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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推動律師會的宗旨及使命，加深大眾對律師會及本

港法律專業的認識。常務委員會透過舉辦多元化活動項目，協助律師會加強與社會

各界的聯繫﹔同時積極參與大中華地區以至世界各地的會議和活動，促進同業之間

的合作。 

 

對於常務委員會來說，2017 年是異常豐盛的一年。常務委員會與轄下四個附屬委員

會 — 即社區關係委員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及公共政

策委員會 — 於年內攜手籌辦了多項甚具創意的活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各界

對年內各項活動都反應熱烈、好評如潮，令常務委員會深感欣慰。 

 

隨着法律服務市場在全球化的氛圍下急速發展，律師會主動接觸國際法律社群，更

廣泛和更深入地介紹和推廣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業。與此同時，律師會積極在本港宣

揚法治精神，加深社會各界對法治的認識和尊重，這也是常務委員會舉辦多項本地

活動的主要目的。 

 

本地社群是常務委員會工作的重要對象。常務委員會一直鼎力支持非政府機構，除

了為它們舉辦各類講座和研討會外，亦鼓勵律師會會員參加它們的活動。 

 

常務委員會的成員於年內有所變動。時任理事會成員何君堯律師辭任常務委員會和

理事會成員，黎壽昌律師和羅睿德律師則於 7月分别獲委任為正副主席。 

 

下文將概述常務委員會於年內統籌的主要活動﹕ 

 

律師會成立一百一十周年誌慶晚宴 

 

律師會 2017 年盛事之一 － 律師會成立一百一十周年誌慶晚宴，在 1,300 位嘉賓的

見證和祝福下，於 5月 1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隆重舉行。大會十分榮幸邀

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及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擔任晚宴的主

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多位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律師會代表和律師會會員。 

 

在風笛手演奏下，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及兩位主禮嘉賓率領榮譽名冊會員及律師

會一眾前會長及理事會成員進場，為晚宴揭開序幕。馬道立首席法官、袁國強司長

及蘇紹聰會長先後致開幕辭。蘇紹聰會長與嘉賓回顧律師會過去 110 年取得的成就

並分享未來 110年的願景後，向所有來賓祝酒。 

 

設置在會場入口的展覽區和在晚宴上播放的 110 周年紀念短片，介紹了香港法律界

的輝煌歷史。這些歷史珍藏品足證律師會創辦人在推動律師專業發展方面的遠見。

本港律師業界成員最初寥寥可數，但經過百多年的發展，至今已有超過一萬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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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大會安排了許多助興節目，包括賽馬會香港歌劇院四位才華洋溢的青年演唱家

的表演、兩位青年音樂家的二胡和小提琴二重奏，以及一位著名魔術師的精彩魔術

表演。 

 

晚宴籌委會衷心感謝所有贊助商、來賓、表演者和律師會會員的支持，以及秘書處

同事的工作，協力在律師會的歷史册記下令人難忘的一頁。 

 

理事會到訪北京 

 

在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率領下，一行 15人的理事會代表團於 8月 24至 25日前往

北京，進行年度禮節性拜訪。代表團分別與國家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本法》委員會、國家商務部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會晤，

並借此機會介紹律師會的最新動態，以及就多個議題與相關內地主管官員進行交流，

議題包括香港法制的發展、香港執業律師參與「一帶一路」項目以及時事議題等等。 

  

法律周 2017  

 

適逢律師會成立一百一十周年，法律周 2017 重新舉辦過去 25 年來廣受歡迎的環節，

包括「免費法律諮詢」和法律講座，市民對這兩個項目亦反應熱烈。「免費法律諮

詢」活動於 9 月 22 至 23 日在時代廣場的有蓋廣場舉行，當日接近 100 名律師和實

習律師協助為超過 230 項市民查詢提供免費法律意見。此外，四場社區法律講座於

10月 28日至 11月 1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吸引了共接近 250人出席。 

 

為了實踐把法律知識帶入社群的使命，法律周 2017 籌委會利用例如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網上視像頻道和社交媒體平台，向普羅大眾灌輸法律知識。律師會會長

和理事會成員亦參與製作多段短片，講解多個範疇的法律知識，例如《基本法》、

家事法、遺囑與遺產事務、打擊清洗黑錢、交通意外法律責任、網上罪案及人身傷

害等等。 

 

在律師會年青律師組、東華三院及香港青年協會的鼎力支持下，一項專為青少年而

設的活動於 12 月 9 和 16 日舉行。該項活動旨在培育青少年成為守法公民，以及讓

他們透過與律師會義工律師交流而擴闊視野。超過 25名義工律師參與該項活動。 

 

法律周 2017暨 Teen講場 2017開幕禮於 11月 25日隆重舉行。大會十分榮幸邀得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以及多位社會

賢達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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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周 2017 得以成功舉行，實有賴法律周 2017 籌委會的不懈努力、一眾主禮嘉賓

和律師會理事會的鼎力支持以及法援署的慷慨資助，律師會謹此向他們表示由衷謝

意。 

 

青 Teen講場 2017  

 

律師會另一項重點活動青 Teen 講場，旨在向年青一代和廣大市民灌輸法律知識和介

紹法律服務。2016年的青 Teen講場吸引了來自十八區超過 78所學校(包括國際文憑

(IB)學校)共約 1,200名學生參加，人數打破歷屆紀錄。 

 

青 Teen 講場 2017 分四日進行，首個環節是「《基本法》與訟辯講座」，於 10 月 14

日假香港大學的模擬法庭舉行。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及律師會會長蘇

紹聰律師應邀擔任主禮嘉賓，向超過 300 名學生講解《基本法》和香港法制，並就

訟辯技巧和庭上禮儀給予提示。 

 

第二個環節是「模擬法庭辯論比賽」，其初賽於 11 月兩個周末舉行，各隊學生前往

高等法院法庭進行辯論友誼賽，每隊扮演控方或辯方，就指定社會議題向多名由法

官和資深執業律師擔任的評判「陳詞」，表述隊員的見解和立場。評判圑對於各隊

學生的表達技巧、分析力和在短短 40分鐘內準備辯據的能力都讚不絕口。每隊學生

亦得到律政司資深檢控官和律師會會員的指導。 

 

青 Teen 講場 2017 的重點環節，於 11 月 25 日假香港科學園舉行，吸引了合共超過

900 名嘉賓、中學生、律師會會員和傳媒朋友出席。當日的活動十分豐富，包括

「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決賽、緊接其後的法律周 2017 暨 Teen 講場 2017 開幕禮、

《基本法》問答比賽以及「法律知識定向賽」，當中律師與學生攜手合作，以甚具

創意的方式完成各項任務和學習法律知識。 

 

Teen 講場 2017 籌委會主席兼律師會理事會成員湯文龍律師衷心感謝籌委會全體成

員、在是次活動上擔任義助輔導員的 100 多名律師會會員，以及律師會秘書處的鼎

力支持，令 Teen 講場 2017 得以成功舉行。一如往年，青 Teen 講場 2017 的部份開

支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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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酒會 

 

一年一度的律師會新春酒會於 2 月 6 日隆重舉行，而律師會很榮幸邀得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先生及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擔任特別嘉賓，他們與大約

350位賓客及律師會會員聚首一堂，共慶新春。 

 

律師會藉着是次盛會，向所有支持和協助律師會工作的政府官員、執業律師及其他

工作夥伴表示謝意。   

 

法律年度開啟禮 

 

2017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於1月9日隆重舉行，約76位來自澳洲、法國、德國、印度、

意大利、日本、盧森堡、中國內地、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台灣及新加坡的律師

業界領袖應邀蒞臨香港出席開啟禮。一眾首長級嘉賓亦出席由律師會會長主持的會

長圓桌會議，進行具建設性的交流。此外，律師會安排多項活動以招待一眾嘉賓，

包括由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攜手籌備的午宴和晚宴，以及由律師會舉辦的其他活動，

包括參觀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和金融管理局。 

 

周年招待酒會 

 

2017 年律師會周年招待酒會於 11 月 27 日假香港會所舉行。出席酒會的嘉賓及律師

會會員超過 550 人，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

先生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應邀以貴賓身份出席，令酒會生色不少。 

 

香港律師會與 Bloomsbury書獎頒獎典禮 

 

為表揚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優秀學生，香港律師會與

Bloomsbury Books Ltd.攜手設立書獎，並於每年假律師會會所舉行頒獎典禮。2017

年頒獎典禮於 6月 2日舉行。 

 

典禮上，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僖律師與 Bloomsbury Books Ltd.總經理劉金華先生分別

代表律師會及 Bloomsbury Books Ltd.頒獎予各名得獎學生。 

 

出席典禮的其他嘉賓，包括香港大學專業法律教育學院主任周偉信先生、中文大學

法律系專業顧問馮以德先生以及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揚帆博士。他們與得獎

學生及其家人分享獲獎的喜悅。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 2017年年報  5 

 

社區關係委員會 

 

社區關係委員會負責促進律師會與各個社區團體的關係，以及鼓勵律師參與社區活

動。委員會亦負責安排學校講座，加強社會對律師專業的認識，藉以實踐律師會作

為「關懷機構」的角色。 

 

委員會的成員於年內出現若干變動，有一名成員辭任。委員會現時有 17名成員。 

 

2017 年，委員會成員繼續積極投入學校、社區和非政府機構的工作。下文將概述委

員會於年內統籌的主要活動﹕ 

 

社區關係委員會聖誕聯歡會 

 

委員會於 12月 8日舉行聖誕聯歡會，以答謝委員會及其轄下四個工作小組的所有成

員、為「法人法語」專欄撰寫法律文章及擔任學校與社區法律講座講者的律師會會

員、律師義工、在「法律先鋒」師友計劃下擔任導師的律師會會員以及所有曾對委

員會及其轄下各個工作小組作出重大貢獻的嘉賓。 

 

社區講座及服務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於 2017 年推出新構思，以期走進本地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社群以及 向他們

介紹基本法律知識。在新家園協會支持下，一項專為少數族裔人士和新移民而設的

活動於 12月 2日舉行。約十名律師會會員與該協會成員分成小組主持講座，講解香

港法制和如何成為律師。同日，出席講座的人士亦獲安排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藉

以協助該協會會員了解本港的懲教和罪犯自新制度。 

 

為協助拉近律師會與社會各個階層的距離，從而促進和諧共融，工作小組於年內亦

舉行數項活動，包括探訪長者、探訪居於保良局的兒童以及專為低收入家庭而設的

社區活動。各項活動吸引了共超過 150名會員及親友參與。 

 

「法律先鋒」師友計劃工作小組 

 

「法律先鋒」師友計劃早於 2013年由其前身「友出路」師友計劃轉化而成，現時已

踏入第八期。計劃推出至今，已成功達致其既定目標，令超過 1,000名學生受惠。 

 

本年，共九組來自超過 100所中學的學生於 7月 29日齊集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參加「法律先鋒」師友微電影創作比賽。每組須製作微電影，闡述一個指定法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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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四個課題分別是「校園欺凌」、「詐騙」、「法律與秩序」及「三合會罪行」。

多名律師會會員擔任導師，在製作過程中向學生提供指引和意見，協助他們打造其

微電影傑作。 

 

評審團根據整體表現、內容切題程度、參與度及創意等標準，在眾多參賽作品中選

出各套得獎作品。評審團成員之一是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僖律師，她甚為欣賞各組學

生的作品，並鼓勵他們不斷追尋夢想。超過 100 名嘉賓出席是次活動，當中包括社

區關係委員會主席黃永昌律師和副主席楊慕嫦律師、「法律先鋒」師友計劃工作小

組主席黃世傑律師、電影導演劉國昌先生以及師友計劃的導師和學員。 

 

第八期師友計劃閉幕禮暨第九期師友計劃開幕禮於 11 月 18 日假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隆重舉行。工作小組十分榮幸邀得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兼前任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擔任主禮嘉賓。律師會理事會成員陳曉峰律師和陳潔心律師、社

區關係委員會副主席楊慕嫦律師、「法律先鋒」師友計劃工作小組主席黃世傑律師、

上述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成員以及超過 100 名學員和導師亦出席是次典禮。典禮的

首個環節是向所有參加第八期師友計劃的隊伍頒贈證書，以表揚他們的努力和成績。

典禮的壓軸環節是由著名電影導演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趙崇基先生主

持的微電影訓練工作坊。 

 

「法治新一代」計劃及學校講座工作小組 

「法治新一代」計劃是社區關係委員會自 2003年起定期舉辦的活動，主要旨在向中

學生灌輸法律知識。工作小組除了為中學生舉辦講座外，亦不時為學校校長、教師

和管理人員以及例如東華三院等機構的主管人員舉辦講座，講解他們在日常工作上

可能遇到的法律議題。 

 

自 2014年起，工作小組採取更積極主動的做法，籌備一系列延伸至全港所有中學的

校內法律講座，更把講座範圍擴大至提供國際文憑(IB)課程的學校。「法治新一代」

計劃廣受學校歡迎。 

工作小組於本年首度以試點方式為家長教師會安排法律講座，並考慮日後繼續因應

家長教師會的要求而舉辦同類講座。 

 

每年年底，所有嘉賓講者將獲贈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對「法治新一代」計劃的寶貴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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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法人法語」專欄工作小組 
 

社區關係委員會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統籌律師會會員撰寫的法律文章，並安排逢星

期一在《星島日報》「法人法語」專欄內刊登。 

 

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負責審核文稿，以確保文章主題貼近市民日常生活，並確保

作者所引述的事實資料正確無誤。 

 

每年年底，所有撰文者將獲贈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對「法人法語」專欄的寶貴貢獻。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乃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的附屬委員會之一，主要工作是在大

中華區推廣香港法律服務業。透過籌辦和參與各類活動和交流訪問，委員會提供平

台，讓香港律師在大中華區發掘和探索新商機。 

 

2017 年，委員會積極參與大中華區內多場會議和研討會，與區內各個律師協會和其

他專業團體交流經驗和互相介紹所屬司法管轄區的最新發展。考慮到中央政府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路線圖，委員會致力鞏固和強化與內地各個律

師協會的關係，以期及時為香港律師專業掌握各種機遇。 

 

在大中華區舉辦風險管理教育簡介會 

 

律師會於年內先後在上海市、重慶市、東莞市及高雄市共超過 1,000 名律師舉辦風

險管理教育簡介會。會上，律師會代表講解風險管理的基本概念以及在相關個案中

妥善管理風險的重要性。此外，本委員會因應廣東省律師協會的要求，專程為該協

會舉辦一場研討會，探討訴訟風險和搜證方面的挑戰。考慮到內地和台灣對於風險

管理教育的需求日趨殷切，律師會將繼續牽頭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分享律師會的專業

知識和經驗，務求提升整個律師行業的專業水平。 

 
訪問和交流團 — 高雄和台南 

 

應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邀請，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率領一行七人(包括

兩名年青律師)的代表團，於 3月 16至 19日到訪高雄和台南。代表團參觀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並在該院首席法官的引導下認識台灣法院架構。借此機會，律師會與中

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合辦研討會，分享法律知識及互相介紹所屬司法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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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市場動態。代表團亦出席晚宴和參加交流活動。 

 

「轉型升級  •香港博覽」 — 福州 

 

律師會以支持機構身份參與由貿發局主辦、於 5 月 25 日在福州舉行的「轉型升級•

香港博覽」，派出本委員會成員盧鳳儀律師代表律師會發表演說，並設置攤位，宣

傳香港律師在協助國內企業「邁向世界」方面的能力和優勢。盧律師的演說以「從

法律角度探討盡職調查」為題。三間會員律師行亦在場館設置攤位。 

 

鄭州法學研討會 

 

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周年，中國法學會於 6 月 5 日在鄭州舉行法學研討會。應

中國法學會邀請，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出席研討會並擔任嘉賓講者。蘇會長在其

演說中重申維護法治十分重要，因為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他亦鼓勵香港法

律專才協助化解中港兩地在解釋「一國兩制」方面的分歧。 

 

是次研討會吸引了超過 150 名中港兩地的高級政府官員、法律界人士和學者參加。

會上，本委員會副主席黃江天律師亦發出演說分享他對於「香港《基本法》實施 — 

回顧與展望」的看法。 

 

到訪重慶市和成都市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率領一行六人的代表團，於 6 月 21 至 24 日到訪重慶市和成

都市。訪問行程包括與兩市的律師協會代表會晤，以及出席律師會為當地律師舉辦

的兩場法律研討會。為宣揚香港律師在處理跨境法律師方面的能力，研討會集中探

討國內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所面對的問題 以及如何能防範或盡量減低相關風險。 

 

上述兩場研討會吸引了超過 100 人參加，包括重慶市和成都市律師協會的會長。律

師會代表團與當地律師進行具建設性的交流，並得知國內律師對於培訓課程的需求

甚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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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2017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是律師會自 2011年起按年為中國內地、台灣、澳門及香

港的年青律師舉辦的重點活動。第七屆「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於 10 月 20 日隆

重舉行，吸引了超過 250名來自中國內地、台灣、澳門及香港共 30個律師協會的代

表參與，人數打破歷屆紀錄。 

 

2017 年論壇的主題是「環球政經新格局 青年律師創未來」。多位來自四地的政府

官員、監管機構代表和法律界人士應邀擔任嘉賓講者，就科技和人工智能發展對法

律界的影響、國際爭議解決的程序以及競爭法等議題分享經驗和真知灼見。 

 

除了出席論壇外與會嘉賓亦獲安排到訪終審法院和廉政公署，瞭解本港的司法制度

和香港多年來的打擊貪賄工作。上述活動提供了寶貴機會，讓青年律師了解和交流

各地法律界的發展趨勢，積極裝備自己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和機遇。 

 

人民大學普通法課程 

 

律師會去年在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行普通法課程，廣受歡迎，本年再接再厲，應邀於

11 月為人民大學學生舉行一系列普通法講座。理事會成員陳澤銘律師和本委員會成

員文理明律師主持是項課理，課題包括介紹普通法、排解國際商業爭議及合約法等

等。 

 

上海市陸家嘴法治論壇 

 

由律師會合辦的第九屆陸家嘴法治論壇，於 11 月 18 日在上海市舉行。律師會副會

長彭韻僖律師以及理事會成員陳寶儀律師和陳澤銘律師出席論壇，並擔任嘉賓講者。

彭律師講解香港法律服務業如何能成為協助國內企業「邁向世界」的理想平台，而

兩位理事會成員分別就「年青律師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及「『一帶一路』倡議下跨

境併購交易所涉法律問題」發表演說。 

 

論壇吸引了約 300 人出席，而律師會代表在論壇上與當地律師進行具建設性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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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大中華區內會議和活動 

 

委員會於 2017 年舉辦或參與合共 21 項大中華區內會議和活動。下表詳列律師會曾

派出代表參與的會議和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地㸃 

1月 10至 11日 台灣法律論壇 台北 

2月 15日 風險管理教育簡介會 上海 

3月 16至 19日 前往台灣進行訪問和交流，以及風險管理教

育簡介會 

高雄、台南 

3月 19日 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律研討會 上海 

3月 25日 風險管理教育簡介會 東莞 

4月 1日 長江經濟帶律協會長年會 上海 

4月 14日 風險管理教育簡介會 重慶 

5月 25日 貿發局「轉型升級 •香港博覽」活動 福州 

6月 5日 中國法學會法學研討會 鄭州 

6月 21至 24日 到訪重慶和成都 重慶、成都 

6月 25日 中國法律服務「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討會 深圳 

7月 8至 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派員公署「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

年法律論壇」 

深圳 

9月 2至 3日 台中律師公會慶典暨法律研討會 台中 

9月 9日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慶典 高雄 

10月 12至 13日 中國法學會「國際投資經貿法律風險及對

策」研討會 

北京 

11月 9至 10日、

23至 24日 

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辦的普通法課程 北京 

11月 18日 第九屆陸家嘴法治論壇 上海 

11月 21日 投資推廣署「一帶一路」香港法律及解決爭

議服務研討會 

北京 

11月 27至 28日 粵港澳合作論壇 佛山 

12月 2至 3日 廣東省律師協會「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論壇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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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的大中華區人士及團體 

 

委員會於年內接待了 24個來自大中華區的團體，當中包括資深法官、政府官員、資

深法官、各個省市律師協會的代表以及商業機構代表，並與各批訪客進行會議和交

誼活動。下表詳列於年內到訪的團體﹕ 

 

日期 活動名稱 

2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3月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4月  中國法學會 

5月  香港專業聯盟 

6月  在香港參加普通法培訓計劃的內地官員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7月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汕頭大學法學院 

 廣東省律師協會及澳門律師協會 

 廣東省司法廳及廣東省律師協會 

8月  北京商務服務業聯合會 

 成都市律師協會 

 人民大學法學院 

9月  中國法學會 

 中國政法大學舊生會 

 無錫市律師協會及徐州市律師協會 

 南京市司法局及南京市律師協會 

 深圳市律師協會 

10月  江西省公證員協會 

 廣州市南沙青年聯合會 

11月  廣州市天河區商務和金融工作局 

 上海市東方公證處 

12月  中國(上海)自貿區知識產權綜合服務平台 

 上海市靜安區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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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 

 

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隸屬律師會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國際層面上的活動，

藉以建立和維持律師會與海外各個律師協會及法律專業團體的友好關係，從而推廣

律師會作為代表香港律師的專業團體。 

 

律師會於年內積極參與國際會議∕研討會，並主動接觸世界各地的法律專業團體。 

 

韓國及日本律師及學生來港實習計劃 

 

兩項分別旨在加強韓國與香港及日本與香港的法律專業關係的兩星期實習計劃，先

後於 1 月 4 至 18 日及 3 月 6 至 17 日舉行。在大韓辯護士協會、韓國司法部及日本

辯護士連合會的支持下，律師會分別接待了三名韓國律師、六名韓國大學法律系學

生及五名日本律師。他們獲安排在律師會會員律師行以實習生身份工作。與此同時，

七名本港律師亦在韓國及日本律師行進行為期兩週的實習。 

 

一眾實習生於實習期間獲安排到訪立法會，以加深他們對本港法律制度及服務的瞭

解。來自韓國的實習生亦出席於 1月 9日在大會堂舉行的 2017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

與本地執業律師及海外律師協會∕公會的首長傾談和交誼。 

 

培訓工作坊和訪問 — 印尼雅加達 

 

推廣香港律師的角色，向來是律師會的重點工作之一。由律師會與印尼律師協會合

辦、題為「香港與印尼﹕印尼業務的機遇」研討會，於 3 月 9 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副會長黎雅明律師、理事會成員兼前任會長王桂壎律師以

及理事會成員帝理邁律師出席研討會並擔任講者。他們介紹香港法制、與作為中國

接口的香港從商的優勢，以及風險管理的重要性。是次研討會廣受歡迎，吸引了大

約 100名當地和海外的執業律師、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出席。 

 

第三屆國際律師論壇 — 德國柏林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應德國聯邦律師協會邀請，於 3 月 30 至 31 日出席在德國柏

林舉行的第三屆國際律師論壇。是次會議的主題是「自我監管的獨立性 — 律師的

問題」，而蘇會長參與一場題為「自我監管模式」的小組討論環節，並向與會者介

紹律師會的工作和香港法律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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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國際法律論壇 — 俄羅斯聖彼得堡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及上任會長熊運信律師應俄羅斯聯邦律師協會邀請，於5月

16至20日出席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聖彼得堡國際法律論壇。 

 

論壇其中一個環節，是於5月17日舉行、題為「法律專業發展﹕現代世界趨勢」的

研討會。會上，來自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國、德國、日本及俄羅斯的律師會會長和

其他首長討論當代可能導致市場對律師的期望出現轉變的因素以及法律協會如何能

協助律師應付相關挑戰。 

 

律師會代表亦藉此機會向來自世界各地(主要為「一帶一路」沿線的東、中亞國家)

的與會者推廣香港法律服務。  

 

為期一日的會議 — 波蘭格但斯克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貿發局駐華沙諮詢辦事處及波蘭格但斯克律師公會於

6月29日在波蘭格但斯克攜手舉行為期一日的會議，主題為「中國-香港-波蘭﹕波蘭

業務的機遇」。 

 

會議的主要對象是有興趣在香港或中國從商或發展業務的格但斯克律師和企業家。 

 

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及理事會成員黃吳潔華律師應邀出席會議並發表演說，講

題分別為「一國兩制﹕中國的法律與商業規例」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波蘭業

務與律師的機遇」。會議大受歡迎，吸引了超過100名當地的執業律師出席。 

 

粵港共同投資及合夥考察團考察活動 — 泰國和越南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應貿發局邀請，於 7 月 17 至 19 日隨同粵港共同投資及合夥

考察團前往泰國曼谷和越南河內進行考察。是次活動由貿發局與廣東省商務廳合辦，

目的是讓香港專業人士與有興趣進行跨境投資的大型國內企業建立聯繫，以及讓他

們探討和把握上述兩地的機遇。 

 

蘇會長亦應邀在泰越兩地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說，推廣香港作為中泰與中越投資的接

口，並展示香港律師在處理跨司法管轄區交易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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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屆亞洲律師協會會長高峰論壇 — 斯里蘭卡科倫坡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及秘書長朱潔冰女士代表律師會出席於 7 月 22 至 24 日在斯

里蘭卡科倫坡舉行的第 28屆亞洲律師協會會長高峰論壇。蘇會長亦應邀在峰會上發

表題為「吸引境外投資﹕香港的經驗」的演說。 

 

峰會上，亞洲區各國各地 — 包括香港、澳洲、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

中國、台灣、日本、南韓和蒙古 — 的律師協會代表聚首一堂，分享所屬司法管轄

區的主要法律發展。峰會提供了寶貴機會，讓與會者建立關係和探討在共同關注的

議題上的合作空間。大部份與會者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亦銳意互相

建立緊密關係，為將來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共同合作和發展鋪路。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到訪 

 

律師會於2016年1月與馬來西亞律師公會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其後，雙方一直攜

手探討如何促進雙方會員之間的合作關係。 

 

由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會長率領的14人代表團，於9月12日到訪香港。借此機會，律

師會與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合辦一場題為「『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與馬來西亞之間

的跨境商務和投資機遇」的研討會。馬來西亞律師公會、馬來西亞駐港總領事館及

馬來西亞總商會(香港與澳門)的代表應邀擔任講者，分享「一帶一路」倡議下馬來

西亞與香港律師在跨境事宜上的合作機會以及跨境法律執業業務的發展。研討會廣

受歡迎，吸引了超過 70人出席。 

 

第 30屆亞太法律協會會議 — 日本東京 

 

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僖律師及上任會長熊運信律師於 9 月 18 至 21 日出席在日本東京

舉行的亞太法律協會會議。彭副會長應邀參與分組討論環節，向與會者講解亞洲到

歐洲業務投資的主要趨勢以及多個熱門法律議題。熊律師則應邀擔任第 12屆亞太法

律協會國際模擬法庭訟辯比賽的評判之一。 

 

律師會代表亦借此機會與大阪辯護士會和日本辯護士連合會的代表舉行會議，探討

在可見將來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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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半日的商務及法律會議 — 匈牙利布達佩斯 

 

由律師會與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和匈牙利律師協會合辦的商務及法律會議，

於 9月 19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題為「匈牙利與香港向『一帶一路』進發﹕匈

牙利商界和律師應當考慮的法律和實務問題」。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出席會議，

發表題為「一國兩制﹕中國的法律與商業規例」的演說，並與匈牙利律師協會進行

具建設性的會談，探討雙方在 2016年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之後的合作空間。 

 

貿發局「邁向亞洲    首選香港」活動 — 英國倫敦 

 

由貿發局主辦的「邁向亞洲，首選香港」推廣活動，於9月21日在英國倫敦舉行。

出席是次活動的中港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士，借此機會分享他們對於中英合作的願景

以及管理投資組合所面對的挑戰和機遇。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代表律師會出席

是次活動，並在題為「英中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投資夥伴關係」的專題討論環節上發

表演說，講解英國公司如何能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務平台鞏固中英商業夥伴關係。 

 

律師會在會場設置諮詢站，介紹律師會的工作和香港的律師專業。律師會亦借此機

會，於9月22日舉行以「香港與倫敦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機遇」為主題的早餐研討會，

向銳意在亞洲區(特別是中國)探索新商機的海外公司 展示香港是理想不過的合作地

區和夥伴。  

 

國際律師聯盟第 61屆會議﹕律師會研討環節 — 加拿大多倫多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上任會長熊運信律師以及「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席簡家驄

律師出席於 10 月 27 至 31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國際律師聯盟第 61 屆會議，並

在會議首日主持題為「『一帶一路』倡議﹕您的角色與機遇」的研討環節。 

 

研討環節強調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角色，並展示香港為有助海外企業在亞

洲區(特別是中國)探索新商機的理想地區和夥伴。 

 

律師會很榮幸邀得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副總領事徐偉先生發表主題演說，以及邀得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港加商會多倫多分部以及貿發局的代表分享真知灼

見。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 2017年年報  16 

 

貿發局「時尚潮流 • 魅力香港」論壇 — 馬來西亞吉隆坡 

 

由貿發局主辦的「時尚潮流•魅力香港」推廣活動，於 11 月 7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舉行。活動旨在展示香港作為潮流帶動樞紐的優勢，以及介紹香港如何能支援馬來

西亞公司的業務擴展。 

 

應貿發局邀請，律師會理事會成員黃吳潔華律師及白樂德律師代表律師會參與是次

活動，並分享他們對多個議題的見解，包括保障知識產權、國際爭議排解實務的最

新轉變和趨勢，以及為何應揀選香港作為排解國際商業、投資和船務爭議的地點。

他們亦加入由時任律政司司長率領的「香港法律服務代表團」，協助向吉隆坡當地

的商界和法律界推廣香港的法律和仲裁服務。  

 

與海外律師協會簽訂協議 

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的使命之一，是建立和維持與海外各個律師協會的關係。為此，

律師會於年內在各項國際法律活動舉行期間與海外律師協會簽訂合共九份合作諒解

備忘錄，詳列如下﹕ 

 
日期 律師協會名稱 場合及地點 

1月 9日 印度律師公會 法律年度開啟禮 2017 － 香港 

1月 10日 蒙古律師協會 法律年度開啟禮 2017 － 香港 

3月 9日 印尼律師協會 培訓工作坊及訪問 － 印尼雅加達 

6月 29日 格但斯克律師公會 為期一日的會議 － 波蘭格但斯克 

10月 29日 法國全國律師公會 國際律師聯盟第 61屆會議 － 加拿大多倫多 

10月 29日 新南威爾士律師會 國際律師聯盟第 61屆會議 － 加拿大多倫多 

10月 30日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 法律年度開啟禮 － 英格蘭及威爾斯 

12月 1日 格魯吉亞律師公會 法律年度開啟禮 － 法國巴黎 

12月 1日 斯洛文尼亞律師公會 法律年度開啟禮 － 法國巴黎 

 

出席國際會議 

在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協助統籌下，律師會於年內派出代表出席下列國際會議﹕ 

 

 在會長或副會長率領下，包括年青律師在內的律師會代表團分別出席由英聯邦

律師協會、環太平洋律師協會、國際年青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oung Lawyers)、LAWASIA、國際律師協會及國際律師聯盟主辦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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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僖律師出席 LAWASIA 執委會會議。彭副會長現以律師會官

方代表身份擔任該協會執委會成員，最近亦獲選為亞洲法律協會 2017/18 年度

副會長。 

 

 簡家驄律師出席國際律師聯盟執委會會議。簡律師現以律師會官方代表身份擔

任該聯盟執委會成員。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律師及兩名副會長彭韻僖律師和黎雅明律師分別代表律師會

出席新加坡、馬來西亞、英格蘭和威爾斯以及巴黎等地的法律年度開啟禮。 

 

 律師會於年內派代表團出席的活動∕會議及其舉行地點詳列如下﹕ 

 

日期 名稱 地點 

3月 8至 10日 培訓工作坊暨訪問 雅加達 

3月 11至 12日 第十屆 LAWASIA僱傭法會議 清奈 

3月 20至 24日 第 20屆英聯邦法律會議 墨爾本 

3月 30至 31日 第三屆國際律師論壇 柏林 

4月 6至 9日 第 27屆環太平洋律師協會年會暨會議 奥克蘭 

5月 15日 LAWASIA境外直接投資研討會 大阪 

5月 16至 20日 聖彼得堡國際法律論壇 聖彼得堡 

6月 29日 為期一日的會議 格但斯克 

7月 16至 21日 粵港共同投資及合夥考察團泰國和越

南考察活動 

曼谷、河內 

7月 22至 24日 第 28屆亞洲律師協會會長高峰論壇 科倫坡 

8月 28日至 9月 1日 第 55屆國際青年律師協會會議 東京 

9月 12日 與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合辦研討會 香港 

9月 18至 21日 第 30屆 LAWASIA會議 東京 

9月 19日 為期半日的商務及法律會議 布達佩斯 

9月 21日 貿發局「邁向亞洲   首選香港」經貿推

廣活動 

倫敦 

10月 5至 6日 國際法律監管者會議 新加坡 

10月 8至 13日 國際律師協會年會 悉尼 

10月 9日 LAWASIA境外直接投資早餐研討會 悉尼 

10月 27至 31日 國際律師聯盟第 61屆會議 多倫多 

11月 1至 4日 國際法律協會學會首長會議 倫敦 

11月 6至 8日 貿發局「時尚潮流 • 魅力香港」活動 吉隆坡 

12月 8日 以色列律師協會資訊簡報會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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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會借助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與海外團體舉行會議，以加強律師會與各個

團體的關係。下表詳列律師會代表團曾經會見的團體﹕ 

 
日期 活動名稱 

3月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 

 南非律師會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 

6月  格但斯克城 

 格但斯克律師公會 

7月  大韓辯護士協會 

8月  國際青年律師協會 

9月  大阪辯護士會 

 日本辯護士連合會 

 布達佩斯律師公會 

10月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 

 國際律師協會律師合規監管委員會 

 上加拿大律師會 

 新南威爾士律師會 

 德國聯邦律師協會 

12月  巴黎律師培育會 

 格魯吉亞律師公會 

 斯洛文尼亞律師公會 

 

到訪的海外團體 

 

律師會於年內接待多個到訪的海外團體。律師會代表與大部份到訪團體在律師會理

事會會議廳舉行會議，並與各個團體進行具建設性和成效顯著的對話和交流。於年

內到訪的海外團體詳列如下﹕ 

 

月份 到訪團體 

1月  印度律師公會 

 國際青年律師協會 

 東京辯護士會 

 蒙古律師協會 

 澳洲律師公會 

4月  伊朗駐香港總領事館 

5月  立陶宛律師公會 

 南非律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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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俄羅斯律師協會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 

 新加坡律師會 

9月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 

 韓國法務部 

10月  特許仲裁員學會 

11月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12月  以色列律師公會 

 

公共政策委員會 

 

公共政策委員會負責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以及促進律師會會員與政策制定者的對話，

從而探討和辨識會員可能感興趣或關注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法律議題以及提出相關建

議。 

 

委員會積極締造機會，讓會員更深入認識各項關乎法律專業的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

就之發表意見。委員會亦與不同界別的首要持份者溝通和會晤，聽取他們對於主要

時事議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