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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專責統籌各項活動和項目，以促進

和加強律師會與各界的關係。常務委員會亦就公共政

策、政府關係、社會時事及傳媒等事宜向理事會提出各

項建議。

常務委員會成員：

馬華潤  

熊運信  

陳寶儀

周致聰

張永財

周永健

葉成慶

簡家驄

林新強

伍兆榮

彭雪輝

蕭詠儀

王桂壎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社區關係委員會

律師會透過轄下的社區關係委員會，維持與各個社區團

體的關係。

社區關係委員會成員於年度內曾出席共66個講座，向多

個政府部門及非牟利機構講解各個題目，包括大廈管

理、遺囑與遺囑認證以及婚姻法等。

“法治新一代”

為了加深年青一代對法律的認識，委員會於二零零三年

推出「法治新一代」計劃。該計劃於本年度已踏入第三

年，而律師會會員於年度內向超過65間中學的學生講解

香港法律制度。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協助下，律師會於四

月至六月期間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以探討本地學生對

法律的認知程度。調查報告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公開發

表。

模擬立法會辯論

律師會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於九月攜手舉行了一次「模擬

立法會辯論」，45名兒童扮演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和以

少年行政首長及少年區議員的身份出席立法會模擬辯

論。

委員會成員：

彭雪輝  

畢文泰

畢慧貞

陳雲霞

陳潔心

張有洪

周致聰

葉成慶

關惠明

梁匡舜

麥漢明

萬國樑

黃愛晶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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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招待會

二零零六法律週記者招待會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為十

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舉行的連串節目揭開序幕。

本年法律週以“法律常識保權益，知識產權要認識”為

主題。

開幕禮

二零零六法律週開幕禮於十一月四日假遮打花園隆重舉

行。主禮嘉賓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律政

司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女士、法

律援助服務局主席陳茂波先生、法律援助署署長張景文

太平紳士以及戴啟思資深大律師。

開幕禮內容豐富，包括二零零六法律週戲劇比賽頒獎禮

暨優勝者表演，香港兒童合唱團亦應邀表演助興。二零

零六年“法律大使”由知名藝人鄭裕玲小姐及廖碧兒小

姐擔任。

免費法律諮詢

律師會多名會員積極參與法律週的活動，親赴律師會在

奧海城設置的攤位，向市民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一

如既往，這個項目廣受市民歡迎，共處理逾1,022宗預約

個案。免費法律諮詢熱線亦接獲超過438個電話查詢。

參觀法院

來自59間小學共4,160名學生在多名律師會會員的陪同

和協助下參觀本地法院。透過這項活動，學生們可親身

體驗法律程式的實際運作。

委員會成員：

熊運信  

陳浩良

陳雲霞

陳潔心

蔡嘉兒

香志

何雋文

康天怡

洪宏道

江仲有

劉穎言

廖珊儀

彭雪輝

潘金兒

譚詠恩

黃麗顏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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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媒關係

律師會與無線電視翡翠台合力製作遊戲節目“百法百

眾”，務求以輕鬆手法增進市民對於中港兩地法律的認

識。這個節目的第三輯於五月至七月一連七個星期六播

映，參與第三輯的會員共有30人，而每集均邀請律師會

會員擔任嘉賓，講解相關法律。

上述節目第一及第二輯的大部份內容已編製成書。書

名為“百法百眾”，由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記者招待會及新聞發佈

律師會於八月十四日舉行記者簡報會，以表達和解釋律

師會對於擴大律師出庭發言權的關注。

律師會會長與北京市律師協會李大進會長於十一月十六

日舉行記者招待會，講述北京研討會二零零六以及相關

的官方訪問活動。

律師會於四月二十八日作出新聞發佈，宣佈會員以

1873票對506票通過反對設立合資格承保人計劃以取代

現行的專業彌償計劃。

律師會於五月十九日作出新聞發布，宣佈羅志力律師獲

重選為會長，黃嘉純律師、王桂壎律師及何君堯律師獲

重選為副會長，四人的任期均為一年。

律師會於八月二十一日就何俊仁律師遇襲受傷事件發表

聲明。

傳媒查詢及會面

律師會曾回覆下列各項公眾查詢：

月份 查詢／會面

一月 ‧會長在二零零六法律年度開 典禮上的

致辭

‧投訴律師會會員的程式

‧律師會對於申訴專員調查法律援助署的

外判案件監察機制一事的看法

二月 ‧新的《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

般修訂）條例草案》

‧一宗涉及質疑行政長官《秘密監察行政

命令》是否合法的高等法院案件所引發

的問題

三月 ‧自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以來，

所成立的聯營組織的數目以及申請成立

聯營組織的數目

‧香港中文大學建議開設的法律專業證書

課程

四月 ‧年青人在家中利用電腦上載和下載音樂

所引發的法律問題，以及這些年青人的

家長的法律責任問題

30    香港律師會‧二零零六年年報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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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訪律師會的團體

多個海外代表團曾於年度內到訪律師會，詳情如下：

月份 到訪者

二月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上屆會長        

Edward Nally先生

六月 ‧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先生

‧來自泰國的代表團

九月 ‧英國國會所有黨派中國事務小組

‧英國劍橋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管

Christopher Forsyth教授

十一月 ‧ 英國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暨英國高等法院

暫委法官Robert Seabrook資深大律師

‧ 英國國會前首席法律顧問暨資深大律師

Peter Graham高級巴思勳爵士

十二月 ‧丹麥刑事檢控專員暨國際檢控人員協會

會長Henning Fode先生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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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司法部及湖北省律師協會

‧山東省司法部及山東省律師協會

七月 ‧安徽省律師協會

‧江蘇省及內蒙古公證人

‧深圳市律師協會

八月 ‧汕頭大學法學院學生

‧浙江省司法局

九月 ‧北京市司法局及北京市律師協會

十月 ‧山西省公證人

‧青島市仲裁人員

十一月 ‧太原市律師協會

‧河南省律師協會

十二月 ‧寧波市律師協會

‧深圳市律師協會

內地訪問活動

由廣西律師協會主辦的“六加二區際研討會”，於八月

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在廣西桂林市舉行。出席研討會的包

括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廣東省、海南省律師協會

及澳門律師公會的代表。香港律師會亦派出一行十人的

代表團參加研討會。代表團由律師會副會長暨內地法律

事務委員會主席何君堯律師率領，並於研討會開幕禮上

致辭。

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山西省律師協會合辦的“第六屆

中國律師論壇”，於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山西省太

原市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法治與法律服務的策

劃、監督和管理”。律師會會長率領一行六人的代表團

參加論壇，並發表演說。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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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何君堯  

張永財  

徐奇鵬  

李嘉士  

陳美嫦

蔡小玲

莊天助

周永健

朱慶華

何綺蓮

何志強（於六月呈辭）

葉成慶

顧張文菊

林月明

林健雄

林靖寰

李偉民

梁雲生

馬小虎

蘇紹聰

蔡克剛

王佩韻

黃江天

黃繼兒

黃得勝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