可在上述時問內諮詢事務律

師，但其後買方可能沒有時間就合約內容的修訂與賣方進行商議。而實際

上，買方應無可能在上述指定期間內完成所需的查冊和諮詢工作。 

13.07 訟前信函 

事務律師在擬備訟前信函時，不得在信函中索求或要脅追討任何並非可循

正當法律程序追討的項目或事物。 

〞折 

1. 事務律師受債權人委聘追討債務時，為了獲得債務人的身份資料或財

政狀況資料而與債務人的僱主通信或溝通，並無不當。然而，該律師不

應既威脅向債務人的僱主舉報或向傳媒告發作為手段，曉期獲支付欠

款。（關於事務律師委託調查代理人偵查債務人財政狀況的情況，請參

閱原則 11.02 評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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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請參閱原則 13.01 評析 50 

3． 事務律師不得利用脅迫手段向對方提出索求，即表示若然對方不滿足

該索求，該律師便會向有關當局舉報，使當局對對方提出刑事檢控。 

13.08 誓言、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事務律師在監誓或監理聲明時，有責任確定下列事宜： 

(a）宣誓人必須親自在該律師面前宣誓；如有必要，該律師可核對宣誓人

的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假如有關文件已簽署，則須在誓言、 

非宗教式誓詞或聲明中述明該簽署乃屬宣誓人的簽署； 

(b）宣誓人顯然有能力宣誓證實誓章或聲明的內容； 

(c) 宣誓人清楚明白他即將對有關陳述內容的真確性作出宣誓確認或聲

明；及 

(ci）宣誓文件所附的任何證物均為該文件中所提述者。 

〞折 

1. 州法伊數業者膚剷) （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7A 條授權持執業證書

的執業事務律師行使監誓員的權力。 

2． 聯合執業事務所內的事務律師，不可為其所屬律師行的另一名事務律

師或當事人監誓或監理聲明，但可為同一聯合執業事務所內的另一間

律師行的事務律師或當事人監誓或監理聲明。 

3． 宣誓人及草擬誓章或聲明的事務律師均要對該誓章或聲明的內容負

責。不過，事務律師若然察覺誓章或聲明中有不完整的地方（例如字

句間有空白處），便應拒絕監誓。 

4． 事務律師並無責任讀遍誓章或聲明，但他如有良好理由相信誓章或聲

明載有虛假內容（即使宣誓人對該事毫不知情），便必須拒絕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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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 不得監誓的情況 

假如事務律師或其律師行在某項法庭程序或事宜中代表其中一方，或在該

程序或事宜中存有利益，則該律師不得為該程序或事宜的有關宜誓及聲明

文件作監誓或監理。假如事務律師亦以中國委托公證人身份監理聲明，使

之能在中國內地使用，又或根據適用法律、規例或任何主管當局的行政指

令且為關乎中國內地事宜的目的而以中國委托公證人身份監理聲明，則本

原則不適用，但在這情況下，有關聲明必頭加上附註，述明該聲明的用途。 

芳尸折： 

1. 本原則同時適用於爭訟和非爭訟事宜。 

2． 由於監誓和監理聲明涉及履行公職，因此本原則將在若干情況下防止

事務律師為宣誓及聲明文件作監誓或監理，例如： 

(a） 假如事務律師在某破產程序中代表提出債權證明的債權人，則他

不得為該破產程序的債權證明宣誓文件作監誓州限如事務律師

在某遺產案件中代表立遺囑人的遺產代理人，則他亦不得為遺產

清理手續中的相關宣誓文件作宣誓； 

小） 事務律師如兼職受僱於另一名同業，不得為該名同業的當事人監 
遞云． 

(c） 事務律師如全職或兼職受僱於公司，不得在關乎該公司的事宜中

監誓。 

3． 本原則所訂明的例外情況，只適用於由中國委托公證人監理的法定聲

明，並不適用於誓言或非宗教式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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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事務律師不得在香港境外根據 (宣寶夕聲勿辦劍‘（香港法例第 11 章） 

監誓或監理聲明；但持有效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可在香港境外見證將在

香港使用的文件的簽立及核證將在香港使用的文件的副本。 

〞〞 
1． 事務律師根據 《宣煮發聲勞犛夕腳（香港法例第 11 章）監誓或監理

聲明的權力，只可在香港司法管轄區內行使。 

2． 見證事務律師用斗辨認在香港境外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應無

異於用曬辨認在香港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 

3． 在香港獲委任為公證人的事務律師，不能在香港境外證實文件或既其

他方式履行該人身為公證人的職能（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OO-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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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則 13.10 評析 3 

會員通告 00-127「香港事務律師及公證人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請參閱第一章 



第十四章 

專業承諾 

14.01 承諾具約束力的性質 

1． 定義 

2． 個人身份 

3． 由非合夥人代表律師行作出的承諾 

4． 由合夥人作出的承諾 

5． 責任持續 

6． 口頭、書面或隱含承諾 

7． 口頭承諾的證據 

8． 無義務作出或接受承諾 

9． 將來的承諾 

10，避免「如常的承諾」 

11． 就事務律師提供的文件副本支付費用 

12．有條件交付 

13．承諾接受原訴法律程序文件的送達 

14．在合理時間內履行承諾 

巧．具欺詐性的承諾 

16． 只能接受合資格人士所作的承諾 

17. 隱含承諾須當作由律師行作出 

14.02 承諾的履行 

1． 本身必須能夠遵守承諾 

2． 不得作出反承諾 

3． 事務律師運用本身資源履行承諾 

4． 承諾對已登記的事務律師具約束力 

5． 關乎履行承諾的紛爭 

6． 律師會無權免除事務律師履行承諾 

7． 執行承諾方面的延誤並不解除履行承諾的責任 

8． 承諾在若干情況下不具約束力 

9. 物業轉易事宜中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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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企業事務律師 

1． 不合資格人士無力償債 

2． 部門主管須負責任 

3． 部門主管並非獲認許人士時，須謹慎行事 

4． 執業指引 N 

14.04 承諾只對許諾者及接受承諾者具約束力 

1． 接受令當事人受惠的承諾 

2． 承諾的轉讓 

3． 把承諾轉移至接手經營業務的律師行 

4． 停止代表當事人 一 並不隱含地免除履行承諾 

14.05 含糊不清的承諾 

1． 條款內容準確的重要性 

2． 在承諾的措辭方面謹慎行事 

14.06 隱含條款 

1． 關乎費用的承諾 

2． 付款的承諾隱含地代表有足夠資金付款 

3． 承諾從出售財產的收益中付款 

14.07 約因 

1. 紀律行動 

2． 約因對於承諾的影響 

14.08 不受許諾者控制的承諾亦具約束力 

1． 作出承諾前須慎重考慮 

2. 關乎付款的承諾 

3. 隨後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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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 「代表」當事人或其他人作出的承諾 

1． 排除個人責任 

2． 相對於當事人意願陳述 

3． 取得當事人授權作出承諾 

14.10 當事人的指示 

1． 當事人更改指示的情況下的履行承諾責任 

2. 抵銷或留置權 

14.11 為不投訴而索求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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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承諾具約束力的性質 

承諾只能由事務律師作出。承諾對事務律師本身具約束力，而若然在執業

過程中作出，亦對該律師所屬律師行具約束力。 

‘尸獅＝ 

承諾是指一項由事務律師呱口頭或書面方式作出或藉行為而作出的

毫不含糊的意願聲明，其對象是一名合理地信賴該聲明的人。 

2． 事務律師曉個人身份作出的承諾，對該律師具約束力。 

3． 假如事務律師代表其所屬律師行作出承諾，則該承諾對該律師本身及

該律師行均具約束力。 

4． 假如律師行合夥人代表該律師行作出承諾，則該承諾對該合夥人和其

他合夥人本身么及對該律師行均具約束力。 

5． 對於律師行在其合夥人在職期問作出的承諾，即使該合夥人隨後停任

合夥人或即使該律師行隨後解散，該合夥人仍須為該承諾負責。 

6． 專業承諾不一定要包含「承諾」一詞。 

7． 雖然口頭承諾的效力無異於書面承諾，但除非有同期紀錄、手稿或確

認書以顯示內容，否則在證明口頭承諾存在時可能會遇到提證上的困

難。假如接受口頭承諾者確認該承諾的條款，而許諾者未有及時背棄

該等條款，則這相當可能會獲接納為充分證據設明該承諾的存在和內

容。 

8． 事務律師沒有義務作出或接受任何承諾。儘管事務律師有責任斗符合

當事人 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律師有責任肩負或承

擔當事人的財政或其他義務。 

9． 假如答應在將來某日作出承諾，則只要該答應己充分地辨識承諾的條

款，而且任何先決條件都己得到符合，該答應便會被視為一項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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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務律師應避免答應作出「如常的承諾」或者「按照如常條款」的承

諾，因為「如常」的定義不一定明確。為免產生爭拗，事務律師務應清

楚地表述承諾的條款。 

11．事務律師在要求另一名同業提供文件副本時，己隱含地承諾向副本提

供者支付適當費用。複製文件的收費已在州舉斤戶(_2)參務煮銀〞z《p 
（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G）中列明。 

12. 假如事務律師向另一名同業交付文件或款項，但表明此舉受制於某明

確條件，則該名同業身為收件人或收款人，將被視為已隱含地承諾，一

旦該人不願意或無法遵守該條件，便須立即將該文件或款項退還，且

不能為該文件印製副本。此外，假如某人向事務律師交付文件或款項， 

但條件是該律師應按照該提供者的指示而持有該文件或款項，則該律

師將被視為己隱含地承諾將應要求而把該文件或款項退還給該提供

者。在此等情況下，事務律師不得在未經提供者同意下兌現支票或匯

票以求付款。 

13. 事務律師如已承諾代表當事人接受原訴法律程序文件的送達，便應在

切實可行範圍內於收到該文件的同一日在接受送達確認書上批註並

將之交回送達該文件的一方。 

14. 除非另有明示條款，否則專業承諾附有隱含條款，要求許諾者因應該

承諾的性質而在合理時間內履行該承諾。一旦在履行承諾方面出現延

誤，許諾者有義務定期將 新情況告知接受承諾者。 

15. 即使律師行其中一名合夥人在缺乏任何實際或隱含權限下作出具欺

詐性的承諾，該承諾仍可能對其他無辜的合夥人具約束力。請參閱案

任紅Jnited Bank of Kuwait Ltd v Hammoud [1988] 3 All ER 418。 

16. 事務律師應謹慎行事，畎確保只接受有資格作出承諾的人士所作的承

諾。 

17．代表律師行作出的隱含承諾，須當作由該律師行的合夥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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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承諾的履行 

事務律師必須履行專業承諾的條款。 

‘另折＝ 

1． 凡事務律師或其合夥人作出承諾，該律師本人將受該承諾約束。因此， 

在作出任何承諾前，應謹慎地考慮其措辭和範圍。事務律師不能對作

出承諾一事掉以輕心，而事務律師除非肯定本身能夠遵守某承諾，否

則絕不應作出該承諾。 

2． 已作出承諾的事務律師，隨後不應尋求施加額外條件或承諾，馱換取

他遵守原本的承諾。舉例說，事務律師如己承諾退還文件，隨後便不能

向接受該承諾者施加進一步承諾。 

3． 承諾從出售財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並不暗示該承諾只有在許諾的事

務律師收到該等收益時才生效。假如有意作出如此限制，則必須明確

地將之納入承諾之中，否則許諾的事務律師將可能要運用本身的資源

來履行該付款承諾。 

4． 不論事務律師是否持有現行執業證書，只要他仍然名列事務律師登記

冊內，他便必須履行承諾。 

5． 在就己否履行承諾一事出現真正爭拗，或假如作為履行承諾的基礎法

律論貼有爭議時，則律師會不能作出干預。此等事宜須由法院栽決。 

6. 律師會無權命令解除事務律師履行承諾條款的責任。這項事宜須由有

關承諾的受益人或法院決定。 

7． 事務律師不得以接受承諾者未有從速將違反該承諾一事通知該律師

為理由而聲稱該律師己獲解除履行該承諾的責任。 

8． 接受承諾者藉欺詐或欺騙而取得的承諾，對許諾者並無約束力。 （另

請參閱原則 14.01 評析 15。） 

9． 事務律師對於在物業轉易事宜中作出的承諾而負有的責任，無異於該

律師對於在任何其他種類的交易中作出的承諾而負有的責任，而適用

於一般承諾的原則亦適用於物業轉易事宜中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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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企業事務律師 

受僱但並非作私人執業的事務律師，其本人須負責履行其專業承諾。 

〞‘ )= 

1． 受僱但並非作私人執業的事務律師，必須慎重考慮他所作出的承

諾一特別是他在受僱期間作出的承諾一例如在其僱主可能失去

償債能力或在其他方面拒絕履行承諾時對於他本身的含意。這些情況

不會影響該律師對其承諾所負有的個人責任。 

7． 在商業機構、工業機構或政府任職法律事務部主管的事務律師，須對

其轄下有資格作出承諾的成員所作出的承諾負責。 

3． 假如商業機構、工業機構或政府的法律事務部作出承諾，但該部門的

主管並非獲認許的人，則接受該承諾的事務律師應份外謹慎，以確保

該承諾由事務律師作出。 

4． 另請參閱執業指引 N，特別是當中第 9 段。 

14.04 承諾只對許諾者及接受承諾者具約束力 

在正常情況下，承諾只須在許諾者與接受承諾者之間予以履行。 

‘男衍＝ 

1． 假如事務律師已獲得令當事人受惠的承諾，而當事人隨後改聘另一名

事務律師，則除非前任事務律師基於良好理由提出反對或該承諾的條

款有相反規定，否則該承諾所產生的利益仍歸屬當事人，並可由新任

事務律師按照當事人的要求而強制執行。 

2． 事務律師不得在未經接受承諾者的明確同意下轉讓承諾下的責任或

負擔（從而聲稱己獲解除履行該承諾的責任）。 

3． 假如事務律師接手經營另一名同業的業務，而該律師因而接手處理的

事宜中仍有尚待履行的承諾，則除非該律師明示或默示地採納該承諾， 

從而承擔該承諾下的法律責任，否則該律師毋須為該承諾負責。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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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該律師確實採納該承諾，原本的許諾者仍要為該承諾負責，直到

該人獲接受承諾者明確地解除該人履行該承諾的責任為止。 

4． 承諾並不帶有意指「事務律師如於隨後停止代表有關當事人，即被視

為獲解除履行有關承諾的責任」的隱含條款。如欲倚賴該條款，便應

明確地將之納入承諾之中。 

14.05 含糊不清的承諾 

含糊不清的承諾，通常按照有利於接受承諾者的方式詮釋。 

〞折 

1. 事務律師應小心確保以準確的措辭表達承諾。這尤其適用於向不具備

法律知識的業外人士所作出的承諾。 

2． 在作出或接受包含「盡力」或「盡 大努力」等字眼的承諾時，務應

倍加謹慎。何謂「盡力」或「盡 大努力」是具爭議性的，其釋義亦

須根據個別案情而作出。作為總則，事務律師應避免使用此等語句及

其他可能同樣含糊不清的字詞。 

14.06 隱含條款 

一般來說，專業承諾並不載有任何隱含條款。下列是部份例外情況： 

1． 關於支付費用的承諾： 

(a）假如一名事務律師承諾就某事宜支付另一名事務律師的費用， 

而該事宜不再進行，則除非該承諾載有條款訂明在任何情況下

均須支付該等費用，否則該承諾將被解除； 

(b）承諾支付另一名事務律師的費用，將被當作承諾支付其「恰當費

用么不論該承諾是否如此表達。除非另有表示，否則「恰當費

用」是指經法院評定後將獲准予收取的費用。因此，許諾者隨時

均可要求評定有關事務費用，惟條件是該要求須從速提出，而要

求一旦提出，有關承諾便將適用於經評定的事務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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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同理，承諾支付事務律師以外的專業代理人的費用，等同承諾支

付其「恰當費用」。然而，除非該代理人所屬的專業團體設有方

案或機制以決定該代理人的費用是否恰當，否則任何關於該等

費用的真正糾紛將須交由法院裁決。 

1． 假如承諾於某個指定時間從某筆資金中支付金錢，則許諾者將被視作

隱含地保證將有足夠資金付執據此，若然不欲作出該保證，便務須在

有關承諾中明確地將之排除。 

3． 假如承諾從出售某項資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則該承諾並無隱含地要

求須從淨收益中付執因此，作出這種性質的承諾時，務須指明雙方已

議定的、從收益中扣除的項目。 

14.07 約因 

即使承諾不構成法律上的合約，律師會仍可對違反承諾者採取紀律行動。 

〞折 

1． 即使不曾對承諾提供約因，違反承諾仍可導致紀律行動。 

2． 假如某承諾指明是基於約因而作出的，但該約因在許諾的事務律師並

無犯錯的情況下未能實現，則該承諾將被解除。因此，倘若存在著約因， 

便應在承諾中加曉表明。 

14.08 不受許諾者控制的承諾亦具約束力 

即使事務律師承諾進行的事情超出該律師的控制範圍，該承諾仍具約束

力。 

評折 

事務律師在作出承諾前，必須慎重考慮本身是否有能力履行該承諾。 

除非承諾已包含適當的限制條件，否則事務律師因違反承諾而面對專

業不當行為的指控時，不能辯稱他所承諾進行的事情超出他的控制範

圍（例如該事情有賴第三方採取若干行動，但第三方未有如此行）（另

請參閱原則 14.02 評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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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務律師在作出涉及支付金錢的承諾前，必須考慮本身是否有能力作

出該承諾，因為他可能被要求動用本身及其合夥人的資源呱履行該承

諾。事務律師如被要求作出此等承諾，便必須考慮其當事人被判破產

的可能性；此等承諾不會因當事人破產而獲解除。此外，對於事務律

師己同意從中支付金錢的資金，當事人的破產受託人及第三債務人均

可能享有優先追索權（另請參閱原則 14.06 評析 2)。 

3． 作出承諾之後發生的事件，不會對該承諾造成影響，除非該承諾己對

該等事件作出規定。 

14.09 「代表」當事人或其他人作出的承諾 

事務律師本人須負責履行一切他代表當事人或代表另一人所作出的承諾， 

除非該承諾己明確和清楚地卸棄該責任。 

評！折 

據此，假如事務律師本身不想受某承諾約束，則該承諾的措辭應表明

排除該律師的個人責任。 

2． 專業承諾（包括代表當事人作出的承諾）有別於純粹關於當事人意願

的陳述或事務律師以當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互相訂立的協議。此等陳

述或協議顯然不涉及事務律師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3． 由於事務律師本人須負責履行其承諾，故此他必須在獲得當事人的明

示或隱含授權後才作出承諾。假如事務律師在未獲授權下作出承諾， 

從而令當事人蒙受損失，則當事人可曉採取的補救方法包括在適當情

況下提出訴訟，拄告該律師疏忽。 

14.10 當事人的指示 

事務律師不能提出「如履行承諾，將違反對當事人所負的責任」為理由而

避免為承諾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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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7 

事務律師不能既當事人己更改指示為理由而避免為承諾承擔責任。此

外，假如依從當事人的新指示行事將違反事務律師根據或按照當事人

早前指示而作出的承諾，則該律師不應依從該新指示行事。 

2． 除非承諾已包含適當的限制條件，否則事務律師不能提出抵銷或留置

權u期避免履行他在該承諾下的義務。 

14.11 為不投訴而索求款項 

事務律師不得就不舉報被指違反承諾情況而向他人索求賠償。 



第十五章 

投訴及紀律機制 

本章主要闡迷律師會在處理針對事務律師的專業不當行為指控方面的權

力及適用程序，因此不載有任何原則及評析。 

律師會的權力 

調查的權力 

律師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1 8(中條賦權律師會就針對任何事務律師（不

論其是否律師會會員）或其僱員的任何不當行為指控而進行調查，以

及提起紀律程序和（在律師會理事會（下稱「理事會D 認為適當時） 

在該等程序中進行檢拄工作。 

根據律師會組識章程細則第 1 8(e）條，理事會如認為任何事務律師的行

為不名譽、不恰當或不專業，可要求該律師作出解釋。 

律師會組識章程細則第 18(。條進一步訂明，理事會可履行其獲州法伊

數勞者療勿！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相關規例、理事會命令或其他方

式轉授的職能，亦可行使其獲上述各種方式轉授的權力。 

z． 權責的轉授 

‘法〞黝業者犛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73C 條規定：「理事會

可將根據本條例賦予或施加於理事會或律師會的任何權力或職責，轉

授予任何人或理事會轄下的委員會，但根據第 73及 73A條訂立規則的

權力則除外。」 

律師會己授權下列單位負責執行下列各項工作：審查及紀律部轄下

的執業操守組負責進行調查程序；調查委員會負責對投訴個案作出

裁決；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負責覆核調查委員會的栽決 LJ.及展閉

紀律程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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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操守組的角色、調查委員會的組成和職能以及審查及紀律常務委

員會的組成和職能，已在律師會製備的「投訴雙方要注意的事項」文

件中詳述。該文件可從律師會網站（www.hklawsoe.org.hk）下載。 

3． 會員的承諾 

律師會會員在申請成為會員時，須承諾遵守律師會的組織章程細則、 

執業指引、規則和規例。因此，違反該承諾將自動成為紀律事宜。 

4． 針對非會員的紀律程序 

理事會有權對並非律師會會員的事務律師進行調查，而他們只要名列

事務律師登記冊內，便可因其違紀行為而面對紀律行動（請參閱 ‘膚

伊黝業者膚I))（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1）條）。憑藉心必〞勿業者

療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9A 條，註冊外地律師亦要因其違紀行

為而面對紀律行動；而憑藉‘法伊辦勞者犛劍p（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2(2）條，實習律師曉及事務律師或外地律師的僱員亦要因其違紀行

為而面對紀律行動。 

調查 

理事會的調查權 

理事會的法定調查權己詳列於留 

‘法伊數勞者犛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AA 及 8AAA 條， 

情觀查身臘右廳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T); 

‘〞師數業慶驕刀（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5B 條； 

誡辦增舉師勿業友〞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R）第 10 條， 

及 

(e) ( 師薩〞膚〞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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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法律黝業者膚劍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AA 條規定，理事會有權委

任一人為調查員，曉核實事務律師、外地律師、實習律師或事務律師或外

地律師的僱員是否遵從該條例條文或遵從任何由律師會發出的執業指引， 

以及決定應否對上述各類人士的行為操守進行研訊或調查。上述條文亦訂

明調查員在進行上述研訊或調查方面的權力。 

第 8B條規定，儘管有任何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調查員根據第 8AA 條所

要求的文件均必須出示或交付。受法律專業保密權涵蓋的文件，只可為根

據‘汾律黝勞者犛刃p（香港法例第 159 章）而進行研訊或調查的目的而

使用（另請參閱案例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戶r Justice & Another [2012J 

HKCU 685）。 

根據 ‘舉師勿業銀為！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SB 條及 ‘律

師祈〞廳謝！‘（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第 11 條，理事會亦可委聘

監察會計師對律師行進行探訪，曉確保它們遵守州舉師勿業總慰p（香港法

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及‘〞師莊〞虜馴p（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

法例 F)。 

此外，理事會可委任調查人員在法院進行法庭視察（請參閱執業指引 C3）。 

事務律師若然不遵循或在無理可據下延誤遵循調查通知書，即屬違反 ‘詹

伊黝業者療劍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8AA 條，可導致該律師面對紀律

程序或其他制栽。 

投訴 

針對事務律師的投訴由律師會轄下執業操守組負責調查，但所有決定均由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或調查委員會作出。在特殊情況下，理事會可自行

把投訴個案直接轉介律師紀律審裁團召集人。此外，就任何投訴個案而言， 

即使原投訴人撒回投訴，律師會仍可繼續進行調查。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由理事會成員及非理事會成員組成。調查委員會乃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的附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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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程序 

調查工作通常由書面投訴敞動，但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亦可主動進

行調查。書面投訴的內容須載於一份『投訴表格』上。 

調查程序已在律師會製備的「投訴雙方要注意的事項」文件中詳迷。 

律師會可不時發出指引備註。 

之． 特權及誹謗 

就針對事務律師的專業操守而向律師會作出的投訴而言，除非投訴人

懷有惡意，否則投訴的內容受到有限度特權保護。有關律師就投訴人

向律師會作出的投訴所載的資料而提起法律程序曬控告該人誹謗的

做法或屬不當。 

3． 制栽 

律師會可施加的制栽，包括向答辯人事務律師發出經由常務委員會主

席或副主席簽署的遺憾信或指責書。 

如有足夠理由支持，常務委員會可把事宜轉介律師紀律審裁團召集人

或副召集人。 

4． 覆核 

紀律個案的任何一方均可要求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對調查委員會

所作的決定進行覆核。 

假如某一方要求覆核決定，則另一方可獲告知覆核申請，亦可能獲邀

作出申述。 

在覆核階段作出的申述，一般不應包括己在早前調查過程中披露的事

實。任何事務律師如試圖如此行，將可能被要求解釋為何沒有從一開

始便提供完滿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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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覆核決定的申請毋須在某指定時限內提出，但假如在提出覆核申

請方面出現過度或無理可據的延誤，則常務委員會在進行覆核時將把

該延誤納入考慮之列。 

紀律機制 

律師紀律審裁團根據心必伊數業者膚夕刃（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9 條設

立，其成員包括不超過 120 名具有至少 10 年資歷的執業事務律師、不超過 

10 名外地律師，歐及不超過 60 名非法律專業人士。該審栽團的所有成員以

及律師紀律審栽組召集人，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 

律師紀律審栽組召集人不時委任審栽團中的成員組成審裁組，對投訴個案

進行審理和栽決。每一個審栽組均由上述審栽團中兩名事務律師及一名非

法律專業人士組成。至於任何針對外地律師或其僱員的行為操守的投訴， 

則由一個由兩名事務律師、一名外地律師及一名非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審

栽組負責審理。 

几有投訴向理事會作出，而理事會沒有在接獲該投訴後六個月內將事宜呈

交審裁組召集人，則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如認為理事會理應如此行，可將該

事宜呈交審栽組召集人（請參閱 J法伊黝業者膚風‘（香港法例第 159 章） 

第 9A(2）條）。 

根據 州法伊黝業者膚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9A( 1）條，審栽組具有司

法管轄權審理關於事務律師、外地律師、實習律師、或事務律師或外地律

師的僱員的申請。審裁組的權限經由‘法伊勿業者犛劍少（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10 條規定。該條文賦權審裁組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命令，包括從事務

律師登記冊上剔除有關事務律師的姓名、暫時吊銷事務律師的執業資格， 

以及下令事務律師支付罰款。審栽組不一定要裁定有關事務律師「專業行

為失當州只要該律師曾經違反法定責任、本‘芳 I))或律師會執業指引， 

審栽組便可對該律師施加制栽。 

介入業務 

几出現‘泌〞辦業者犛劍p（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6A. 26B 及 26C 條

所列明的情況，理事會有權介入相關事務律師或外地律師的業務。理事會

的相關權力，詳列於州法〞勿業者犛剷‘（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26D 條及 



第于五章一扮訢及紀律撈制 231 

附表 2。介入業務的理由包括：不誠實、不當延誤、破產、放棄執業、喪

失能力、不持有執業證書，既及不遵守執業證書所附帶的條件。 

理事會並不接管被介入律師行的業務。理事會將委聘介入代理人，逐步結

束被介入律師行的業務。介入代理人的主要職能包括： 

(i） 辨別正在進行中的檔案，曉及將之歸還當事人或轉交當事人的新任代

表事務律師；及 

(ii）分發當事人帳戶所持有的金錢。介入代理人並不負責處理被介入律師

行的檔案、帳目或行政管理事宜。被介入律師行的事務律師或外地律

師或其遺產代理人須支付因理事會介入業務而招致的費用。 



了勗譬飾曾典勗餾羨丈身房謝隸膚志戲少 

對於‘寮齡節曾典季織群丈遞房洶隸膚志欺‘的說明 

（由律師會轄下證券法委員會製備） 

香港證券交易所（下稱「交易所D 與香港律師會己達成諒解備忘錄（下

稱「備忘錄D，就交易所在何等情況下可對處理證券上市或持續上市事宜

的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標準制訂規則，以及對違反該等規則的人士施加制

栽。備忘錄亦述明交易所在何等情況下有責任將其針對某名事務律師的調

查個案轉介律師會。備忘錄於 1996 年 12 月 18 日訂立，並只適用於該日或

哄後導致根據 ((I幼＊驕刃施加制栽的情況。備忘錄並無賦予第三方任何

權利，第三方亦無權要求交易所或律師會履行備忘錄所引起的任何相關義

務。本說明旨在提請會員注意備忘錄的主要內容及其對於會員的含意。下

文內的粗體字部份載有律師會對於備忘錄內個別條款的評析，但不屬於備

忘錄的一部份。 

備忘錄所訂明的安排，僅適用於「私人執業中」的事務律師。‘留養必易房

合產犛劍少（香港法例第 361 章）規定，任何人如在私人執業過程中向當

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即視為「在私人執業中么事務律師」身份行事。假如

就交易所規則所管轄的事項而言，該人亦么任何其他身份與該事項相關， 

則不得將該人視為既上述身份行事。這一點對於下列人土來說相當重要： 

以例如企業事務律師等身份牽涉上述事項的人士，以及兼任上市公司董事

局成員或擔任諸如上市公司顧問等特殊職位的私人執業事務律師。對於並

非么私人執業事務律師身份行事的人士，交易所制訂規則及／或對違規者

施加制栽的權利並不受到交易所與律師會現藉備忘錄而議定的安排所限

制。 

根據備忘錄，交易所確認律師會負責監管香港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亦確

認律師會己設有完善和清晰的紀律程序。因此，交易所已同意，除在下列三

種情況外，交易所不會就私人執業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而在 (Lb i方岌驕刃

中增訂規則、作出任何公開栽決、施加任何懲罰或制栽，或根據 趕 1方岌才 

A/i)) 而採取其他紀律行動。 

備忘錄所指明的三種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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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如事務律師在下列情況下向交易所作出失實申述． 

(a） 按照並宣稱按照當事人的指示作出該申述，而該律師明知該申述

失實或罔顧該申述是否屬實；或 

(b） 並非按照當事人的指示作出該申述，而該律師明知該申述失實或

不曾進行合理查詢曬求證該申述是否屬實。 

2． 假如事務律師在知情或罔顧後果下促使或參與違反 (亡清友馴儿 

「在知情下參與」達規，乃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但交易所已明確承認事

務律師在某些情況下的行為不會被視作不當行為，詳情請參閱下文。 

3． 假如事務律師在代表當事人處理上市事宜時，在知情下或不合理地沒

有就 ((1方磺驕z／少的相關規定向當事人提供意見，或在明知其就該等

規定而提供的意見屬錯誤或罔顧該等意見是否正確下，向當事人提供

該等意見。 

會員須謹記，根據《必放齷刷‘，交易所上市科具有酌情權對相關規則

是否適用於個別情況作出解釋，而交易所上市科設有內部指引，以處

理 (J功韌)的釋義和在個別情況下的適用性等問題。會員就 Lb 
功龍馴 的相關規定向當事人提供意見時，應將上述一點納入考慮之

列。 

交易所確認，除了按照當事人的指示而向交易所作出的申述外， C去放〞 

馴)並不要求事務律師向交易所作出任何申述，但關乎 (云1方勞顯刃附錄 5 
表格B 和表格H內的事務律師核證的陳述除外。 

交易所在決定事務律師的行為是否屬於上述三種情況時，有責任考慮所有

相關因素，包括： 

(i） 當事人曾否指示該律師就所涉問題提供或不提供意見，以及該等指示

的範圍；及 

(ii）該律師在進行在涉案情況下屬於適當的查詢後，對基礎事實的認知程

度。就此而言，「認知」是指該律師的實際知悉么及該律師所屬律師

行的其他法律職員的知悉，該等職員須有份參與同一事宜，而他們的

知悉在涉案情況下應可合理地歸於該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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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建議會員確保事先與當事人明確議定當事人向他們尋求的法律意

見的範圍。雖然每名事務律師應自行訂立這方面的程序，但在某些情況下， 

事務律師宜以書面方式記錄他與當事人的協議。事務律師在回答與所屬律

師行有長久合作關係的當事人的查詢時應格外謹慎，因為該律師可能因而

被認定為知悉關乎當時受考慮的事宜及關乎 Lb禳刷‘的釋義的資料。 

同理，假如同一間律師行中有多名事務律師參與或涉及同一事宜，則有關

事務律師應謹慎行事。 

有見及許多香港上市集團的架構（特別是當集團旗下有兩閒或以上的香港

上市公司之時），律師會亦建議會員確定向之提供法律意見的當事人的身

份，如有必要，亦要確定不向之提供法律意見的當事人的身份。 

交易所確認，根據州香勝事務〞師尊業舅宇 w馴少，事務律師既有責任為當

事人的利益並按照當事人的指示而行事，亦有責任把當事人的業務和事務

資料絕對保密。交易所亦確認，當事人時刻有自由不理會其代表事務律師

的全部或部份意見。因此，交易所在備忘錄中接納下列各項： 

(i） 事務律師知悉當事人確實或可能違反 (1方: 亂馴) 一事，本身不等於

該律師違反 趕 1方廣呈馴》，而事務律師並無任何義務向交易所知會或

舉報該事宜； 

(ii）假如當事人決定不按照其代表事務律師的意見行事，反而曉該律師認

為可能構成違反 趕方方姐〞刃的方式行事，則該律師不論是否繼續代

表當事人，均可能不會被視為曾不當地行事。交易所確認，上述兩個例

子並未盡列所有相關情況。 

交易所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某名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屬於上述三種情況之

一並且構成違反 (1方龍〞刃，便必須在作出任何裁決或聲明之前向有關

律師述明該事件的合理詳情，哄及給子該律師合理機會對有關指控作出回

應。交易所在作出任何栽決或聲明之前，必須把調查的所有方面保密。會

員須謹記，他們有責任把其藉專業關係而獲取的關乎當事人業務和事務的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而除非當事人己明示或默示地授權會員拉露該等資料

或已兔除上迷保密責任，否則會員不得透露該等資料。因此，對於交易所提

出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構成違反 Lb放 馴 的指控，會員在作出回應時

應謹慎考膚可向交易所被露何等資料。舉例說，根據了甜谿舉庫禪

葉守〞q/)，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事務律師不得披露某人曾就某事宜諮詢

該律師或委聘該律師提供意見。假如在回應指控時透露該等資料將導致有

關會員違反保密責任，則該會員應當將這情況告知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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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事務律師辯稱無法在不違反按照法律或專業操守規則而對當事人所

負的保密責任下對有關指控作出充分回應，則交易所須要求該律師尋求和

取得所需的同意或授權，讓該律師能作出充分回應。假如該律師不尋求該

等同意或授權，則交易所有權處理有關事宜。假如當事人拒絕按該律師的

要求給予同意或授權，而該律師合法地繼續拒絕披露相關資料，從而令交

易所無法處理有關事宜，則交易所須把事宜轉介律師會（下稱「轉介事宜D, 
而律師會將根據現行程序進行調查既及向交易所告知調查結果。就轉介事

宜而言，交易所無權在未經律師會同意下作出裁決或對有關事務律師施加

制裁，但律師會不得無理地不給予上述同意。 

交易所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某名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除了屬於上述三種情

況之一並且構成違反趕力方麗劇妙外，還可能涉及違反法律或專業操守規

則對該律師施加的責任，便必須把該事宜轉介律師會。對於獲交易所轉介

的任何事宜，律師會須從速將其所作出的栽決和其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通知

交易所，但律師會並無責任向交易所披露其栽決所依據的任何資料或其為

此目的而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所得悉的任何資料。在受制於有關事宜隨後不

會變為轉介事宜的條件下，律師會的調查和處理程序既不會影響交易所自

行就該事宜進行紀律程序，也不會影響交易所施加制栽的權利。 

交易所如認為某項事宜可能沒有涉及違反法律或專業操守規則對有關律

師施加的責任，便二把該事宜轉介律師會，而律師會將決定是否自行就違

反專業操守規則的情況展開紀律程序。在受制於有關事宜隨後不會變為轉

介事宜的條件下，此等程序既不會影響交易所自行就該事宜進行紀律程序， 

也不會影響交易所施加制裁的權利。 

交易所若然栽定某名事務律師的行為操守屬於上迷三種情況之一並且構

成違反趕方方開〞刃，便可按照 趕二清盡紳刃對該律師施加制栽。 



索引 

本 (/H91)) 轉載的律師會會員通告 

通告編號 通告標題 原則評析 頁數 

04-604 事務律師電郵指引 1.07 7 

國際律師協會了國際廣師首蒼伏馴p 1.08 2 8 

00- 127 香港事務律師及公證人在香港境外 1.08 4 8 
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13.10 3 213 

12-641 執業的終止 2.02 5 20 

10-171 外地律師行執業的終止 2.02 6 20 

06-337 服務公司的成立 2.07 1 24 

12- 176 索償代理人 3.01 9 49 
4.01 17 65 
5.01 6 79 
10.27 171 

00-204 州〞印黝業描廣伏馴》 3.03 50 

03-7 ISO 核證 3.03 50 

12-857 法律探訪 3.03 50 
10.26 170 

09-397 分享律師服務費 4.16 3 72 

12-475 舊檔案的存放及銷毀 5.23 91 
8.01 3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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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2 州黝業翁曾 (譽，別療＃) 廣認馴p 6.04 5 103 

04-320 刑事訴訟一就會員應採取何等步驟 8.01 1 112 
以確保與當事人會面的內容 

得呱保密的指引 

08-59 反清洗黑錢活動 8.01 10 113 

08-36 1 執業指引 P 8.01 10 113 
8.01 32 116 

08-362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認同執業指引 P 8.01 10 113 
（經由理事會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 

修訂）第 86 段 

08-756 對執業指引 P 的闡釋 8.01 10 113 

09-360 反情洗黑錢活動 8.01 10 113 

12-43 8 遺囑查察 8.01 14 114 

02-2 5 在處理項目物業轉易事務時 8.01 26 116 
藉同時面見多名當事人而違反 

保密責任 

07-767 本地律師行、外地律師行及海外律師行 8.01 18 115 
建立的組識及聯營組織 9.01 4 140 

11-610 (舉師數業綢慰＞第 Sc 條 9.05 4 144 

02-209 事務律師在刑事審訊期間停止代表辯方 10.05 4 159 

11- 195 事務律師的出庭發言權及實習律師的 10.08 161 
出庭發言權 

99- 160 事務律師的專業承諾一舉報不當行為 11.03 4 191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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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4 大律師一在民事案件中與大律師 12.04 5 197 

議定費用的經修訂指引 

97-60 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聯合審栽處 12.05 3 197 



分類索引 

所有主項及分項均依其英文版本字母順序排列。緊隨每個分項所提述的是 
相關原則編號（例如 1.01）或原則評析編號（例如 1.01 1）或附錄一。 

遵 

濫用法院程序 
事務律師不得代表當事人，5.02 3 

《會計師報告規則》 
主管律師有個人責任遵守，2.033 

帳目 
月7〞師薩〞廣蕩叨！J 

宣傳或招攬業務 
總則，3．肥 

收費，宣傳須遵從守則，4.01 6 
藉不恰當手段獲取業務，3刀3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2 
買方，貸款及承按人，3.01 6 
另男「了青獅珍之榮態夢守馴‘；他 

出庭代訟人（事務律師擔任）慮‘，元氣箏務t j 
非宗教式誓詞男戶瞥盒了 

上訴 
有責任提供意見，當事人被裁定刑事罪行成立之後，10.24 

聯營律師行 
就資料保密／利益衝突而言， 

視為單一間律師行，8由 0118,9 官 014 
見證文件 

事務律師必須親自監督 ,2.04 3(b) 
事務律師在海外見證，遵守法規，1.084 

大律師界別 
男‘一才虜 JJ 

保釋 
事務律師在未取得理事會同意前 

不得擔任保釋擔保人，1。．19 
大律師 

法院程序－ 
事務律師出庭，10.22 
有必要出庭的情況，10.222 
不出庭，當事人的同意，10.22 

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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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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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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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歹岔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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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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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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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代表－ 

「負責任」的意思，10.22 1 	 169 
需要，10.22 	 168 

費用－ 

議定，12.04 5 	 197 
質詢，12.05 	 197 
糾紛，聯合審裁處，12.05 3 	 197 
收費單須在兩週內提交，12.05 1 	 197 
事務律師的責任，12.04 	 196 
支付費用，12.05 	 197 
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費用須由法院評定，12.01 2 	 195 

延聘，12.01 	 195 
出庭委聘綱要須註明費用安排，12.02 	 195 
具備恰當能力的大律師，12.03 	 196 
事務律師仍須負責，12.03 	 196 

《基本法》 

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第 35 條，8.01 1 	 112 
c 
分享訴訟成果及強行干預訴訟,3.01 9 及 4.17 3 	 49 證 72 
支票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不兌現，13.02 	 208 
停付的理由，13 彥 03 	 208 
停付，13.03 	 208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 

不兌現，13.02 2 	 208 
中國委托公證人 

適用於若干聲明的豁免，13.09 3 	 212 
當事人 

當事人破產－ 

事務律師所作的承諾不受影響 ,14.08 2 	 224 
大律師，須謹慎地選用，12.03 	 196 

佳利益，至關重要－ 

專業判斷不得被凌駕，3.01 8 	 49 
與其他事務律師的關係－ 

對當事人負有首要責任，11.01 	 188 
專業操守規則－ 

不得為看當事人的利益而違規，5.14 	 86 
更改指示－ 

影響，對於承諾 ,14.1O 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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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事務律師提出申索，6.02 	 101 
另月俗誡為仁翱碧馮 gJ 玄喪當 J 發驗日摩獵劍了 

當事人拒絕尋求獨立法律意見，6.02, 7.05 1 	 1O1 證 108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溝通－ 

須提供的意見－ 

誠實、坦率及客觀，5江8 	 87 
不偏不倚，5.19 	 人夕 

停止執業，5.22 6 	 89 
收費，4.01, 5.20 	 63 岔 88 

中期帳單，4.08 	 69 
預先支付費用，4.07 	 〞 

評定帳單的權利，當事人須獲告知，4.12 	 70 
披露事務律師的權益或利益 ,7.03 	 107 

律師行被接管，5.22 9 	 突7 
恰當資料－ 

關於正在進行中的事宜，5.17, 8.03 	 86 117 
不披露，假如存在看令當事人受害的風險，8 庫 034 	 118 
「暗中透露資料」，例外情況，8.03 7 	 118 
關於在受聘期間將採取的步驟，5.123 	 85 

稱職地行事，事務律師所負的責任，6.01 	 109 
代墊付費用須經由當事人授權支付，4.03 	 戊『 

避免衝突的責任，3.01 5 	 49 
向當事人傳達資料的責任，8.03 	 117 
被事務律師剝削或利用，5江 5 	 86 
與事務律師的受信關係－ 

基本原則，3.01, 7.01 	 48汾 105 
禁止利用當事人的資料以期為 

事務律師本身或第三方賺取利益，8.02 	 〞7 
當事人可自由選擇事務律師，1.01, 3.01 2 	 ,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問的關係二 

基本原則，1.01, 3.01 	 3泌 48 
向事務律師作出鏡贈 ,7.05 	 108 
隨便的對話或通訊，8.01 22 	 刃歹 

保險人指定事務律師，3.014 	 指 

買方，貸款及承按人，3.01 6 及 7 	 49 
聘用安排不得予以披露 ,8.01 21 	 115 
和解，相關責任，10.17 	 167 
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 

事務律師有責任不接受委聘指示，3.01 3, 5.04 	 48汾 81 
另居戶我費易實〞了、儲藝盔廠夠了、／嗯顫癆蘑力了、‘吉方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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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蕩左付姜了、不嗡俳澎箏務摩咸勵、 f資邢料I紹為友‘灤其＃ 

憊事-,虜J 
當事人帳戶 

支票不得停付，11.01 7, 13.03 	 188 證 208 
支票不得不兌現，13.02 	 208 
另寬〞抓‘虜師游〞澀為，｝了 

專業能力 

盡職、謹慎和技能方面的責任，5.12, 6.01 	 84&JW 
在某特定法律範疇具備專業能力，意思，6.01 2 	 1W 
在非爭訟事務中可卸除法律責任，6.01 7 	 101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5.123 	 85 
在爭訟事務中不得就事務律師的疏忽 

而卸除法律責任，6.01 7 	 101 
從速提供服務，6.01 	 1W 
選用具備專業能力的人士提供協助，6.01 5 	 1W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2 	 8 
不具備專業能力的事務律師不得代表當事人，5.03 	 80 
另男‘一訢念兀事癆舉虜萬一J 

針對事務律師的投訴 

向事務律師提出申索，6.02 	 101 
有責任從速告知保險人，6.03 	 101 
有責任建議當事人尋求獨立意見，6.03 2(b) 	 102 
勿承認責任，6.03 1&2(b) 	 102 
保留須移交的文件的副本，6.03 3 	 102 
除非不存在著利益衝突，否則應停止 

代表當事人，6.02 	 101 
機密資料，在未經授權下披露 ,8.01 5 	 112 
不當行為指控－ 

律師會處理指控的程序，第十五章 	 226-231 
另寬‘一紀〞鍔制了 

資料保密 
總則，8,01 	 112 

資料保密與法律專業保密權之間的分別，8.01 11 	 113 
資料保密責任涵蓋在職期間 

及已離職的職員，8.01 3, 8.01 15 	 112 邊 114 
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 

c蠻汰法‘｝第 35 條，8.01 1 	 112 
披露機密資料－ 

受到誘拐或嚴重暴力罪行的威脅，8.01 16 	 114 
須從速告知當事人，8.01 3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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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律師提出申索或對申索提出抗辯， 

有限度使用，8.01 17 
關乎犯罪的通訊，8,01 9 
共同當事人的同意 ,8.01 24 
針對事務律師的紀律行動，8.01 17 
當事人明確或默示授權,8.O1 15 
當事人明確或默示免除保密責任，8.01 
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8.01 17 

新聞公布，10.23 
明信片，用以確認收妥通訊，8力130 
項目物業轉易事務，面見當事人，8.01 26 
法律規定，8.01 6, 7, 9 及 10 

法院命令，8.01 11 
有責任尋求當事人的指示，8.01 6 
不提供應予披露的資料，8.01 11 
清洗黑錢，8.01 10 
警方在沒有手令下提出要求，8.01 7 
根據手令檢取文件，8.01 6 
法定授權，8.01 10 
假如涉及違法，事務律師須 

停止代表有關人士，5.022 
香港證券交易所對事務律師進行調查，附錄一 

遵守資料保密的責任，8.01及附錄一 

同時代表兩名或以上當事人，8.01 24 及 25 
當事人的地址，未經同意下不得披露，8,01 29 
兩間或以上律師行進行合併，8.01 27 
毫不例外地適用於所有當事人，8.01 4及 12 
聯營律師行，8.01 18 
帳面債項，禁止出售予代理商，8.01 33 
對當事人事宜發表評論，禁止，8刀1 23 
法院可介人以防止披露資料，9.02 
銷毀當事人檔案，須謹慎行事，8,0132 
僱員，聯營組織共用，8.0118 
無限期生效，8.01 4及 12 
調解所獲取的資料的保密，8.04,9.06 
不得披露聘用安排，8,01 21 
不得隨便談論或通傳當事人事宜，8.01 22 
辦事處服務，共用，8.0119 
披露責任作為拒絕接受 

委聘的理由，8.03 2, 9.03 



事務律師轉投另一間律師行工作，8.01 28 	 116 
香港證券交易所，與律師會的諒解備忘錄條款， 

附錄一 	 232-235 
遺囑 

披露遺囑的存在和持有，8.01 14 	 114 
披露遺囑內容，8.01 13 	 114 

取得或接收機密資料 一 錯誤地 

披露的文件，8.03 6 	 118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2 	 8 
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文件或資料 

一只有當事人可將之放棄，8.01 8 	 113 
利用當事人的資料賺取利益，禁止－ 

事務律師或第三方，8.02 	 117 

利益衝突 

實際或重大風險，9 血 02 	 140 
避免衝突，9.01 	 140 
衝突的定義，9.01 2 	 140 
避免衝突的責任，3.01 5, 7.02 	 49 汾 105 
向當事人負有的責任，7.02 	 166 
當事人之間－ 

在得悉關於前當事人的機密資料下 

代表另一名當事人，9.03 1 	 141 
聯營律師行，被視為單一間律師行，9.01 4 	 140 
公司，董事及股東，9.03 7 	 142 
刑事檢控，9 庫 038 	 142 
夫妻，9.03 3 	 141 
貸款人及借款人，9.035 	 142 
其他家庭成員，9.03 4 	 142 

合夥，9.03 6 	 142 
現有及準當事人，9 由 03 	 141 
披露機密資料的風險，9.02 	 140 

兩名或以上現有當事人，9.04 	 142 
律師行合併，9.04 6 	 144 
停止代表其中一名或所有當事人，9.04 4 	 143 
刑事案件中的共同被告人，9 由 045 	 144 
資料保密，有需要解釋聘用安排的基礎，9.04 1 	 142 
當事人之問出現爭訟問題，9.04 3 	 143 
物業轉易，對於同時代表買賣雙方的限制，9.05 	 144 
有責任為避免利益衝突而拒絕接受委聘 ,9.01 1 	 140 
各自委聘法律代表，有責任提出建議，9.04 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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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當事人與新當事人，9.04 2 	 143 
各方同意聘用同一名事務律師，9.04 2 	 143 

兩名或以上潛在當事人－ 

事務律師與當事人之問－ 

代表前當事人的對訟方，9.03 8 	 142 
導致利益衝突的任命，5.08 	 82 
有責任向當事人披露利益衝突的風險，2.07 3,7.03 24岔 107 
來自當事人的餚贈，有責任拒絕 ,7.05 	 108 
透過遺囑作出餿贈－ 

有必要尋求獨立意見，7.05 1 	 108 
秘密利潤，披露及保留，7.04 	 107 

停止或拒絕代表當事人的理由，5.07 	 82 
事務律師因代表當事人而鳳到尷尬，9.03 2 	 141 

來自當事人的鏡贈，有責任拒絕 ,7.05 	 108 
透過遺囑作出餚貝曾－ 

拒絕尋求獨立意見，7.05 1 	 108 
公正不倚－ 

有責任防止中立性受到威脅 ,7.02 2 	 166 
清洗黑錢－ 

禁止「暗中透露資料」 ,8.01 10, 8.03 7 	 113 艙 118 
誓言、誓章及聲明－ 

假如宣誓的當事人或事務律師另有利益，13.09 	 2Z才 
交易中的個人利益，7.02 1 	 166 

合夥人或律師行職員，7.02 1 	 1(6 
導致利益衝突的事務律師任命，5.08 	 82 
事務律師／董事向公司提供法律意見，7.02 6 	 107 
以股本代替律師費，7.02 7 	 107 
發布權利，不享有，7.02 5 	 107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 
不得在香港的爭訟訴訟中作出安排，4.17 	 72 
海外司法管轄區可能准許作出安排，1.082 	 8 

物業轉易 
收費，4.017 	 641 

禁止同時代表買賣雙方，例外情況，9刀5 	 144 
（驕摩數榮者蓆麒；！第 56 條，4.02 2 及 3 	 d, 
買方，貸款及承按人－ 

招攬生意，3.01 6 	 49 
不專業的行為操守，3.01 6 及 7, 7.024 	 49c166 
無律師代表的買方，須獲給予時間尋求法律意見，13.06 	210 

事務律師作為交易的一方，7.02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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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聲明－ 

由代表作出聲明者的事務律師監理聲明，13.09 	 212 
業權契據，複製 ,11.O1 9 	 188 
專業承諾，14.02 9 	 220 

含糊不清的承諾，須避免，14.05 	 222 
具約束力的性質，14.01 	 218 
代價，14.07 	 223 
為文件副本支付費用，14.01 11 	 219 
從出售財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14.02 3,14.06 3 	22O 證 223 
須避免「按照如常條款」的承諾，14.011。 	 219 

收費 

預先支付費用，要求，4.07, 12.04 4 	 68 岔 197 
代理人，事務律師須負責支付代理人費用，4.14 	 71 
已議定費用，須存人辦事處帳戶，4.02 	 反， 

事務費單－ 

內容需詳細 ,4.10 	 69 
有責任從速交付，4.09 	 69 
中期帳單，只能在已事先與當事人協定下發出，4.08 	 69 
須經由合夥人簽署，4.10 	 69 
收費評定，有責任告知當事人相關權利，4.12 	 70 

代墊付費用－ 

定義，4.01 4 	 63 
須獲當事人明示或默示授權支付，4.03 	 反『 

不支付費用－ 

事務律師停止代表當事人的理由，5.22 4,10.05 3 	89 岔 159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4.01, 5.12 3 	 63 證 85 

書面協議，4.02 	 反『 

爭訟事宜，訴訟的風險，4.018 	 61 
預算， 好應以書面確認 ,4.04 	 夕 

定期提供資料，4.06 	 韶 

留置權，5.23 	 刃 

當事人為費用設定限額，4.05 	 67 
分享，與並非執業事務律師的人，4.16 	 72 
提出訴訟向當事人追討費用－ 

延誤支付費用一個月屬正常，4 且 11 	 刀 

收費過高，4.13 	 70 
海外律師，事務律師有責任支付海外律師恰當費用，4 江 5 	 刀 

從儲存庫取出文件，5.23 6 	 刃 

在爭訟事宜中以低於訟費表收費，4.017 	 61 
專業承諾，與收費有關的，刀‘尊業＊疋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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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寫偶焚實麥實：〞了 

訟辯大律師男戶才摩師了 

法院 

向法院負責－ 

作為出庭代訟人，另男 rg 念I事務-J 
作為法院人員，1.03 
法律援助證書被徹回或取消，法院須獲知會，10．。55 
有禮和恭敬地對待法庭的責任，10.02 
絕不得欺騙法庭的責任，10.03 
在單方面的法律程序中作徹底披露 ,10.04 
介人以防止機密資料被披露 ,9.肥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法院須事先獲知會，10.06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專業承諾，向法院作出的，10.10 

D 
聲明月 r誓序了 

紀律機制 

違反原則，屬紀律事宜，1.03 
違反專業承諾，或屬紀律事宜，14.07 1 
有責任從速舉報事務律師的不當行為，11.03 
關於監管業務的執業指引，違反－ 

與另一業務或另一人共用辦事處或員工，2.04 3(c) 
簽署信函，只可由認可簽署人進行，2.04 3(a) 
簽署及見證文件，2.04 3(b) 

律師會的權力－ 

轉授權責的權力，第十五章 

審閱的權力，第十五章 

介人業務的權力，第十五章 

調查的權力，第十五章 

律師紀律審裁組，1.04 2(c)，第十五章 

有責任從速回覆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查詢，6.04 2 
另寬俗f對：募啟華卵洌去斤病j 

文件 

就從儲存庫取出文件而收取費用，5 庫 23 6 
有責任在聘用安排終止後把文件送交當事人，5,23 
由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擬備，13.013 
受特權涵蓋，8.01g 
事務律師要求取得文件副本，14.01 11 
保留文件，當事務律師面對索償時，6.033 
在帶有條件下把文件送交另一名事務律師，14.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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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事務律師的留置權，5.23 	 刃 

錯誤披露 ,8.03 6 	 118 
當值律師服務 

可否供當事人使用，有責任提供意見，4.01 9, 5.21 	，了證呂夕 

有意停止代表當事人，有責任發出通知，5.226 	 89 
B 
受僱事務律師 

執業證書，何時需要，2.08 
特別適用於受僱事務律師的規則，2.08 3 
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附錄一 

專業承諾，個人責任，14,03 
調查代理人 

指示調查代理人接觸對訟方，11.02 5 
F 
收費及費用 

宣傳，4.016 	 61 
已議定收費及費用，須予記錄 ,4.02 	 戲 

事務費超逾 10,000 元，須列明每項收費，4.025 	 反『 

大律師費用，在事務費單內另行披露 ,4.02 5 	 戲 

爭訟法律程序中的「不勝訢，不收費」安排－ 

禁止在香港作出，4.17 	 72 
定義，4.171 	 72 

信用卡，用以付款，4.16 2 	 刀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4.01 	 63 
收費基礎，4.01 2, 4.03 	 63 岔 66 
爭訟事宜，訴訟風險，4.018 	 61 
當值律師服務，或可提供協助，4.019 	 夕 

收費預算，4.01 2, 4.04 	 63 汾 67 
指示，接收，4 官 01 	 , 

收取公司股本以代替收取律師費，7.02 7 	 107 
委託代理商代為處理帳面債項，禁止，4.161 	 72 
法律援助－ 

資格，4.01,5.21 	 ，汾波夕 

當事人即使獲法律援助，仍可能要 

承擔付費責任，4.01 12 及 13 	 65 
定期通知當事人已招致的費用金額，4.06 	 68 

禮法虜數業者療風少第 56 及 58 至 62 條，4.02 2 及 3 	 戊，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7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或可獲准進行，1 .082 	 8 
預付訂金，必需合理，1 .08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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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收費時須考慮的因素，1 .082 	 8 
外地同業，支付其費用，1.082 	 8 
因財政理由而拒絕或停止代表當事人，1.082 	 8 
記錄已議定收費，4.02 	 必 

另寬偶夕實了 

受信責任 

總則，7.01 	 105 
與當事人之問的利益衝突，7.02 	 166 
徹底披露任何利益或權益，7.03 	 107 
來自當事人的餚贈 '7力5 	 108 
秘密利潤，必須披露 ,7.04 	 107 

律師行男肇記；業 1fJ，戶合繆：義了 

年度僱員申報表，2刀24 	 20 
聯營律師行，被視為單一間律師行，8.01 18, 9.01 4 	115證 140 
遵守 (虜g彫之；業薦罵，!,2.02 	 〞 

遵守！r摩師乙事勞 wi,文,)T) ,2.02 	 〞 

開始及結束營業，2力2 	 〞 

對於大律師費用負有的責任，12.04 3 	 197 
外地律師 

男戶註廠辦增虜師了發健為留〞增摩師！亂 
C 

來自當事人的讀贈 '7刀5 	 108 
聯合執業事務所 

為事務所內的成員監誓 ,13.08 2 	 211 
(濛榮藥守盾 t/) 
《指引》的權威性，1.04 	 4 

I 

見「國際律師協會」 

事務律師的獨立性 

基本原則，1.01,3.01 
其他業務，參與 

一般禁止，2.07 
例外情況，2,07 
服務公司，2.07 1 

服務費，與並非執業事務律師的人分享利潤，4.16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另男／憑篆示了 

指示 

基本原則，3刀1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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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有限度指示，10.06 	 169 
接受委聘指示的自由，5.01 	 刃 

藉不恰當手段獲取委聘指示，3 .03 	 夕7 

索償代理人，禁止接受其委聘指示，5.016 	 79 
委聘安排的範圍必需清晰，5.122 	 85 
第三方，代表當事人，來自該方的委聘指示，5.06 	 81 

停止代表當事人－ 

利益衝突，月 f丫乙盆衡勞了 

事務律師無法稱職或盡職地代表當事人，5.032 	 80 
事務律師代表當事人會令該律師涉及 

觸犯法律或作出專業不當行為，5.02 	 80 
與當事人溝通－ 

有責任向當事人作徹底匯報，5.17 	 86 
向當事人提供誠實、坦率及客觀的意見，5.18 	 87 
可否得享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服務， 

向當事人提供意見，5.21 	 88 
在香港境外執業－ 

程序，1.08 	 7 
拒絕接受指示－ 

出庭代訟人，假如該人或其同事可能 

擔任證人，5.10, 10.13 	 83 證 163 
已聘用另一名事務律師，5.11, 11.01 8 	 84 艙 188 
涉及觸犯法律或作出專業不當行為，5.016 	 79 
當事人曾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5.04 	 81 
是否有能力代表當事人，5.01 7 	 刃 

利益衝突，倉很刃嗑討產移鳥 

向當事人披露關於另一名當事人的 

機密資料，風險，8.03 2 	 117 
拒絕接受指示者須通知當事人，5.015 	 刃 

當事人在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5.01 4 	 〞 

清洗黑錢，5.016 	 79 
禁止律師會進行調查，乃屬不恰當，5.09 	 83 
索償代理人，5.01 	 79 
事務律師對當事人是否有罪的看法，5.012 	 79 
控告當事人的前任代表律師，5.013 	 79 
是否有時間和能力接辦事宜，5.01 7 	 〞 

委聘安排，宜以書面方式訂立，5.018 	 80 
含糊的指示，5.05 	 81 
不道德的理由，5.01 1 	 〞 

容易受到外來壓力的當事人，5.04 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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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立遺囑人年事已高，5．。5 	 81 
資訊與通訊科技 

事務律師使用，1.07 	 7 
避免違反資料保密責任，8.01 31 	 116 

正直品格 

事務律師，基本原則，1.01 	 , 
國際律師協會 

!f國質舉眾蘆瘤宇〞〞，1.082 	 8 
L 
香港律師會 

投訴處理程序，第十五章 

憲章，1.06 
職能，1.06 
執業業務須向律師會提供的資料，2 中 02 
委聘指示不得禁止當事人與律師會接觸，5.09 
權力－ 

轉授權責的權力，第十五章 

審閱的權力，第十五章 

介人業務的權力，第十五章 

調查的權力，第十五章 

事務律師向律師會負有的責任－ 

舉報其相信另一名事務律師面對財政困難或 

正直品格存疑，11.03 1 
舉報另一名事務律師的專業不當行為，11 .03 
舉報嚴重刑事控罪，11.03 3,13.01 6 
舉報不合資格人士的行為，13,05 2 
從速對律師會的查詢作出全面回應，6.叫 

監管事務律師的規則的來源，1 .04 
緊貼 新發展，1.05 

事務律師的專業承諾－ 

違反承諾可導致紀律行動，即使沒有 

法律合約亦然，14.07 
物業轉易事宜，承諾無異於任何 

其他專業承諾，14.02 9 
有責任從速向律師會舉報違反承諾情況，11.03 
事務律師不得就不舉報被指違反承諾情況 

而索求賠償，14,11 
無權解除事務律師履行承諾的責任，14.02 6 
透過律師會提出的遺囑查詢，8.01 14 

另男個誡對‘弄叢孵！跡跳喪當元女 't:iI2舉獵紅J 



法律援助 

當事人即使獲法律援助，仍可能要承擔責任，4.01 13 	 65 
按照法律援助收費標準繼續代表當事人，5 庫 225 	 89 
法定押記，須向當事人解釋 ,4.01 13 	 65 
針對刑事定罪的上訴，有責任提供意見，10.24 	 170 
撒銷法律援助的通知，事務律師必須 

告知有關各方，10.05 5 	 162 

可否供當事人使用，有責任提供意見，4.01 9, 5.21 	 ,J證〞 

向受法律援助的對訟方追討訟費，4刀18 	 64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有責任向當事人提供意見，4.019 	 64 
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當事人，書面指示，4.01 12 	 65 
大律師須獲告知其費用將須由法院評定，12.01 2 	 195 
出庭委聘綱要須恰當地述明，12.02 	 195 

（鑼嬋書滯劍‘（香港法例第 159 章） 

須持有執業證書方可作出的行為，2.01 5 	 18 
不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13.05 2 	 210 
作為操守規則的來源，1 .04 	 〞 

監誓員，事務律師作為，13.08 1 	 211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不得訂立，4.17 	 72 
爭訟事務及非爭訟事務的收費， 

第 56 及 58 條，4.02 2及 3 	 必 

律師紀律審裁組，向其賦予管轄權，1.064 	 7 
行事的資格，由第 7 條訂明，2.01 	 18 
提出訴訟追討未付的事務費，4.11 	 70 

法律探訪，到當事人受羈押的地方進行，10.26 	 170 
訟前信函 

事務律師必須在合法範圍內行事，13.07 	 210 
留置權 

事務律師可行使，5.23 	 91 
留置權不能用以避免履行承諾的責任，14.10 2 	 225 
受制於法院作出將留置權作廢的命令，5.23 3 	 刃 

法律責任 

限制－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2 	 8 
訴訟事務律師 

「訴訟事務律師」的定義，10.01 	 156 
刑事訴訟 ,10.05 2 	 159 
刑事訴訟中被控人的基本權利，10.16 	 166 

有責任向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提供 

f

矽
，

刀
 

夕
，

州
叮
 
留

卿
〞

州
刀
 
必

7

留
刀

卻
 

刃

乃
刃
 

師

〞
妨
 



切
嬸

而
而

泌
嬸

切
泌

州

婀
州

f
 

師
師

〞
〞
〞

州
〞
 

韶
〞
 

15討 160 
膠

〞
韶
 

撈

腳
〞

〞
 
份

〞

份
州
 

意見，當該人被判罪成後，10.24 
當事人承認控罪，10,15 4 
當事人堅持認罪，10.15 
有責任就是否認罪及作供提供意見，10,16 
代表辯方的事務律師的責任，10.15 
呈述案情的自由，10.15 2 
法律探訪，到當事人受羈押的地方進行，10.26 
不得捏造抗辯理據，10,153 
控方，由事務律師擔任出庭代訟人，10.14 

披露證人陳述書，10,14 2 
向辯方披露資料，10.14 2 

《律師執業規則》第 SD 條下的規定，4.01 15 
訴訟事務律師的責任－ 

除適用於法院外，亦延伸至 

適用於其他機構，10.01 2 
向當事人負有的責任，10,02 1 

按照法律援助案件收費標準繼續，10．。53 
無勝訴希望的法律程序，須提供意見，10.18 
鼓勵和解，10.17 
有限度委聘，須向當事人提供意見，10.06 1 
停任代表事務律師，須有良好理由支持，10.05 

向法院負有的責任－ 

當事人作出不一致的陳述，10.03 4 
當事人的宣稱，一般無責任查究是否屬實，10.03 2 
有禮地對待法庭，10.02,10.07 
法院命令，有責任遵守，10.11 
衣著，10.08 
單方面的法律程序，10.04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 

須通知法院及與訟各方，10.06 
許可停止代表當事人，10.06 2 

絕不得欺騙法院，10.03 
向法院作出的專業承諾，10.10 

向對訟方負有的責任－ 

有助對訟方的事實或證人存在， 

一般無責任通知對訟方，10.03 6 
會見對訟方，不得直接接觸，10.21 
相關法律資料，有責任披露,10.03 7 
送達文件及法律程序文件，11.02 3 
向法院發出的書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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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須將副本送交對訟方，10.02 3 
新聞公布，10,23 
事務律師作為親身訴訟人，10.09 
事務律師出庭支援大律師，10.22 
事務律師向受羈押的當事人進行法律探訪，10.26 
向法院作出的專業承諾，有責任履行，10.10 
不合資格的中介人，須謹慎地處理，10.27 
刑事案件中兒童的錄像證據，10 由 25 
證人， 

出庭代訟人不應擔任證人，10.13 
兒童證人，錄像，10.25 
會見證人，10.12 
會見對訟方，10.21 
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不得教導證人作供，10.28 

另男 r虜左付弄驕務舉師〞 

忠誠責任，向當事人負有，7.01 
M 
強行干預訴訟及分享訴訟成果，3.01 9, 4.17 3 	 49 證 72 
調解 

假如有關糾紛無法解決，則在兩方或多方之間 

擔任調解員的事務律師必須停止參與其中，9.06 	 145 
清洗黑錢，5.016 	 79 
f香→曹突季∼交瀛房汐→苦蕭‘，附錄一 

0 
誓言、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聯合執業事務所，可為事務所成員的當事人 

監誓或監理聲明，13.08 2 	 211 
在香港境外，13.10 	 213 
須持有執業證書，方可主持監誓及監理聲明，2.01 5 	 18 
對誓章或聲明的內容負責，13.08 3 	 211 
事務律師有責任核實－ 

宣誓人有能力宣誓 ,13.08 	 211 
宣誓人的身份，13.08 	 211 
宣誓人明白有關內容的真確性，13.08 	 211 

事務律師如在有關標的物中持有利益或與宣誓人 

有關連，便不得監誓及監理聲明，13.09 	 刃夕 

法院人員，1.03, 10.10 	 4&162 
對訟方 

假如已有事務律師代表，則不得直接與對訟方接觸，10.21 	168 
向法院發出書面通訊，須將副本送交對訟方，10.02 3 	 方7 

在香港境外，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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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香港的總則，適用，1.08 
國際律師協會《國際律師道德守則》，1.08 2 
當地規則，有責任遵循，1.08 2 

P 
合夥人另寬膳吃癸樂了發‘舉師！亂 

持續遵守《律師執業規則》的規定，2.02 	 19 
為律師行及員工的作為或遺漏負責，2.03 	 召匕4 
受薪合夥人，可被視為正式合夥人，2.01 3 	 18 
專業承諾，對所有合夥人及律師行均具約束力，14.01 4 	 218 

執業業務 

另男 f合繆大d、‘霤營法營舉廠了發 J一虜師｝鉉日了 
終止執業，2.02 	 19 

律師行，解散或合併，5.22 9, 10 及 11 	 刃 

獨營執業者，5.22 8 	 究＞ 

開始執業，2.02 	 〞 

管理－ 

監管， 低標準 ,2.04 	 刀 

不合資格員工－ 

獲准受僱的情況，2.04 2 	 刀 

不合資格人士－ 

禁止以事務律師身份行事，13 當 042 	 209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7 

「不勝訴，不收費」安排，或獲准作出，1.082 	 8 
當事人預付的訂金必需合理，1.082 	 8 
計算收費時的考慮因素，1 .082 	 8 
外地同業，支付其費用，1.082 	 8 
媳則適用，1.08 	 7 
當地規則須予遵循，1.081 	 7 
停止辦理個案或代表當事人，1 .082 	 8 

執業證書 

在無執業證書下執業的後果，2.01 2 	 18 
受僱事務律師，2.015 	 18 
私人執業事務律師，2.01 	 18 
事務律師監管辦事處，2.04 1 	 21 
無條件執業證書，2.04 1 	 21 
定義，2.04 1 	 21 

執業推廣 另寬／宣夕蒙劈名鮮翁∼J 
須遵守相關規定，3.02 	 49 

主管律師男俗灑人了反／窗營主營岸廠J 
專業行為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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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操守指引》訂明所需標準，1.063 	 7 
總則須予遵從，1.01 	 , 
總則適用於所有事務律師、實習律師及 

註冊外地律師，1.02 	 4 
R 
索償代理人 

接受委聘指示，禁止，3.01 9, 4.01 17, 5.01 6 	 視 65 79 
推薦書，由事務律師簽發的 

內容必需全面和坦率，11.04 	 191 
「適當人選」 ,11.04 	 191 

註冊外地律師 

總則適用，1.02 	 4 
受律師紀律審裁組管轄，1.064 	 7 

註冊外地律師行 

終止執業，2.02 6 	 刀 

與其他事務律師的關係 

為另一名事務律師而發出的證明書或推薦書，簽署，11.04 	191 
另一名事務律師的當事人－ 

不得在未經該名事務律師同意下接觸其當事人，11.02 	189 
例外情況，11.02 2 	 189 

對話，記錄，11.01 5 	 188 
謙恭有禮，11.01 3 	 188 
坦率和真誠 ,11 由 01 	 188 
不得發出具冒犯性的信函，11.01 4 	 188 
不得發出具要脅性的信函，13.07 	 210 
對當事人負有的首要責任，11.01 	 188 
另一名事務律師的專業不當行為，有責任舉報，11.03 	 Lt2 
事務律師代理人，委聘該人的事務律師須 

負責支付該人的費用，11.01 6 	 188 
專業承諾，月 F拿業排：奮者了 

名譽 

有責任捍衛本身名譽及律師專業的名譽－ 

基本原則，1.01 	 , 
有責任舉報嚴重刑事控罪，13.01 6 	 207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 	 7 

聘用事務律師 

另寬憐勃私發〞婷之望八！姜事務摩師了 

應以書面方式確認 ,5.01 8 	 80 
受聘期間所負有的責任，5.12 	 84 
受信責任，7 宜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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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訟事務，事務律師不得卸除法律責任，6.01 7 
非爭訟事務，事務律師可限制法律責任，6.01 7 
終止聘用，5.22 
留置權，5.23 

s 
受薪合夥人 

為帳戶承擔責任，2刀13 
證券 

香港證券交易所－ 

證券上市－ 

規管事務律師的權力，附錄一 

服務公司 

獲准成立服務公司，2.07 
獨營主管律師 

缺勤，有責任作出適當安排，2.05 
停止執業，有責任通知當事人，5.22 8 
持續有需要遵守 (t 數業擬馴少，2.03 
去世，有責任就執業業務而訂立遺囑，2.06 
為員工的行為負責，2.03 

招攬業務 

男「(t 師 	守 T)J 
(舉節隨〞籲rJ) 
已議定費用須存人辦事處帳戶，4.02 4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13.02 1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13.02 2 

主管律師負有個人責任遵守《律師帳目規則》 ,2.03 3 
受薪合夥人亦可能要負責，2刀13 

律師紀律審裁組月‘甫舉馮紅了 

(舉師妒尊萋顯灣夕瀾馴‘ 

執業事務律師必須遵守，2.01 4 
律師行必須遵守，2.02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須採取的步驟，2刀5 

r舉節謝桌准廣缺劇 

事務律師必須遵守，3.02 
f舉師對桌麓獻‘ 

執業的開始與終止，2．肥 

主管律師為自己及律師行負責，2.03 
監管的標準，2.04 
計算不合資格人士的人數，2.04 2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2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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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公司不得用作違反《律師執業規則》 ,2.07 	 24 
特別適用於受僱事務律師，2.08 	 25 
在爭訟事宜中不得以低於訟費表收費，4.017 	 61 
刑事訴訟中的規定，4.01 15 	 65 
不合資格人士違反法律，13.05 2 	 刀t7 
有責任舉報，13.05 2 	 210 

專業操守規則的來源 

普通法，1.042 	 5 
法院，1.04 3 	 j 
了者覓巷翱誓摩師鮮黷轎宇首，f少，1.042 	 5 

律師會，1.042 	 5 
律師紀律審裁組，1.042 	 5 
法規，1.041 	 5 
香港證券交易所，附錄一 	 232-235 

香港證券交易所 
《香港律師會與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諒解備忘錄》，附錄一 	232 -235 

在香港存放實體檔案，8.01 35 	 117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可否供當事人使用，須提供意見，4.01 9 	 夕 

T 
實習律師 

專業操守總則適用，1 .02 
受律師紀律審裁組管轄，1.06 4 

U 
專業承諾 

定義，14.01 1 
含糊不清的承諾，14.05 
具約束力的性質，14.01 

原則的適用性，14.02 9 
當事人破產並不使承諾獲解除，14 08 2 
毋須代價，14.07 
物業轉易事宜中的承諾，14.02 9 
履行承諾的責任，涵蓋的時期，14.01 5, 14.02 4 
履行承諾的責任，11.01 2, 14.02 
當事人的明示或隱含授權，14.09 3 
具欺詐性的承諾亦可能具約束力，14.0115 
將來的事件，14.01 9 
只對許諾者及接受承諾者具約束力，14.以 

企業事務律師，個人責任，14.03 
律師會無權解除承諾，14.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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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務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或以事務律師身份作出，14.01 	218 
新任事務律師可代表當事人強制執行承諾，14.04 1 	 221 
無義務作出或接受承諾，14.01 8 	 218 
「代表」當事人作出承諾，後果，14.09 	 224 
合夥人，須為所有其他合夥人所作的承諾負責，14.01 4 	218 
只有接受承諾者可同意轉讓承諾下的責任或負擔，14042 	221 
解除－ 

轉讓，14.042 	 221 
毫不含糊且合理地獲信賴，14.01 1 	 218 

違反－ 

紀律行動，違反承諾可導致，14.07 1 	 223 
「向當事人負有責任」並非違反承諾的辯解，14.10 	 224 
有責任從速舉報，11.03 4 	 191 
事務律師不得索求賠償作為不舉報的條件， 14.11 	 225W 
不受事務律師控制，即使如此亦無關宏旨 ,14.08 	 225' 

法院，向之作出的承諾，10.10 	 162 
向另一名事務律師交付文件或款項－ 

受制於明確條件，14.01 12 	 219 
要求另一名事務律師提供文件副本，14.01 11 	 219 

隱含條款，「不載有隱含條款」總則的例外情況，14.06 	 222 
證明承諾存在－ 

口頭承諾 ,14.01 7 	 21 
「如常」的條款或承諾，應避免作出，14.01 10 	 219 

範圍－ 

含糊不清之處將按照有利於 

接受承諾者的方式解決，14.05 	 222 
隱含條款，支付－ 

專業代理人的費用，14.06 1(c) 	 225' 
另一名事務律師的費用，14.06 1(b) 	 222 
將來從資金中支付金錢，14.06 2 	 22? 
從出售資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14.06 3 	 223 

原訴法律程序文件的送達，承諾接受，14.01 13 	 219 
抵銷，事務律師不能以之避免履行承諾的責任，14.10 2 	 225 
隨後施加有條件承諾，14.02 2 	 222 
律師會會員向律師會作出的承諾，第十五章 	 227 

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 

事務律師須修正由該方擬備的文件草稿，13.01 3 	 207 
不合資格人士 

計算執業業務獲准僱用的不合資格人士數目，2.04 2 	 刃 

僱用，由另一名事務律師，2.04 2(2), 8.01 20 	 21 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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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律師有責任－ 

不協助不合資格人士以事務律師身份行事，13.04 	 209 
不與以事務律師身份行事的 

不合資格人士溝通，13.05 	 2(9 
萬藝‘ 

遺囑 

披露事務律師持有遺囑或其副本，8.01 14 	 114 

披露遺囑內容，8.01 13 	 114 
透過律師會提出遺囑查詢，8.01 14 	 114 
獨營主管律師有責任就執業業務而訂立遺囑，2.06 	 刀 

證人 

出庭代訟人擔任證人，10.13 	 163 
專家，與對訟方的專家證人會面，10.124 	 163 
與對訟方的證人會面，10.12 3 	 163 
不屬於與訟任何一方，10.12 1 	 163 
向證人支付費用，10.20 	 167 
干擾證人，避免這種指控，10.12 2 	 163 

停任代表事務律師 

當事人同意，5.22 	 89 
刑事審訊程序，假如事務律師已記錄為 

代表被告人，5.226, 10.05 5 	 89 艙 160 
良好理由－ 

違反對法院和對訟方所負有的責任，10.05 	 159 
訟費，沒有支付已議定費用， 10.05 3,5.224 	 159'89 
對當事人的抗辯的影響 ,10.05 2 	 159 
未能按 適當的方式代表被控人，10.15 2 	 165 
向代表事務律師提出索償的當事人，6.02 	 101 
當事人欺騙法院或作偽證 ,10.03 	 157 
清洗黑錢，當事人受到調查，8.01 1。及 11 	 113 
在香港境外執業，1.082 	 8 

法律援助案件，10.05 5 	 160 
文件－ 

如向事務律師提出索償，應保留文件副本，6.03 3 	 102 
有責任將文件送交當事人或其新任代表律師，5 東 23 	 刃 

合理通知，5.22, 10.05 1 	 89 泌 159 
審訊已開始 

一須得到法庭許可，10.05 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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