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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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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行會議，保持緊密

聯繫，以監察會刊及其專屬網站的整體質素和水準，並為會刊構思業界感興趣的題

材。 

 

會刊分別派發予律師會會員、香港大律師公會會員、法官、政府部門、相關公營機

構以及中國／海外的律師協會／大律師協會。會刊亦擺放於香港國際機場內多個乘

客休息室內，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 

 

自 10月以來，編輯委員會與會刊出版商緊密合作，致力革新會刊網站，使之與時並

進。會刊的 PDF 版本將改為以電子雜誌形式刊登於網站內，並加入更多互動功能，

以吸引更多讀者。會刊的全新網站及電子雜誌版本預期於 2016年首季推出。 

 

會刊的電子版本載於會刊網站 www.hk-lawyer.org. 

 

榮譽會員遴選委員會 

榮譽會員遴選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並按照「提名指引」，考慮合資格列入

律師會榮譽名冊及成為律師會榮譽會員的律師人選。 

 

於 5月舉行的律師會 2015年周年大會上，理事會按委員會的推薦，通過將周永健律

師列入律師會榮譽名冊。  

 

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於年內研究多個項目，包括發展和優化本港調解制度的政策和標準。委

員會曾審議下列事項﹕  

 

律師會「調解員認可計劃」 

 

(a) 認可一般調解員 

 

律師會「調解員認可計劃」(一般調解員)自 8 月起實施。根據該計劃，律師

會會員若符合律師會訂立的認可要求，便可申請成為律師會認可一般調解員。

一經認可，調解員的姓名便會載於律師會轄下的一般調解員名冊，供公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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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律師透過「法律界名錄」和律師會網站查閱。「調解員認可計劃」資料冊

(一般調解員)及該計劃其他詳情，已載於律師會網站。  

 

(b) 認可家事調解員 

 

調解委員會成立由該委員會及調解員認可委員會轄下執業家事調解員組成的

聯合工作小組，審視建議中「調解員認可計劃」(家事調解員)下的「家事調

解員實務守則」。委員會將聽取和研究該聯合工作小組對於上述守則的意見，

並將於適當時間向理事會提交關於上述家事調解員認可計劃的恰當建議，以

供理事會審批。  

 

(c) 寬免一切相關費用 

 

為了向律師調解員的調解業務提供更佳支援，委員會於 8 月向理事會建議免

收取律師會「調解員認可計劃」下的一切相關費用。該建議已獲理事會批准。  

 

「調解諮詢專線」試驗計劃 

 

在委員會協助下，律師會於 2014 年 11 月推出調解諮詢專線。調解諮詢專線是現行

「免費法律諮詢專線」的一部份，旨在增強普羅大眾對調解的認識和理解，同時推

廣香港的調解和律師調解業務。該專線起初試行半年，期間，一組律師調解員連同

律師會調解統籌員為致電者提供關於調解和調解服務的資訊。  

 

親職恊調員名冊 

 

委員會建議設立律師會「親職恊調員名冊」。理事會原則上批准該建議。委員會繼

而與家事法委員會合作，討論多個相關事項，當中包括為律師籌辦親職恊調培訓課

程。  

 

有關各個調解實務範疇的諮詢工作 

 

委員會曾審議下列諮詢項目﹕ 

  

(a) 關於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的諮詢 

 

律政司轄下調解督導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關於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及相關事宜

的諮詢文件。調解委員會與律師會轄下其他專責委員會攜手審議該份諮詢文

件，並於 8月提交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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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香港調評會紀律程序的諮詢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下稱「調評會」)於 9 月發表一份關於調評

會新紀律程序建議的諮詢文件。調解委員會審議該份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

並發表意見以作回應。 

 

推廣律師調解員業務 

 

為協助推廣律師調解業務，委員會曾經﹕  

 

       檢視律師調解業務方面的政策 

       舉辦以調解及相關事項為主題的專業進修和風險管理培訓活動 

       就有關調解的事宜與各方持份者保持溝通 

       留意並通知律師有關本港調解制度及實務的最新發展 

 

舉辦及參與調解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舉辦下列活動，繼續致力向會員推廣調解服務﹕ 

  

 4月 16日 ﹕「透過調解有效地解決糾紛 — 探討建築物管理個案及人身傷 

  亡個案」 

 4月 23日 ﹕「在調解過程中代表其中一方時如處理『難以應付』的律師」 

 5月 15日 ﹕「律師如何能拓展全職調解執業？」 

 6月 9日 ﹕「把相互合作的概念伸展至一般民事訴訟」 

 6月 15日 ﹕「商務調解﹕促進式及評估式調解模式」 

 7月 24日     ﹕「『道歉法』 是否《調解條例》後另一最好的糾紛排解方法？」 

 9月 2日 ﹕「商務調解﹕評估式調解模式」 

 9月 16日 ﹕「調解員是否必須銷毀所有筆記和文件 香港調解員應怎辦？」 

 9月 24日 ﹕「調解 — 反思與觀察」 

 10月 12日 ﹕「調解業務風險管理」 

 

此外，委員會於年內協辦或贊助下列活動﹕  

 

 2月 16日 ﹕ 第三屆「調解為先」承諾書招待會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成立五周年誌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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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服務 

 

委員會於年內繼續為律師會會員提供調解支援服務。委員會於年內接獲並處理共 19

宗提名調解員的要求。 

  

公益服務保險新工作小組 

公益服務保險新工作小組於本年初成立，負責檢視律師會舉辦的各項公益法律服務，

以及就這類服務的日後發展和安排向理事會提交建議。 

 

工作小組於年內監督對律師會公益法律服務進行的盡職審查，亦探討各項有關執業

業務、專業行為操守及彌償規則和規例如何適用於公益法律服務。 

 

6月至12月期間，工作小組與香港法律專業學會合辦共17次以公益法律服務為主題

的風險管理教育選修課程，向會員講解在從事公益法律服務時如何管理潛在風險。

各課程均廣受歡迎。 

 

工作小組於年內擬備「就公益法律服務申請豁免遵守《律師(專業彌償)規則》下關

於維持專業彌償的規定的申請指引」。 

 

工作小組成員亦與相關持份者會面，解釋律師會對於上述建議中的指引的立場。 

 

公共政策委員會 

公共政策委員會的職責是透過研究及推動律師會會員與公共政策決策者的對話，藉

此探討和辨識各項會員所關注的公共政策及社會法律議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委員會積極發掘機會，加深會員對關於律師專業的社會及政治議題的認識，並鼓勵

他們就該等議題表達意見。委員會亦與各個界別的主要持份者會晤，了解他們對重

大時事議題的看法。下文將概述委員會於年內舉辦的部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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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下稱「公
署」) 

 

大約 90 名會員參加了由委員會於 5 月 23 日舉辦的參觀公署活動，並獲公署特派員

宋哲先生及副特派員胡建中先生親自接待。 

 

在座談會上，宋特派員、時任條約法律部主任田立曉博士、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律師

及公共政策委員會主席陳曉峰律師向會員分享了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議題。 

 

一眾講者強調香港律師在國家發展策略中的角色。中港兩地的律師可攜手合作、分

享經驗，合力提升服務水平。宋特派員亦提到，香港應當充分利用其四大資產，即

於區域內的地位、中心的地理位置、優秀的人才庫以及管理水平，以吸納「一帶一

路」倡議所帶來的商機。 

 

田博士闡釋香港在「一國兩制」政策下與其他國家訂立雙邊協議方面所享有的獨特

優勢。而在問答環節上，田博士和陳曉峰律師進一步解答會員對「一帶一路」倡議

的提問。 

 

此外，公署亦安排展覽，展出一系列見證國家歷史大事和外交成就的相片，以及過

往多位到訪貴賓送贈的獨特紀念品和古董珍藏。參加者對是次活動評價甚高，認為

是次活動為他們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  

 

參觀立法會並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對話  

 

委員會安排會員於 6月 13日參選立法會，並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進行座談會，

約有 45名會員參加。曾先生介紹立法會的職能，並分享他的議會工作經驗。而會員

踴躍提問，內容包括他對各項社會議題及「一國兩制」前景的看法。 

 

座談會後，會員在導賞員帶領下參觀立法會大樓，認識立法會歷史、立法會大樓的

設計概念以及大樓內的各項設施和其功能。  

 

會見星級名人 

 

委員會成員於年內先後與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陳智思先生、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

兒先生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會晤。 

 

陳智思議員與委員會成員分享年青專業人士可如何參與公共事務，而黃繼兒先生講

述他過往任職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及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海外)總監時的工作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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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則分享她對各項時事議題，特別是本港教育政策發展的真知灼見。 

 

委員會成員亦積極就多項議題和律師會應如何回應該等議題表達意見。上述會面提

供寶貴機會，讓委員會與持份者建立關係並邀請他們日後在律師會活動上向會員分

享見解。  

 

與會員權益委員會合辦教育研討會 

 

委員會與會員權益委員會於 12 月 16 日攜手舉辦教育研討會，並邀得榮譽退休教授

程介明先生及律師會前會長黃嘉純律師擔任嘉賓講者，與出席研討會的大約 60名律

師會會員分享對於優質教育的看法。兩位嘉賓發表演說後，參與由委員會前任成員

簡家驄律師及會員權益委員會主席陳寶儀律師主持的討論環節。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工作小組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亦分別與律政司及立法會相關附

屬委員會舉行會議，審議《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2015 年外地律師

執業(修訂)規則》及《2015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以下統稱「《附屬規則》」)。 

 

工作小組於首季專注與律政司合作，因應把有限責任合夥制引入本港律師行而對

《高等法院規則》第 81 號命令和《區域法院規則》第 81 號命令(以下統稱「第 81

號命令」)的相應修訂作最終定案。工作小組於 2 月與律政司舉行會議，討論律政司

因應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的意見而建議作出的若干修訂。工作小組於 4 月向律政司

提交意見書，闡述律師會對該等修訂建議的意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3 月對《附屬規則》作最終審批，並於 5 月簽署其「藍本」。

《附屬規則》於 5月 29日刊憲。 

 

第 81號命令的修訂於 6月得到各方同意，並於 9月 18日刊憲。 

 

考慮到立法會對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以及把生效日期

公告刊憲所需的時間，工作小組向理事會建議把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法例的生效日期

定於 2016年 3月 1日。相關的生效日期公告於 12月 11日刊憲。 

 

為配合 3 月 1 日的法例生效日期，工作小組籌備所需的本港及外地律師行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資料冊，並製備小冊子，向市民介紹「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概念。工作小

組亦預備所需材料，以配合定於 2016年初為律師會所有會員舉行的有限法律責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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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研討會。適逢律師會舉行一年一度的「法律周」，工作小組向市民灌輸基本法律

知識和介紹本港法律專業，並製作電視短片，向市民講解何謂「有限法律責任合

夥」。該短片於 12月 25日黃昏在無線電視播映。 

 

此外，工作小組於年內不時向律師會所有會員提供關於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最新發展

的資訊。相關資訊先後刊載於 1 月 2 日和 6 月 5 日的「會長的信」、《香港律師》6

月號「會長的話」專欄以及《香港律師》10月號「律師會秘書處資訊」專欄。 

 

工作小組亦不時向稅務局商業登記署告知律師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制的推行情況。

對於現時包含「LLP」作為名稱一部份的律師行，它們若然決定不根據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的新法例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便須刪除該「LLP」名稱，以免令

公眾混淆。對於現時包含「LLP」或帶有同樣意思的文字作為名稱一部份的外地律

師行，律師會已逐一發出通知，提醒它們法例對於律師行在其名稱中使用「LLP」

或類似字眼所施加的限制。 

 

工作小組自 2004年以來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努力耕耘，現在終於取得成果，工作小

組全體成員對此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