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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負責制訂、監督和執行各項促進律師會會員權益的政策

和項目。常務委員會的使命包括為廣大會員謀求最佳權益，以及聯繫所有會

員，以達致一個共同目標，即發展律師業界在本地以至國際的市場。常務委

員會亦就各種關乎會員執業事務的問題向律師會轄下其他常務委員會提出建

議。常務委員會於2018年舉行九次會議。 

 

線上登記及付款系統 

 

常務委員會於年內委託創科委員會重新審視各個付款平台的條款和條件，以

期改善律師會為會員提供的服務。理事會其後採納建議，引入 PayPal 作為付

款平台。 

 

常務委員會於年內監察線上登記及付款系統的構建。該系統將容許會員和其

他使用者在線上報名參加律師會活動和支付任何所需費用。該系統將於2019

年推出。 

  

會員季度午餐聚會 

 

常務委員會於2017年開始安排季度午餐聚會，以期促進會員就熱門議題進行

互動交流，從而協助會員應付執業過程中的各種需求和挑戰。2018年，常務

委員會舉行兩場季度午餐聚會﹕ 

 

 6月21日﹕「一帶一路」線上仲裁與調解平台(eBRAM) 

 

律師會理事會成員兼eBRAM中心督導委員會主席陳曉峰律師向會員講解

eBRAM如何協助提升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項目促成者及法律和專業服

務主要貢獻者的獨特地位，並講述會員如何能參與這個具創意的平台和從

中得益。是次聚會吸引了 60名成員出席。 

 

 12月6日﹕如何開展仲裁業務？  

 

律師會前任會長兼律師會仲裁委員會主席王桂壎律師聯同律師會仲裁委員

會成員兼執業仲裁員李遠傳律師和徐凱怡律師與會員分享他們當初如何建

立其仲裁業務，並講解仲裁執業須知。是次聚會吸引了 92名成員出席。 

 

會員論壇暨晚宴 

 
常務委員會於 11月 13日舉行一場大型的會員論壇暨晚宴。參與是項活動的

會員就「在本港法律職場體現多元與包容」的議題發表寶貴意見。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 年報  2018  2 

 

會員亦應邀就《法律執業者條例》內規管外地律師和外地律師行的本港業務

的條文及相關附屬法例的修訂建議分享意見。 

 

在「與會長對話﹕我們能如何為你服務？」論壇上，會長聯同副會長及理事

會成員即場回答會員的提問。    

 

企業律師委員會 

企業律師主要指並非進行私人執業且以律師身份在商貿、工業、金融、教育、

政府或非牟利等界別工作的會員。企業律師委員會提供平台，讓企業律師分

享經驗和資源以及交流意見和心得，從而為企業律師提供支援。委員會的另

一主要目標是締造機會，以促進和加強企業律師與私人執業律師的溝通和關

係。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五次會議。 

 

委員會於七年前開始籌辦的「企業律師年會」，一直廣受會員歡迎。「2018 企

業律師年會」於 6 月舉行，主題圍繞現時備受商業世界每個角落關注的熱門

議題之一 — 科技。年會吸引了超過 400名會員出席，當中大部份是來自多個

界別和行業的企業律師。會上，多位講者及專題講員應邀就各個關乎科技的

議題發表真知灼見，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電子競技、金融科技以及網絡

保安。 

 

委員會亦舉辦多場「企業律師的苦與樂」分享會，並邀請講者就下列與企業

律師日常工作和事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議題分享經驗和知識﹕ 

 

 「職場平等」 

 「『苦與樂速遞』﹕與時並進 — 供應鏈的法律和科技趨勢」 

 「如何管控接待業界的法律問題」 

 

委員會安排會員於9月參觀李錦記(新會)食品有限公司(下稱「李錦記」)位於

新會的生產廠房。當日行程包括參觀李錦記工場，然後由李錦記法律部代表

講解其架構和運作。是次活動吸引了約20名會員參加。 

 

創科委員會 

創科委員會為律師會會員提供科技專業知識和服務，並探討以創新方式把資

訊及通訊科技融入律師行和法律服務。委員會於年內舉行六次會議。 

 

委員會於年內繼續與創科相關的團體溝通，以期與它們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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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匯豐銀行零售銀行與財富管理部會晤，討論新推出的PayMe流動應用程

式以及在銀行業界使用聊天機器人和區塊鏈技術。 

(b) 與創新及科技局和律政司舉行聯席會議，討論電子核證文件、網上排解爭

議平台及「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等事宜。 

 

委員會與香港科學園攜手推出“Industry Connect”項目，讓園區公司向律師會

會員∕律師行展示在人工智能、網絡保安、智能辦公室、機械人技術等方面的

最新研發成果及其他科技解決方案。該場展示活動於4月舉行，吸引了不少會

員出席。 

 

科技路線圖   

 

委員會於2017年12月製定路線圖，概述律師會應當採取哪些行動協助律師業

界利用新科技、相關時間表以及所需成本。該路線圖亦辨識若干可行方案，

將於2018年詳加審議。 

 

為確保路線圖所辨識的可行方案切合會員 — 特別是小型律師行 — 的需要，

委員會於 9 月進行「律師行科技」問卷調查，廣徵全港所有律師行的意見。

受訪律師行的回應比率為 6.3%，而它們的意見有助委員會了解律師行認為哪

些科技工具對於他們適應日新月異的執業環境最為相關和有用，包括電子文

件保存系統、法律執業業務電子化以及更多關乎培訓律師和支援員工的科技

設施。 

 

理事會於12月中旬獲邀考慮是否採納路線圖所提出的建議。理事會表示支持

投放資源，以協助會員利用新科技，並指出數項事宜，交由委員會進一步審

議。 

 

「尋求公義」創科馬拉松 

 

委員會的創新構思之一，是舉辦「創科馬拉松」，這是一項供年輕專業人士、

學生和有興趣的會員參加的競賽，要求參賽者設計和建立科技解決方案，以

協助尋求公義。該構思於 2018 年付諸行動，而「尋求公義」創科馬拉松於

2018 年 4 月舉行。這既是亞洲區內首場由法律專業團體舉辦的法律界馬拉松，

也是區內首場以「尋求公義」為主題的法律界馬拉松。超過 120 名法律專業

人士、資訊科技專家和學生參加馬拉松，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巧，設計

以科技為本的解決方案，以處理各項關乎尋求公義的議題。結果，為入稟小

額錢債審裁處的親身訴訟人設計指引的隊伍力壓群雄，勇奪冠軍。 

馬拉松過後，委員會於2018年6月舉行賽後工作坊暨聚會，讓參賽者對各項解

決方案分享意見，以及講解下階段開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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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馬拉松﹕一帶一路篇 
 

承接「尋求公義」創科馬拉松成功舉行，律師會於2018年9月底舉辦「創科馬

拉松﹕一帶一路篇」(「BRJ馬拉松」)，吸引了逾150人組成超過30隊參加。

BRJ馬拉松要求參賽隊伍利用創新科技解決在「一帶一路」地區尋求法律服

務時所遇到的問題。結果，其中一隊憑着創製旨在為香港境外的性騷擾受害

人提供全方位協助免費線上工具，勇奪冠軍。 

 

線上登記及付款系統 

 

委員會於2018年中旬重新審視各個付款平台的條款和條件，並邀請理事會考

慮採納和設立PayPal作為付款平台。該建議獲理事會採納，而線上登記及付

款系統將於2019年推出，透過律師會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供會員使用。 

 

執業律師資訊保安指引 

 
委員會於9月發出資訊保安指引，詳列在資訊保安範疇內律師會認為是良好的

實務做法。 
 

研討會 

 
委員會向法律專業學會建議籌辦圍繞下列主題的課程，而相關課程將於2019

年舉行﹕ 

(a) 加密貨幣 

(b) Python語言簡介 

 

其他事項 

 

委員會於年內亦曾﹕ 

(a) 考慮在電子披露文件和其他領域使用人工智能﹔ 

(b) 探討大數據及其對法律專業的影響﹔ 

(c) 審議對律師會「儲存和銷毀舊檔案」指引的修訂建議﹔ 

(d) 向虛擬辦公室工作小組提出建議﹔及 

(e)   探討現代科技如何能協助提升中小型律師行的效率，並與中小型律師行

工作小組合辦一場將於2019年初舉行的分享會。 

 

流動應用程式及其應用 

 

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自2013年推出以來，其下載至iOS和Android裝置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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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達7,195次。2017年，首次啟動該應用程式的次數為843次，而廣大會員

使用該應用程式所累積的總「點擊率」高達100萬次。 

 

為方便會員隨時查閱他們報名參加和出席活動的狀況∕紀錄，委員會採納律師

會應用程式工作小組關於開發具嵌入式個人化二維碼(QR)的虛擬會員卡的建

議。虛擬卡功能於2018年推出。 

 

虛擬卡的功能將不斷擴大，以涵蓋報名參加專業進修∕風險管理教育課程。 

 

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工作小組 

閣下會否是5,972位已經把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下載到iOS或Android裝置的活

躍用戶之一？單於2018年，首次啟動該應用程式的次數已達1,360次。2018年，

該應用程式的累計用量已超過130萬次，不少會員經常透過該應用程式閱讀

《香港律師》、查看「會長的話」、搜尋會員數據庫、下載活動照片以及瀏覽

和報名參加律師會各類康體活動和專業進修課程或領取會員福利，更可簡易

地點擊一下，把活動日程加到裝置的日曆上。閣下又是否這批會員之一？如

是，我們衷心感謝閣下協助令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 — 全球首個律師專業團體

流動應用程式 — 成功推行。自該應用程式於2013年首次推出以來，我們一直

聽取閣下的建議，不斷改善該應用程式的功能。 

 

為改善活動現場登記程序，本工作小組主動建議開發虛擬會員卡，作為律師

會流動應用程式的功能之一。虛擬會員卡於 8 月推出，其設計與實體會員卡

相同，但同時嵌入個性化 QR 碼。正式會員和實習律師只要出示虛擬會員卡，

便能為律師會網站報名參加律師會專業進修∕風險管理教育課程和其他相關活

動作現場登記。工作小組將繼續在適用範圍內擴展虛擬會員卡的功能，以及

探討日後其他可增設的優化功能。 

 

9 月 28 日，適逢律師會舉行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工作小組透過律師會

流動應用程式進行題為「在法律市場應用人工智能」的問卷調查，以收集廣

大會員對於將來在法律專業運用科技的看法。 

 

為鼓勵會員更經常使用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工作小組積極推廣該應用程式

為有效平台，供律師會轄下各個委員會∕工作小組用作推廣活動、收集會員對

特定議題的意見或建議、以及透過流動應用程式的表格接受報名參加活動或

課程。「會員及家庭同樂日」和「律師會水運會」繼續採用流動應用程式的表

格作為唯一的報名方式。流動應用程式的表格亦廣受會員歡迎。 

 

為了讓會員能更輕鬆地享用律師會的服務，律師會將於 2019 年推出線上登記

及付款系統，透過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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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行技術支援興趣小組 

律師行技術支援興趣小組乃創科委員會為會員、實習律師及律師行技術支援

員工而設立，其主要職能是提供平台，讓上述人士就執業業務中遇到的科技

問題分享經驗和資訊以及交流意見。 

 

會員權益委員會 

會員權益委員會致力為律師會會員探討各項有助促進會員個人身心健康、推

廣業務及推動業界發展的服務和優惠。委員會亦就律師會不時收到的推廣項

目或資料提出建議。此外，委員會透過籌辦各類身心康健計劃和活動，致力

促進廣大會員的身心健康。 

 

研討會、研習坊及參觀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舉辦下列涵蓋多個課題的研習坊、研討會和參觀活動，當中多

項更是首次舉辦﹕ 
 

 

 2月10日﹕為慶祝農曆新年，舉辦蘿蔔糕製作研習坊。 

 4月14及21日﹕為推廣健康生活，委員會安排兩節免費健身班，讓會員親      

身體會何謂功能訓練。 

 5月5日﹕為慶祝母親節，舉辦LED保鮮花卉研習坊。 

 7月6日﹕舉辦午餐講座，講題為「壓力管理」。 

 7月21日﹕為會員及其子女舉辦扭氣球研習坊。 

 9 月 15 日﹕為慶祝中秋節，舉辦月餅製作研習坊。 

 

律師會周年聖誕派對 2018 

委員會舉辦的周年聖誕派對於 12 月 13 日圓滿舉行。派對以「閃亮聖誕」為

主題，超過 150位會員和嘉賓聚首一堂，慶祝普世歡騰的節日。 

律師會會長、理事會成員和會員權益委員會成員以報佳音為聖誕派對揭開序

幕。參加者被律師會樂隊 TLF 和 VIP 樂隊的精彩現場演奏深深吸引。會員和

嘉賓一面享受美食和飲品，一面在照相亭拍照，捕捉美好的回憶。 為了配合

派對主題和競逐「最佳服飾獎」，很多會員和嘉賓都穿著閃閃發光的服裝，十

分搶眼。會員和嘉賓亦參加了刺激的遊戲，贏取豐富獎品，將全晚的氣氛推

至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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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員子女而設的活動 

 

委員會安排會員帶同其子女於 8 月 11 日參觀可口可樂廠。導賞員帶領參加者

參觀兩條生產線，觀看汽水和樽裝水的生產過程，然後講解可口可樂廠的歷

史，並展示由膠樽和汽水罐循環再用而製成的傢俬和家庭用品。導賞團亦參

觀可口可樂博物館，該處展示了多款特別版可口可樂珍藏品，並播放影片介

紹可口可樂的歷史。活動結束前，每名參加者更獲贈一杯「可口可樂」。 

 

律師會信用咭 

 
委員會繼續與美國運通攜手為會員提供「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咭」服務。自

11月起，實習律師亦可申請「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咭」。 

 

委員會提供∕舉辦的其他會員福利∕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不時為會員搜羅及∕或提供多種專享產品和服務。這些福利項目

分為六大類，即「文化與時尚」、「美酒佳餚」、「教育與學習」、「健康與消閒」、

「家居生活」及「資訊科技產品和服務」。會員可瀏覽律師會網站或透過律師

會流動應用程式挑選適合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委員會亦安排或提供其他會員

福利項目，包括免費派發香港國際珠寶展和旅遊博覽的入場券。  

 

執業管理委員會 

執業管理委員會專責協助會員實行最佳執業模式。其工作範圍包括向會員提

供多方面的指引，例如法律執業業務的機遇和風險，以及就擴展業務、管理

業務風險、優化客戶服務、提升職員士氣和動力以及財政和資訊管理等事宜

制訂策略。委員會旨在協助律師行達致優質執業管理。委員會負責訂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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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兩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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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教育計劃」執業管理課程 

 

經修訂的《法律執業者條例》第6(6B)條規定，有意申請無條件執業證書的律

師除了要令理事會信納該律師已受僱至少達兩年外，亦須令理事會信納該律

師已妥為完成由律師會提供或獲律師會認可的執業管理課程(「該課程」)。該

課程的內容資料已由委員會於2016年作最終定案。 

 

理事會於2017年議決以試行方式舉辦該課程以作為風險管理教育選修課程，

並在檢視反饋意見後才決定應否把該課程納入為必修課程。 

 

委員會協助法律專業學會接見和甄選該課程的導師。所有導師已於2018年底

選定，而該課程將於2019年推出。 

 

協助會員管理和擴展業務 

 

在澳洲及紐西蘭法律學院的協助下，委員會編制一份「執業管理核對表」(只

作為參考指引)。該核對表於6月發出。根據該核對表的內容，委員會於10月

30及31日舉行兩場研討會，向會員講解關於開展執業業務的所有規定、關於

營運執業業務的持續規定以及關於結束執業業務的規定。 

 

委員會於年內委託撰寫下列兩篇文章，先後於年內刊登於律師會會刊《香港
律師》﹕ 

 

 「提高小型律師行利潤的五個技巧」(1月號)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法律業務」(12月號)﹔ 

 

為使會員能緊貼環球法律業界的最新動態，委員會於2018年10月至12月期間

舉辦三場研討會﹕澳洲及紐西蘭法律學院Peter Tritt先生應邀於10月30日主持

「環球法律執業的新業務模式」研討會﹔而世界頂尖未來學家兼國際知名的

法律界人物Chrissie Lightfoot女士應邀先後於12月10日及11日主持「專業技能

自動化的未來 — 從理論到實踐，2018至2025年」研討會及「人類與機器 — 

2018至2025年﹕律師與機器今後的角色和技能」研討會。 

 

伊斯蘭金融工作小組 

 

伊斯蘭金融工作小組負責就伊斯蘭金融產品和服務在香港的發展及相關法律

議題提供建議。工作小組旨在為會員提供最新資訊，讓會員能掌握正在全球

迅速發展的伊斯蘭金融市場的動態。工作小組亦旨在促進伊斯蘭金融在香港

的發展，並就此與金融機構、政府、非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及大學保持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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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和合作。工作小組亦定期與本地及海外律師會晤，討論伊斯蘭金融的發

展趨勢。此外，工作小組探討和匯報本港的伊斯蘭金融產品，例如簽發伊斯

蘭食品證書，以及香港政府發售第三批伊斯蘭債券(發行金額為10億美元，以

代理安排為結構)。 

 

工作小組於11月29日舉行年度聯誼酒會，並邀得香港金融科技協會總經理

Musheer Ahmed先生向與會者介紹伊斯蘭金融科技的潛能和發展。 

 

中小型律師行工作小組 

 

中小型律師行工作小組由執業管理委員會成立，其職責包括﹕就工作小組認

為可能有助中小型律師行管理其業務的任何支援和指引而向理事會提出建

議﹔為獨營執業者和小型合夥律師行提供平台，促進聯誼、討論常見的業務

管理問題及分享相關經驗﹔以及為中小型律師行與律師會提供互相溝通的橋

樑。 

 

工作小組於年內探討現代科技如何能協助提升中小型律師行的效率，並着手

與創科委員會合辦一場將於 2019年初舉行的分享會。 

 

工作小組亦根據於 2017 年進行的「強弱危機」(SWOT)分析，繼續作出跟進。 

 

工作小組在年內舉行一次會議。 

 

合併收購興趣小組 

 

成立合併收購興趣小組的主要目的包括﹕提供平台以促進合併收購資訊的分

享﹔設立有效的機制，整合關於內地潛在投資者需要的資料，以協助瞭解他

們的投資目標﹔研究香港律師如何能協助向按照國家「走出去」戰略，向進

行海外分散投資的內地企業提供法律意見﹔以及鼓勵具備相關專長的律師參

與其中。 

 

興趣小組在年內舉行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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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律服務委員會 

公益法律服務委員會負責審視律師業界所提供的公益法律服務種類、加深市

民對律師會會員所提供的公益法律服務的認知，以及鼓勵業界參與公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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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務計劃，

包括免費法律諮詢專線、45分鐘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以及各項為社會企業、非政府機構及中學生而設的活動。 

 

委員會亦討論其獲邀成為「第七屆亞洲公益法律服務會議」及「國際公益法

律服務論壇」的支持機構一事。 

 

免費法律諮詢專線 

 

免費法律諮詢專線於2013年8月底成立，在三個特定範疇，包括人身傷亡、婚

姻法及刑法，向有需要的公眾免費提供專業法律諮詢服務。 

 

隸屬該諮詢專線的「調解諮詢專線試驗計劃」於2014年12月推出，免費向公

眾提供調解諮詢服務。該計劃已延長至2019年12月31日。 

 

為進一步改善法律諮詢專線的服務，該諮詢專線自1月起使用「互動話音系統」

能自動與來電者進行互動的技術系統。為有效協助普羅大眾(特別是基層市民)

尋求法律諮詢，法律諮詢專線仍維持親身接聽電話及審核個案的服務。委員

會將繼續監察「互動話音系統」與親身接聽同步運作的實際效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免費法律諮詢專線已處理超過8,000宗查詢。 

 

  



 

 

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 | 年報  2018  11 

 

圖一﹕免費法律諮詢專線於2018年內接獲的查詢數目 

 

 

 
 

 

圖二﹕免費法律諮詢專線於 2013至 2018年期間接獲的查詢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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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合作  

 

非政府機構管治平台 

 

自2015年起，律師會一直參與社聯「非政府機構管治平台計劃」，鼓勵社聯的

非政府機構成員的董事局成員實行優良管治和分享相關經驗。 

 

委員會與社聯於4月20日合辦首場非政府機構管治研討會，主題為「非政府機

構董事的信託義務與法律責任」。委員會成員周恩惠律師擔任講員，向與會者

(非政府機構代表)講解非政府機構董事的各種法律擔任機構董事的信託義務和

法律責任，以及建議非政府機構可採取何等保護策略以避免潛在風險和法律

責任的策略。研討會吸引了93名非政府機構代表出席。 

 

承接首場研討會成功舉行，委員會與社聯於8月31日再度合辦非政府機構管治

研討會，主題為「非政府機構董事局與僱傭相關的責任」。律師會僱傭法委

員會主席李日華律師擔任講者，從法律角度闡述非政府機構董事局應當注意

的僱傭議題，例如董事局成員在人力資源事宜上的角色。李律師亦建議非政

府機構董事局應採取的保護措施，以免董事面對僱傭和勞資糾紛所產生的潛

在風險和法律責任。研討會吸引了76名非政府機構代表出席。 

 

與教育局合作 

 

委員會於年內繼續參與教育局主辦的「商校合作計劃」。該計劃旨在促進商界

與學校更緊密地合作、帶領學生走出校園、放眼世界，以及協助他們為將來

投身社會做好準備。 

 

委員會於年內籌辦兩場活動，於 1 月 30 日和 10 月 3 日分別參觀西九龍法院

大樓和律政司。 

 

參觀西九龍法院大樓活動內容豐富，包括司法機構簡介、署理總裁判官簡報

及旁聽法庭聆訊。活動結束前，兩名律師會成員分享他們成為律師之路。是

次活動吸引了約 40名師生參加。 

 

參觀律政司兼分享活動亦廣受歡迎，吸引了共約85名來自11所中學的師生參

加。除了導賞遊外，五名隸屬律政司不同法律分科的政府律師參加分享環節，

分組向學生介紹他們的日常工作和分享經驗，讓學生進一步瞭解政府律師的

事業和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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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律服務保險工作小組 
 

公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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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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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將繼續致力促進相關持份者理解律師會在公益法律服務方

面的立場，並將密切留意與此事有關的回應和發展。 

 

建築物管理公益法律服務工作小組 
 

建築物管理公益法律服務工作小組負責監督各個關乎建築物管理的公益法律

服務項目，以及不時向會員介紹建築物管理界別的最新動態及相關案例和法

例。 

 

自2015年初以來，工作小組一直與民政事務總署合作提供「大廈管理免費法

律諮詢服務」。該服務於2018年曾處理160宗個案。 

 
圖三﹕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處理的個案數目 

 

 
 

 

一個有關建築物管理的基本課程(共五節)及一個有關建築物管理的進修課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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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律師名册的律師更深入地瞭解各項關乎建築物管理的議題。完成上述基本

課程及進修課程的律師人數分別為30名及23名。 

民政事務總署計劃推出「免費大廈管理免費外展法律諮詢服務」，以協助業主

立案法團舉行周年業主大會。為響應該計劃，工作小組與署方會晤，討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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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細節，並收集該計劃下現任名册律師的意見。工作小組將繼續與民政事務

總署溝通，就相關細節作最終定案。 

 

公益法律服務網頁工作小組 
 

公益法律服務網頁工作小組將繼續着手檢視律師會網站會員專區內的公益法

律服務網頁，以鼓勵會員積極參與公益法律服務及加強公眾對律師公益法律

服務的了解。  

 

社企研討會工作小組 
 

律師會連續七年與社聯合辦「社企法律研討會系列」。這個項目旨在協助社會

企業了解其於運作時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工作小組於年內與社聯轄下社企業務中心舉行七次會議，辨識社會企業感興

趣的課題。下一場研討會將於 2019年首季舉行。 

 

公益法律服務和社區工作嘉許委員會 

公益法律服務和社區工作嘉許委員會推動和鼓勵律師會會員和律師行踴躍參

與公益法律活動和社區工作，並舉行年度頒獎典禮，以感謝和表揚他們對義

務法律工作的傑出貢獻。 

 

「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許計劃」於2011年推出，至今已成為律師會每

年的重點活動之一。2018年，該計劃繼續得到業界支持，年內申請報名參與

該計劃的數目達180份，打破歷年紀錄。 

 

「2018 年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許頒獎典禮」於 12 月 12 日在律政中心

禮堂隆重舉行。大會十分榮幸邀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及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擔任主禮嘉賓，以及邀得其他嘉賓出席。本年有 29 間律

師行和 155位律師獲獎。除了個人獎項和律師行獎項(金、銀、銅獎)外，大會

亦頒發多個傑出獎項，包括「傑出公益法律服務獎」、「傑出社區服務獎」、

「傑出公益法律律師行獎」和「年青律師特別嘉許獎」。本年更增設「長者服

務嘉許獎」和「卓越進步獎」，以表揚對長者服務作出貢獻的會員和律師行，

以及鼓勵會員和律師行積極參與公益法律和社區工作。 

 

各項「傑出服務獎」的得獎者均由評審團選出。本年評審團成員包括﹕平等

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律師會前會長兼香港青年協會理事會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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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純律師、法援署署長鄺寶昌律師、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林植廷先生、申

訴專員劉燕卿女士、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女士、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

嫺女士、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律師會會長兼公益法律服務和社

區工作嘉許委員會主席彭韻僖律師，以及律師會公益法律服務委員會主席陳

潔心律師。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 

康樂及體育委員會的主要負責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康體活動，並鼓勵他們積

極參與，讓他們達致工作與生活平衡及增進彼此的情誼，同時建立律師與其

他專業人士的連繫。年內，委員會舉行六次會議，而康體計劃下14支康體隊

伍和九個興趣小組的隊長及召集人亦每隔兩個月舉行會議，匯報各項活動的

最新情況。 

 

年內共有700多名會員加入年度康體計劃。會員按自己的喜好參加各類活動和

比賽，亦定期參與各個康體隊伍和興趣小組所安排的訓練班。康體計劃下的

14支體育隊伍，涵蓋羽毛球、籃球、單車、長跑、遠足、龍舟、足球、高爾

夫球、桌球、游泳、乒乓球、網球、保齡球及排球。康體計劃下的九個興趣

小組，則涵蓋橋牌、中國書法與國畫、烹飪、美酒佳餚鑑賞、舞蹈、樂隊演

奏、武術、攝影、唱歌及瑜伽。 

 

除了接受定期訓練和參與常規活動外，各支康體隊伍和小組於年內亦應邀出

外參加比賽，包括跨專業比賽和邀請賽，與本港以至海外多個專業團體、公

營機構、行業協會和慈善組織的代表一較高下。各支康體隊伍和小組在多項

比賽中都取得驕人成績。 

 

委員會於年内舉辦的大型康體盛事，包括「第八屆會員及家庭同樂日」、「第
八屆法律專業盃龍舟邀請賽」」及「第十三屆康樂及體育晚會」。此外，「周年
水運會」及「律師廚神大比拼」於年内舉行十周年誌慶。 

 

律師會是香港專業團體康體會的會員，積極參加該會定期舉辦的各項跨專業

界別康體比賽。該會提供上佳的平台，讓律師會會員與本港其他主要專業團

體的成員進行交流和建立人脈網絡。 

 

委員會於年內籌組及參與共超過700場活動，包括康體活動和訓練課程。 所

有活動吸引了共約8,0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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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律師組 

年青律師組乃為照顧取得執業資格後執業經驗少於五年的會員及實習律師的

需要和權益而設。年青律師組的使命包括提供他們感興趣並對他們有所裨益

的多元化服務和活動，從而促進和協助他們的事業及個人發展。年青律師組

亦提供互動平台，以便實習律師和年青會員與資深會員、本地法律學院學生

及業界人士進行交流。 

 

協助新晉律師適應環境和建立聯繫 

 

「法友聯盟」師友計劃 

 

「法友聯盟」師友計劃是年青律師組的重點項目之一。該計劃旨在提供機會，

讓實習律師認識不同年資的會員以及與他們建立持久的「師友兼摯友」關係。

2018年的「法友聯盟」師友計劃吸引了接近300名「良師」(較資深會員)、「益

友」(年青會員)和「學員」(實習律師)參加。 

 

2018年「法友聯盟」師友計劃啟動活動於3月23日舉行，讓導師、友伴和學員

互相認識。9月1日，超過50人參加南丫島半日遊。在各項活動中，導師就各

項關乎學員事業及個人發展的議題分享真知灼見，例如如何應付辦公室壓力

和兼顧工作與生活。導師和友伴亦自行為學員統籌多項聯誼活動。計劃的閉

幕活動定於2019年1月26日舉行，屆時參加者將參與茶藝研習坊，親身泡製和

品嚐各種中國土產的名茶，並學習品茶禮儀。 

 

互相認識和歡迎 － 實習律師及新會員週五午餐聚會／聯誼酒會 

 

年青律師組定期舉行週五午餐聚會和黃昏聯誼酒會，讓新成員和實習律師認

識律師會理事會成員、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成員和年青律師組成員。年青律

師組於年內舉行共七場聚會，包括一場為未能出席午餐聚會的成員而設的黃

昏聯誼酒會。各場聚會吸引了超過100名新晉執業律師和實習律師出席。 

 

實習律師歡迎酒會 

 

年青律師組於11月23日在律師會禮堂舉行年度「實習律師歡迎酒會」，以歡迎

實習律師加入律師會這個大家庭。活動上，年青律師組向出席酒會的大約150

名第一年和第二年實習律師介紹年青律師組所提供的服務和舉辦的活動，並

鼓勵他們按自身需要和興趣，踴躍參加各類活動，例如康體活動、會員權益

計劃和到訪其他司法管轄區。多名較資深的律師亦有出席酒會，與實習律師

分享實用的執業心得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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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專業發展 

 

業界精英午餐講座 

 

年青律師組於年內舉辦兩場甚具啓發性的業界精英午餐講座。9月22日，競爭

事務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律師應邀擔任主講嘉賓，講解平等權利法律的歷史、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成立、平等權利的經濟要求以及我們為何需要透過機構來

保障權利。12月1日，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委員會前主席暨證監會收購及合併
委員會副主席高育賢律師應邀擔任主講嘉賓，分享她如何兼顧繁忙的全職工

作和同樣繁重的母親職責。 

 

促進跨專業合作 

 

與其他專業團體合辦活動 

 

為了讓年青會員與其他年青專業人士建立更緊密關係，年青律師組與其他專

業團體 — 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特許仲裁員學會、香港建

築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特許秘書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及香港醫

學會 — 的年青律師組合辦「粤劇舞台背後」聯誼活動。 

 

活動於10月13日舉行，以「粤劇﹕舞台背後」為主題，並邀得一位屢獲殊榮

的美籍粤劇演員向參加者介紹粤劇音樂、樂器和服飾。參加者更有機會走上

戲台，親身體會粤劇功架和試用表演道具。分享會過後，各個專業界别的年

青人聚首一堂，互相認識和建立聯繫。 

 

迎接新一代 

 

年青律師組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加強與法律學生的溝通及推廣律師會學生

會籍。學生會籍申請表格在各所法律學院的迎新營及在下列活動上派發。 

 

法律學院就業講座 

 

年青律師組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學(2月8日)、香港城市大學(10月11日)及香港大

學(10月23日)舉行法律學生就業講座，並邀請律師會理事會成員以及律師會專

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成員出席，向法律學生講解就業路向和選項，以及

分享個人經驗，包括求職面試須知、夏季實習、實習律師的工作及法律執業

業務等等。 

 

參加「香港法律展」 

 

年青律師組參加於9月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法律展2018」。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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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上，律師會設置攤位，而年青律師組向與會者介紹律師會的職能和架構，

並解答與會者就律師會學生會籍的資格要求以至整個法律專業的提問。 

 

法律學生與執業律師會面和交流酒會 

 

年青律師組於9月21日在一間位於金鐘的社企咖啡店舉行年度「法律學生與執

業律師會面和交流酒會」。酒會吸引了100人出席，包括執業律師、來自香港

三所大學法律學院的學生以及亞洲法律學生會的成員。年青律師組向與會者

介紹律師會的工作和年青律師組的活動。酒會亦提供平台，讓資深執業律師

和年青律師組成員與法律學生分享個人經驗和真知灼見。 

 

回饋社區 

 

為支持法律周籌委會，且在東華三院及香港青年協會的支持下，年青律師組

招募律師義工參與法律周內專為兒童而設的活動，向來自基層家庭的兒童提

供社區服務。義工先後於10月6日和12月1日與合共約90名小學生說故事和玩

遊戲。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負責進行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議，以協助律師會設立

和維持檔案庫，使具有歷史價值的文件和資料得以有系統地保存並供會員及

各界查閱。工作小組將考慮成立附屬小組，以執行關於該檔案庫的工作，並

將按需要而提出關於遵從和實施檔案政策的進一步建議。 

 

自工作小組於2010年成立以來擔任主席的吳斌律師於2018年5月辭任，而工作

小組副主席簡家驄律師繼任主席，並將繼續帶領工作小組促進設立和維持該

檔案庫以及提供合適協助。 

 

法律圖書館工作小組 

法律圖書館工作小組負責重整律師會法律圖書館的藏書和設施，以期為會員

提供更佳服務。 

 

法律圖書館於 1月轉化成全面線上圖書館，工作小組亦隨之而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