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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各項促進律師會會員權益的政策和項目的執行。常務委員會的使命包括盡

力為廣大會員謀求最佳權益，以及聯繫所有會員，以促進本港律師業界的發展。常務委員會於2011年內

曾舉行11次會議。

LawSociety Lexis：全新的法律資料搜尋及研究平台

LawSociety	Lexis是專供律師會會員、註冊外地律師及實習律師享用的線上法律資料搜尋及研究平台。會

員只須登記成為用戶，毋須預付費用，便可接達多個線上法律資料庫，包括Daily	Case	Alerts、CaseBase	

Hong	Kong、Hong	Kong	Cases	Unreported、香港法例、All	England	Law	Reports、CaseSearch	UK、英國國會

法令及附屬法例等等。更重要的是，透過LawSociety	Lexis所提供的單一個平台，會員可隨時隨地搜尋法

律資料和進行研究。LawSociety	Lexis於4月開始投入服務，其後常務委員會與服務供應商Lexis	Nexis曾合

辦共13項平台使用指導課程。2011年內，共有110間律師行及1,575名律師登記成為用戶。

律師行假期休業安排 – 線上平台

常務委員會亦在律師會網站增設平台，以便各間律師行在線上公布其假期休業安排。

常務委員會成員及其於年內的會議出席率：

林新強(主席)	 (9/11)	 鄭麗珊(副主席)	 (10/11)

陳澤銘(自4月起出任成員)	 (7/8)	 周致聰	 (6/11)

周永健	 (9/11)	 葉成慶	 (9/11)

簡家驄	 (7/11)	 羅紹佳	 (9/11)

李慧賢		 (9/11)	 盧鳳儀	 (6/11)

彭韻僖		 (8/11)	 黃吳潔華	 	(8/11)

黃國恩	 (5/11)	 容本樂	 (5/11)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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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香港律師》編輯委員會

《香港律師》乃律師會會刊。其編輯委員會與會刊出版商LexisNexis於年內舉行11次會議，並保持緊密聯
繫，以監察會刊的整體素質和水準，並為會刊收集業界感興趣的題材。為吸引更多讀者(包括非會員讀

者)，編輯委員會正與會刊出版商研究如何擴展會刊的分銷渠道。		

委員會成員：

王桂壎(自7月起出任主席)	 莫玄熾	 	

黃嘉純(於7月辭任主席)	 Anne	SCULLY-HILL
陳少勳	 任文慧	

周致聰	 蘇紹聰

Steven	Brian	GALLAGHER		 曾憲薇	

何志強(於3月辭任)	 韋健生

朱潔冰(自3月起出任成員)	 黃嘉晟	

李慧賢(於5月辭任)	 黃吳潔華	

Hans	MAHNCKE		 嚴元浩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律師會會所委員會

律師會會所自1999年起已為會員服務。為提高服務質量，會所於4月進行裝修，包括擴充宴會廳的面
積，使之能舉行容納最多60人的宴會和活動。會所酒吧和餐廳的環境舒適雅緻，除了供應日常餐飲外，
亦是舉行研討會和派對的理想場地。會所既擴大了服務範圍，亦提升了服務水平。律師會於2011年在會
所舉辦45項活動，會員亦曾在會所舉行24項私人活動。會所向來專為律師會會員而設，將來亦會繼續如
此。

委員會成員：

葉成慶(主席)		 彭韻僖

陳子遷		 徐慶全

朱潔冰	 黃栢欣	

簡家驄	 楊美麗

李德健	 葉建昌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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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會員權益委員會

會員權益委員會致力探討律師會會員所需的服務和優惠。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廣泛，既包括促進會員的個

人身心健康，亦涵蓋協助業務的推廣和業界的整體發展。委員會亦就律師會不時收到的推廣項目或資料

提出建議。委員會於2011年內曾舉行11次會議，並舉辦下列活動：

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

委員會與美國運通攜手合作推出「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並於10月22日第六屆康體聯歡晚

會上舉行信用卡啟動儀式。這張全新的聯營信用卡，為會員提供一系列的飲食、娛樂及消閑專享優惠。

殘疾保險計劃

委員會與怡安保險顧問有限公司正着手研究推出一項殘疾保險計劃，將作為律師會所有會員的免費福

利。該計劃的啟動預告典禮，於12月20日律師會聖誕派對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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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及工作坊

委員會於年內舉辦一系列涵蓋不同課題的午餐講座、黃昏研討會及工作坊，包括：

•	 1月6日：「常見眼疾」；	

•	 2月17日：「日常急救須知」；

•			 3月8日：「手診」研討會；

•			 	4月18日：「2011年市場及經濟展望」；

•		 	9月22日：「香港	–	黃金五年及隨後可能出現的衰落」；

•		 11月21日：「美容與健康」工作坊。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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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假律師會會所舉辦三場品酒活動，並得到會員踴躍參加。

																														

•			 1月27日：「投資美酒」研討會暨品酒活動；			

•			 2月8日：「預祝情人節	–	巧克力及香檳之夜」；

•			 8月16日：「投資鑽石及美酒」講座；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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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會員權益	x	律師會樂隊：2011年律師會聖誕派對

委員會於年內首度與The	Learned	Friends(律師會樂隊)合辦聖誕派對。是項活動於12月20日假Grappa’s	

Cellars舉行，節目豐富，包括樂隊現場演奏、免費享用美酒佳餚及幸運抽獎，而大會更邀得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擔任特別嘉賓。聯歡會吸引了超過400人參加，他們都盡興而歸。

為會員子女而設的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為會員的子女舉辦兩項活動，包括參觀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及愛護動物協會灣仔總部。每

名參加活動的會員子女，均獲頒出席證書。這類活動為所有參加者提供獨一無二且極具教育意義的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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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會員福利/活動：

•		1月：免費向會員派發利是封
•		 5月：向會員派發香港國際藝術展入場贈券

•		 	6月14至16日：與LexisNexis合辦研討會及書展

•		 6月16日：Halsbury’s	Laws	of	Hong	Kong(第二版)出版酒會

•		 6月30日：Sentencing	in	Hong	Kong(第六版)出版酒會

•		 	7月7日：「《易經》與辦公室人際關係」研討會

•		 10月：向會員派發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博覽會2011入場贈券

•		 	10月7日：免費觀賞3D電影《壞蛋獎門人》暨品酒晚會

•		 	11月3日：「投資奢侈品與品嚐勃根地葡萄酒」

委員會成員：

簡家驄(於12月辭任主席)	 黃嘉晟		

陳寶儀(自12月起出任主席)		 黃栢欣

陳子遷		 黃國恩	

李慧賢	 胡靜媚

盧鳳儀	 余達文	

彭韻僖

秘書：會員服務主任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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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企業律師委員會

企業律師委員會於2011年2月成立。企業律師包括持有執業律師資格但並未有私人執業的律師會會員。

委員會提供平台，讓會員就企業律師的角色分享經驗和資源以及交流意見和心得。委員會亦致力協助培

養和鞏固本港企業律師與私人執業律師的關係。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五次會議。

委員會成員：

陳澤銘(主席)	 	 陳浩良	

陳明德	 	 張元生

馮淑慧	 	 古靜

Jasmine	KARIMI		 	 劉天霖		

李子揚	 	 伍成業

林沛怡	 	 Anne	SALT	

徐若婷	 	 黃嘉晟

楊珠迪	 	 余柱榮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委員會已成立兩個工作小組，負責處理和落實委員會所制訂各個具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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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工作小組

聯誼活動工作小組為企業律師提供交誼機會。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辦三場以「企業律師的苦與樂」為主題

的分享會，多位企業律師應邀擔任嘉賓講者，就多個與企業律師息息相關議題分享經驗，包括外判法律

工作、管理企業內的法律部門等等。

工作小組成員：

馮淑慧(主席)	 陳澤銘	

陳浩良	 伍成業

徐若婷

企業律師問卷調查工作小組

企業律師問卷調查工作小組負責設計問卷，對任職企業律師的會員的各方面工作進行調查。該項調查將

於2012年展開。

工作小組成員：

陳浩良(主席)	 陳澤銘				

Jasmine	KARIMI		 余柱榮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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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執業管理委員會

執業管理委員會專責協助會員進行最佳執業模式，包括設立和營運法律業務、提高律師行的利潤水平、

實施良好執業機制、管理業務風險、優化業務向客戶所提供的服務、提升職員的士氣和動力，以及財政

和資訊管理。委員會負責協助法律業務達致優質執業管理，包括訂立指引和執業指南，以及舉辦執業管

理培訓課程、研討會和會議。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三次會議。

委員會轄下有四個小組，分別集中探討執業管理的下列四大範疇：客戶管理與關懷、教育與培訓、資訊

交流與支援，以及新興課題。

委員會於年內商議會員特別感興趣的管理課題，包括無人認領的客戶款項、對正在進行中的檔案作電子

存檔、透過互聯網建立人脈網絡、結業代理人、檔案儲存以及新的業務模式等。委員會亦製備各份標準

表格、核對清單及辦公室指南，以協助律師行執業。

委員會於年內與規模各異的律師行的合夥人進行了三場午餐聚會，以瞭解他們在管理律師行方面的關注

和需要。

委員會於5月為律師行職員舉辦「土地註冊簡介」講座，並邀得土地註冊處代表擔任講者。委員會計劃

於來年為律師行職員舉辦更多課程。

	

	

委員會成員：

林新強(主席)		 譚敏亮(副主席)

畢保麒	 鄭麗珊

范皓明	 葉成慶

江潤紅(於2月辭任)	 羅婉文

Amirali	B.	NASIR		 吳正和

伍成業	 彭韻僖

薛建平(於10月辭任)	 王桂壎

楊文聲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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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務發展策略研究室 – 前海課題組

前海課題組由委員會成立，其工作包括審視海外律師行所實施的現代法律業務模式、就本地律師業界在

深圳前海區的發展而向理事會提出建議，以及協助本地律師業界尋找和掌握由之而生的商機。課題組於

2011年與深圳律師及內地有關當局緊密合作，推動前海區法律服務市場的發展。課題組曾遠赴倫敦和杜

拜，考察當地的創新業務架構及模式，並探討該等模式可否運用於前海區和香港以擴充現行的執業業務

架構。

課題組於年內舉行九次會議，並於4月到訪國家司法部，就前海區的發展與司法部官員交流意見。此

外，課題組與各個有關當局	—	包括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廣東省司法廳、深圳市司法局

及多個律師協會	—	舉行共七次會議。

課題組現正探討各項構思的可行性，包括：推行試驗計劃，容許香港律師行與內地律師行於前海區成立

有限或無限法律責任合夥，由單一所律師行為來自各個司法管轄區的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及成

立香港法律顧問小組，向前海區的法院、審裁處及審判機構提供香港法律方面的意見。

課題組計劃於2012年向有關當局提交研究報告，詳述律師會的立場。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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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課題組成員：

林新強(主席)		 陳曉峰

陳偉國	(自3月起出任成員)		 周致聰

周永健	 朱潔冰(自3月起出任成員)

何君堯	 何志強(於12月辭任)

熊運信(自8月起出任成員)	 簡家驄(於2月辭任)

李偉民		 吳正和

譚敏亮		 王桂壎

黃得勝(自3月起出任成員)	 葉禮德

顧問：梁愛詩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公益服務委員會

公益服務委員會的工作包括審視律師業界所提供的公益服務、加深市民對業界所提供的公益服務的認

知，以及鼓勵業界參與公益服務，貢獻社會。委員會於年內審視各項由律師會舉辦及/或安排會員參與

的公益服務計劃，包括物業管理諮詢中心諮詢服務計劃、香港貿易發展局轄下中小企諮詢中心的諮詢服

務計劃、當值律師服務、傷亡賠償專線、45分鐘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以及各項為中小學生而設的英語法律

教育課程。

委員會於2011年舉辦首屆公益法律服務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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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彭韻僖(主席)	 蕭詠儀

彭思傑	 畢保麒

陳潔心	 張達明

戴永新	 侯嘉芬

關惠明(自6月起出任成員)		 梁匡舜

林藹琳	 盧鳳儀

Urszula	MCCORMACK	 吳嘉汶

Jelita	E.R.	PANDJAITAN	前名為		 Alan	G.	SCHIFFMAN

		Jelita	E.R.	GARDNER-RUSH

張鳳揚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委員會成立了五個工作小組，負責處理和落實委員會所制訂的各個具體項目。

社企研討會工作小組

社企研討會工作小組負責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攜手為本地社會企業舉辦教育研討會。工作小組於2011年

內舉行六次會議，研究和探討與社會企業有關的事宜，特別是它們的法律地位問題。

工作小組成員：

戴永新(主席)	 陳潔心

戚啟明	 朱靜華

倫美恩	 吳嘉汶

鄧婉婷	 范施德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公益服務網頁工作小組

公益服務網頁工作小組負責設計網頁，以協助鼓勵會員參與提供公益服務及加強公眾對公益服務的認

識。該網頁已於2011年7月在律師會網站正式發佈。	

工作小組成員：

畢保麒(主席)	 侯嘉芬

Jelita	E.R.	PANDJAITAN	前名為	 倫美恩

		Jelita	E.R.	GARDNER-RUSH

彭思傑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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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公益法律服務展覽工作小組

公益法律服務展覽工作小組不辭勞苦地籌備首屆公益法律服務展覽。該展覽讓公眾認識律師會及積極參

與公益活動和服務社會的律師所提供的公益法律服務。

在展覽上，大會透過固定展板、電視播放、清談環節及舞台表演等方式，向公眾介紹律師會及其會員所

舉辦和參與的各項公益法律服務和活動。

展覽開幕典禮於7月舉行，隨後展覽在港、九、新界巡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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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成員：

蕭詠儀(主席)	 梁匡舜

李慧賢		 盧鳳儀

彭韻僖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建築物管理公益服務工作小組

建築物管理公益服務工作小組負責監督律師會及其會員參與的各個建築物管理公益服務項目。工作小組

亦與各個有關當局	—	包括民政事務局及香港房屋協會	—	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擴大建築物管理公益法

律服務的範圍。

工作小組成員：

梁匡舜(主席)	 關惠明

彭韻僖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公益服務保險工作小組

公益服務保險工作小組負責檢討會員從事公益法律工作方面的專業彌償保險監管架構和保障範圍。工作

小組亦審議是否有需要引入任何改變或措施，以確保會員在提供公益法律服務時得到足夠的彌償保險保

障。

工作小組成員：

張達明(主席)	 彭思傑

畢保麒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公益服務和社區工作嘉許委員會

由公益服務和社區工作嘉許委員會督導的律師公益服務嘉許計劃，乃為律師會的重要政策方針之一。該

計劃旨在推動和鼓勵律師會會員踴躍參與公益和社區工作，以及感謝和表揚曾經積極從事公益和社區工

作的律師會會員、實習律師及註冊外地律師。委員會成員於2011年內舉行六次會議。

2010及2011年的律師公益服務和社區工作頒獎典禮，分別於4月15日及12月2日假高等法院大樓舉行，出
席典禮的嘉賓眾多，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律政司司長黃仁龍。2011年的嘉許計劃有超過100
個單位角逐多個獎項，包括兩個「傑出公益服務大獎」、兩個「傑出社區服務大獎」及四個「公益律師

行大獎」，結果評審團選出共70名得獎者。

嘉許計劃得到傳媒廣泛報道，大大加強公眾對於律師從事的公益和社區工作的認識。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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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李慧賢(主席)	 盧鳳儀

葉成慶	 彭韻僖

黃國恩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的工作包括推廣和鼓勵會員參與多項康樂及體育活動。

委員會於2011年內舉行五次常規會議，並舉辦多項康體活動	—	包括羽毛球、籃球、龍舟、長跑、高爾

夫球、桌球、足球、游泳、乒乓球、網球、保齡球、遠足、排球、棋藝、中國書法、國畫、烹飪、美酒

佳餚鑑賞、舞蹈、樂隊演奏、唱歌、太極拳及瑜伽。參與各項定期活動的會員總數超逾350人。

委員會於年內曾舉辦和參與多項活動和比賽，包括：2011年第三十五屆元旦冬泳拯溺錦標大賽、禁毒足

球賽、運動營養講座、第六屆「蕉拼日」慈善籌款賽跑、綠色力量環島行2011、與新加坡律師公會及香

港大律師公會進行羽毛球友誼賽、渣打馬拉松2011、法律之友盃、首屆律師家庭同樂日、律師會運動會

2011、法律專業盃龍舟邀請賽、第四屆粵港澳律師運動會、莎莎2011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六十二周年

國慶龍舟邀請賽、律師會水運會、香港醫學會游泳接力(跨專業界別)邀請賽、D.S.L.迷你音樂會、第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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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律師高爾夫球賽、「乳‧健康大步走」步行籌款2011、第三屆律師廚神食神大賽、萬聖節服飾

義賣活動、樂施毅行者2011、懲教署押解及支援組周年足球賽2011、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1、第

六屆康體聯歡晚會、與深圳市律師協會進行羽毛球友誼賽、第六屆法紀盃高爾夫球賽，以及律師會聖誕

聯歡會等等。上述各項活動及其他體育活動，吸引了共超過700名會員參加。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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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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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是「香港專業團體康體會」的會員，透過參加康體會定期舉辦的各項跨專業界別康體比賽，律師

會會員可與來自不同專業團體的專業人士進行交流，加深對各個業界的認識。

委員會成員：

鄭麗珊(主席)	 	 陳曉峰(副主席)

陳澤銘	 	 陳展泓

陳兆銘	 	 鄭倩宇

張宗傳	 	 蔣愛莉

周永健	 	 何百全

何樂婷	 	 熊運信

甘芷茵	 	 簡家驄

劉穎言	 	 彭韻僖

Joshua	WONG	 	 葉建昌

余玉瑩

秘書：會員服務主任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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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科技委員會

科技委員會為會員提供科技實用知識及服務。委員會於2011年內舉行六次會議，並與香港法律專業學會

合辦一年一度的「風險管理教育：科技及網絡風險實用管理課程」，會員對該課程反應踴躍。該課程由

下列四個單元組成：

律師行資訊系統的管理；

法律工作程序的管理；

律師行資料取覽的管制；

律師行資料安全與保安。

委員會亦就下列事項展開工作：

•		監察關於律師專業及律師會的的網上信息；
•	「雲端」電腦科技與律師行；
•		對律師、客戶與第三方之間的電子通訊進行加密；
•		 提供服務以協助律師在刑事及民事訟案中披露電子證據。

委員會成員：

羅紹佳(主席)	 陳曉峰(副主席)

翟文禮(自8月起出任成員)		 古凡

關超然(自8月起出任成員)	 林偉成

Steven	K.	LEE		 伍宛琪(自8月起出任成員)
杜軒榮(自2月起出任成員)

秘書：會員服務部總監

律師行科技支援興趣小組

委員會為律師會會員、實習律師及律師行科技支援員工成立了律師行科技支援興趣小組。興趣小組的主

要角色是提供平台就法律執業過程中的科技問題分享經驗和資源，以及交流意見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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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律師組

年青律師組乃為照顧在取得執業資格後執業經驗少於五年的會員及實習律師的需要和興趣而設，其使命

是促進和協助年青會員的事業及個人發展，以及提供機會，讓年青會員服務社群。年青律師組於2011年

內舉行六次會議，以統籌小組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小組於年內特別為年青會員舉辦和協辦多項活動。下文介紹小組所舉辦的主要活動。

與年青執業律師及法律學生溝通

年青律師組定期與本地各所大學的法律學生舉行茶聚，以協助年青執業律師及法律學生與較資深的律師

會會員建立融洽的關係。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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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友聯盟」

於4月推出的「法友聯盟」，是一個專為實習律師而設的計劃，其目的是提供機會，讓實習律師認識律

師會內的年青會員(「益友」)及較資深會員(「良師」)，以至建立終身的「師友兼摯友」關係。為促進

他們進行交誼，年青律師小組舉行連串活動：

•	 	4月16日：為整個計劃揭開序幕的燒烤聯歡會；

•	 7月16日：遊船河及釣墨魚聯歡會；

•	 11月5日：遠足活動；及

•	 由良師益友籌辦的其他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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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進修研討會

年青律師組定期為年青執業律師舉辦研討會。小組於2011年內曾舉辦下列研討會：

•	 1月10日：為期一天的「化零為整	–	合約管理技術研討會」；

•	 2月14日：「成為註冊和解員之路」；

•	 5月23日：「國家十二五規劃為年青律師締造的機遇」；

•	 10月20日：「去舊迎新：新法例與新詮釋」；

•	 12月9日：「家庭與事業：如何選擇?」

此外，年青律師組與律師會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合辦「兩岸三地年青律師論壇」。論壇於11月19日舉

行，多位來自中、港、台的知名人士應邀擔任嘉賓講者，向與會者介紹資本市場交易的最新發展，並講

解年青律師在處理這類交易時應當留意的事項。

業界精英午餐分享會

年青律師組於1月3日舉行小型午餐分享會，並邀得梁愛詩女士出席，暢談她在60年代任職律師時的生活

點滴。梁女士樂於與年青會員分享她的寶貴經驗，亦坦誠地回答年青會員的提問。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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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專業團體合辦活動

為與其他年青專業人士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年青律師組與各所專業機構	—	例如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醫學會年青醫生小組、香港建築師學會年青建築師小組、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	—	合辦連

串活動。於年內舉行的活動包括：

•	 7月28日：「認識專業人士	–	第四部份」聯誼酒會

•	 8月6日：跨界別專業人士夜釣墨魚聯歡會

•	 8月30日：專業攝影及影像班

•	 9月10日：向長者送贈月餅

•	 10月4及11日：咖啡品嚐班

•	 景賢里古跡遊

•	 12月1日：香港專業聯盟年青專業人士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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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律師會作為「關懷機構」，一直致力履行社會責任。年青律師組亦積極響應，於年內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教育局、東華三院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各項社區活動，並鼓勵年青律師踴躍參與。

教育局舉辦一項試驗計劃，派遣義工隊伍到訪各所小學，鼓勵小學生運用英文和協助提升他們的英文水

平。年青律師組部份成員曾參加該項計劃，於4月至7月期間的指定週末到訪兩所小學。

為提供機會讓年青會員服務社群，年青律師組與東華三院合辦一項社區服務計劃。該項計劃以來自貧困

家庭的兒童為服務對象，透過舉行各項互助和有趣的活動，增廣他們的見聞和增強他們運用英文的興趣

和信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為年齡介乎10至16歲基層兒童設立「結伴再成長」師友計劃，目的是協助受惠兒童培養

積極正面的態度和思維、對抗逆境的能力及社交技巧，方法是為每名兒童訂立個人發展計劃，並付諸實

行。年青律師小組是該項計劃的支持團體之一，小組成員亦參與其中，擔任志願導師。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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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實習律師歡迎酒會

年青律師組於10月14日舉行雞尾酒會，以歡迎實習律師和向他們介紹律師會這個大家庭的成員。這項活

動吸引了超過120人出席。

小組成員：

周致聰(主席)		 	 陳祖楹(副主席)

梁永鏗(於9月辭任副主席)	 	 Kajal	ASWANI(於5月辭任)

陳潔心	 	 高一鋒

郭瑛瑛	 	 黎蒑

劉詠言	 	 李琳(於5月辭任)

李嘉盈	 	 盧穎思

蕭鎮邦	 	 戴錦祥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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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於2011年舉行三次會議。小組的職責是研究和提出政策，為律師會設立和維持

檔案庫，使具有歷史價值的文件和資料得以保存並於日後供會員或各界查閱。為履行該職責，小組研究

和比較了其他律師會的歷史資料檔案庫，並就設立歷史資料檔案庫而徵求專業檔案管理員的意見。小組

將協助設立和維持該檔案庫，並對之提供適當的支援；以及於該檔案庫成立後監察相關政策的實施和執

行。

工作小組成員：

吳斌(主席)	 陳少勳

陳永良	 簡家驄

彭韻僖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法律圖書館工作小組

成立法律圖書館工作小組的目的，是將律師會法律圖書館轉變成為專門收藏法律文件範本的圖書館，以

供會員使用。圖書館收藏的項目將包括中英文格式和範本的印刷本和線上版本。

工作小組成員：

簡家驄(主席)	 陳寶儀(副主席)

陳少勳	 陳永良

余達文

秘書：會員服務部副總監

會員服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