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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年報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專責統籌和策劃各項公關活動及會議，藉以促進和加強業界與
廣大市民的聯繫。常務委員會亦就律師會在公共政策及社會時事等事宜向理事會提
出各項建議。

2007年新春團拜

律師會於3月5日舉行新春團拜，迎
接豬年來臨，並邀得57位政府官員
及25位律師行高級合夥人出席。蒞
臨是次活動的嘉賓包括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律政司司長、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
主任、立法會主席、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和多位立法會議員。

與律政司司長午膳交流

律師會理事於11月12日與律政司司
長及律政司高級人員假香港會所進
行午宴。

常務委員會成員：

馬華潤（主席） 葉成慶（於6月呈辭）
熊運信（副主席） 簡家驄
陳寶儀 林新強
周致聰 伍兆榮
張永財（於12月呈辭） 彭韻僖
周永健 蕭詠儀（於6月呈辭）
何綺蓮 王桂壎
何麗顏 黃永昌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28 香港律師會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

為了建立平台以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國內兩地律師的專業聯繫與交流，內地法律事務
委員會於年度內與內地各個律師協會、香港貿易發展局、律政司、香港特區政府駐
北京辦事處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繼續合辦多項活動。

增值法律服務系列珠三角推介會

委員會分別於1月及7月舉行連串研討會，向會員講解在處理中港跨境法律事務時應
當具備的各種專業法律知識。逾60名會員參與研討會，其中部份會員更分別參與在
廣州市、東莞市、惠州市及深圳舉行的「香港增值法律服務推介」路演，並擔任講
員。這四場路演吸引了接近1,000人參加，當中包括內地企業代表和律師。

反傾銷研討會

律師會於12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轄下的進出口公平貿易
局、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事務部及
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了一場以反傾銷為主題的公開
論壇。是次論壇分為全體大會及分組討論兩個
部份，內容包括介紹歐盟、美國、印度和土耳
其等地的反傾銷措施。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
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先生與律師會會長分別發
表重點演說，而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成員則在
各個分組討論環節擔任講員。超過300人參加
是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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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訪律師會的國內機構及團體

月份 到訪代表團

3月 浙江省律師協會

4月 常州市律師協會

6月 河北省司法局

7月 汕頭大學法學院

11月 法律教育信託基金、北京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廣州市律師協會

12月 深圳市律師協會
 珠海市律師協會

內地訪問活動

理事會到訪北京

律師會前任會長羅志力律師於4月率領理事會一眾成員前往北京進行訪問。代表團
拜訪了多個機構和政府部門，包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司法部、最高人民法
院、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北京市律師協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中國法
學會和清華大學，並且與當地各界人士討論多個議題，包括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發
展、《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下協助律師踏足國內市場的措施、建議與中華全國律師
協會攜手成立物業法律及實務聯合委員會，以及香港律師參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
裁委員會的仲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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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內地訪問活動包括：

— 6月隨同香港高層業務代表團到吉林省訪問

— 9月出席「第三屆中國吉林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

— 9月參加在安徽省舉行的「第五屆華東地區律師研討會」

— 11月拜訪河南省律師協會

— 12月出席「深圳法律展覽會」

香港工商及專業服務界代表團到訪遼寧省瀋陽市

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在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安排下，於1月率領代表團到訪遼寧省瀋陽市。訪問期
間，律師會與瀋陽市律師協會簽定了一份合作協議。

中南六省（區）及港澳地區律師協作暨律師業務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由廣東省律師協會主辦，於8月22至24日
在東莞市舉行。出席研討會的包括河南省、湖南省、
湖北省、廣東省、海南省、廣西省律師協會及澳門律
師公會的代表。香港律師會亦派出龐大代表團出席參
與。

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

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合辦的「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於9月在
銀川市舉行。本屆論壇主題「構建和諧社會及律師的使命」。律師會會長率領一行八
人的代表團出席論壇，並就「內地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交流和合作」為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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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內地專欄

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於年度內在律師會會刊《香港律師》的內地專欄發表10篇文章，
主題包括：

月份 主題

1月 深港法律服務中心的一個構思

2月 北上新氣象，帆啓欲當先—參加北京高峰論壇之感想

 香港律師事務所的管理經驗

3月 中華律師事務所：是夢想還是遠景？

4月 香港法律培訓應否納入內地大學法律研究生課程的選修科
之一？

5月 增值法律服務系列珠三角推介會暨「引進來、走出去」免費
法律諮詢

8月 為開拓內地的業務所付出的努力

10月 承載歷史、肩負未來—邁向「大中華律師事務所」格局

12月 律師會代表團參加「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

 美國商務部對中國出口商品採取反傾銷與及反補貼聯合措
施

委員會成員：

何君堯（主席） 林月明
張永財（副主席） 林健雄
李嘉士（副主席） 林靖寰
徐奇鵬（副主席） 李偉民
陳美嫦 梁雲生
蔡小玲 馬小虎
莊天助 蘇紹聰
周永健 蔡克剛
朱慶華 王佩韻
何綺蓮 黃江天
葉成慶 黃繼兒（於1月呈辭）
顧張文菊 黃得勝
林新強 嚴元浩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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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係委員會

律師會透過轄下的社區關係委員會與社區團體保持聯繫。

刊載文章

50篇由會員撰寫的文章連續刊載於星期一的星島日報。文章涵蓋多個法律議題，包
括產權爭拗、婚姻監禮人、商標、物業、遺囑與遺囑認證以及《僱傭條例》。

「法治新一代」計劃

委員會於2003年推出「法治新一代」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舉辦學校講座，以提升
年青一代對法律的認識。律師會會員於本年度內為66間中學的學生講解香港法制、
法院制度及刑事法。

公眾研討會

委員會於本年度內舉行了51場公眾研討會，向普羅大眾講解建築物管理、遺囑與遺
囑認證及物業等方面的法律知識。

探訪機構

律師會會員於本年度內曾分別參觀香港賽
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及瑪麗醫院轄下的精神
科診所。

委員會成員：

彭韻僖（主席） 葉成慶
畢文泰 關惠明
畢慧貞 梁匡舜
陳雲霞 麥漢明
陳潔心 萬國樑
張有洪 黃愛晶
周致聰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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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媒關係

律師會定期與傳媒保持對話和溝通。

• 「法治新一代」問卷調查

新聞發佈

賦予律師出庭發言權

律師會於11月29日發佈聲明，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專責工作小組賦予律師出
庭發言權的報告表示歡迎。該報告標誌著律師會在爭取更大律師出庭發言權的漫長
道路上跨進了一大步。

記者招待會

律師會於本年度內曾舉行下列記者招待會：

• 法律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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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及會面

律師會回覆各大傳媒查詢，包括：

月份 查詢╱會面

1月 — 會長在2007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的致辭
 — 法律專業的前景

2月 — 律師的專業費用
 — 關乎購買物業的投訴

3月 — 法律專業的就業機會
 — 有關1,000元偽鈔的法律問題
 — 有關家務助理的法律問題

4月 — 法律專業的持續進修
 — 香港律師在內地的業務發展機會

5月 — 新入職律師的薪酬水平
 — 有關法律援助署調離行政部並轉歸民政事務局事宜

6月 —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下影響法律專業的條文內容

8月 — 《土地業權條例》

9月 — 醫療疏忽事故
 — 按條件收費

10月 — 《政制發展綠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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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法律週

開幕禮

2007法律週開幕禮於10月27日假奧海城隆重舉行。為慶祝律師會成立百周年，本年
法律週以「香港百年法律」為主題。開幕禮的主禮嘉賓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
司司長、立法會議員、法律援助服務局主席及法律援助署署長。

開幕禮內容豐富，包括致送100個壽包給香港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院
友、頒發感謝狀予曾經參與2006法律週的義
務律師會員。其他節目包括由歌星暨法律大
使關心姸小姐聯同香港兒童合唱團獻唱法律
週主題曲，以及由四位來自香港粵劇曲藝協
會的年青粵劇精英表演經典粵劇。並在各個
電視頻道播放兩段宣傳2007法律週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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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法律諮詢

法律週由10月29日至11月4日在黃大仙及天水圍設置攤位，律師會多名會員向大約
600名市民提供為期一週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委員會成員：

熊運信（主席） 洪宏道
陳寶儀 江仲有
陳浩良 林志釉
陳雲霞 劉穎言
陳潔心 林綺華
蔡嘉兒 廖珊儀
香志恒 彭韻僖
何雋文 潘金兒
何綺蓮 黃麗顏
康天怡 黃永昌
 楊慕嫦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現時有九支體育隊伍，分別參與高爾夫
球、足球、網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保齡球、排球及
籃球項目﹔超過500名會員參與各項集訓和比賽。律師會於年
度內與多個專業團體合辦各項康體比賽。此外，委員會更為
會員舉辦書法、遠足及社交舞研習班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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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百周年運動會

律師會百周年運動會於7月假香港中文大學校園隆重舉行。由前律政司司長主持開
幕典禮，超過250名來自北京、上海、台北、澳門、廣州、深圳及香港等七個城市
的律師協會代表出席參與競逐網球、羽毛球、足球及保齡球等比賽項目。香港代表
隊結果不負眾望，在保齡球和網球項目中勇奪總冠軍。

2007體育聯歡晚會

委員會於10月舉行第二屆周年體育聯歡晚會。出席是次盛會的會員及嘉賓共超過
160人。

專業團體運動聯賽

律師會派出多支隊伍參與專業團體運動聯賽，包括高爾夫球、網球、羽毛球、保齡
球及籃球項目，並在下列比賽中獲得佳績：保齡球隊於10月14日參加2007年專業團
體保齡球聯賽、高爾夫球隊於3月7日參加在滘西洲舉行的專業團體高爾夫球聯賽、
足球隊於1月遠赴曼谷，參加首屆亞洲律師足球比賽。律師會希望會員透過這些比
賽與更多同業和其他專業團體促進友誼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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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會員之夜

會員之夜於12月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活動由律師會會長揭開序幕，節目之一
是由業界七位「新星」參加一項別開生面的「單身男士競投」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
全數撥歸律師會教育信託基金。當晚超過500名會員參與這個活動，他們一邊品嚐
各種美酒，一邊聊天交誼，輕鬆愉快地渡過一個晚上。

委員會成員：

林新強（主席） 郝曉田
陳澤銘 李琳
周永健 彭韻僖
何君堯 鄧浩維
黃嘉純 楊美麗
熊運信 葉建昌
簡家驄 余玉瑩

秘書：對外事務及新聞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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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

到訪的外地機構

多個外地機構代表團到訪律師會：

月份 到訪機構

4月 —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

 — 加州律師協會

8月 — 國際商會

9月 — 印尼律師協會

11月 — 俄羅斯濱海區代訟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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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部

海外會議

律師會理事會成員代表律師會出席下列海外會議及典禮：

月份 會議╱典禮名稱、舉行日期和地點

3月 — 3月22至25日在澳洲悉尼參加第三十五屆澳洲法律大會。

8月 — 8月9至14日在加州三藩市參加美國律師協會周年大會。

 — 8月20至21日在印尼雅加達參加第十八屆亞洲律師協會會長
會議。

9月 — 9月9至13日在肯尼亞內羅畢市參加第十五屆英聯邦法律會
議。

10月 — 10月1至2日在倫敦參加法律年度開啓典禮。

 — 10月11至13日在新加坡參加國際律協執行官學會會議。

 — 10月14至19日在新加坡參加國際律師協會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