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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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舉行

11次會議。 

 

線上登記及付款系統 
 

為了讓會員能夠方便地利用一站式平台報名參加律師會活動和支付相關費用，常務

委員會和創科委員會於本年推出「律師會登記及付款系統」。 此舉標誌着律師會在

致力運用科技為會員提供更佳服務的道路上踏出重要一步。 

 

該系統於6月首次推出網上版本，到9月推出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版本。該平台旨在

為會員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律師會活動報名和付款服務。 

 

至今已有大約1,197名會員登記使用該系統。 

 

重新打造電子版會員通告封面 
 

常務委員會於5月就電子版會員通告推出更方便閱讀的全新封面，並注入包括每周

照片在內的新設計。新版面廣受會員歡迎。 

 

中小型律師行 
 

常務委員會於年內與中小型律師行工作小組展開與中小型律師行的面對面討論，其

中包括獨營律師行和擁有兩至五名合夥人的律師行。常務委員會與工作小組亦於 1

月舉辦兩場中小型律師行分享會，受到中小型律師行合夥人和獨資執業律師的熱烈

響應。與會者分享與自身執業業務有關的問題和關注，出席分享會的理事會成員和

常務委員會成員亦即場回應部份問題。分享會過後，常務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採取一

系列舉措，包括﹕ 

 

 針對分享會上提出的問題，於3月22日舉行關於中小型律師行網絡安全的簡

介會(於4月16日再次舉行)。 

 中小型律師行工作小組於11月與「創新科技工作小組」合辦「跨界社區圓桌

會議」，讓中小型律師行的執業者就法律創新科技表達意見和關注。 

 2019年底，中小型律師行工作小組主席和副主席開始到訪中小型律師行，以

期瞭解它們的需要。工作小組於年內對中小型律師行進行一次訪問。 

  

會員季度午餐聚會 
 

常務委員會安排季度午餐聚會，就熱門議題與會員進行互動交流，從而協助會員應

付執業過程中的各種需求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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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會員對於網絡安全的關注，常務委員會於3月22日舉行並於4月16日重辦網絡

安全簡介會，並邀得Michael Gazeley先生、邱梓淳先生和陳浩良律師擔任講者。簡

介會探討下列課題﹕ 

 

 中小型律師行的整體網絡安全風險敞口 

 瞭解與「暗網」有關的新興網絡安全風險 

 辨識與網絡安全問題有關的專業行為∕責任風險 

 

上述兩場簡介會廣受歡迎，分別吸引了67名和59名會員參加。 

 

會員論壇暨晚宴 
 
常務委員會於10月24日舉行大型的年度會員論壇暨晚宴。當時香港社會因「反修例

事件」而處於動盪不安的境況，有見及此，論壇以「重建香港、共尋前路 — 從法

律的角度考慮」為主題，廣邀會員以口頭或書面形式發表意見。 

 

論壇吸引了121名會員出席，人數打破歷年紀錄。與會者就以下數個特定的副主題

進行激辯﹕(i) 禁止蒙面規例(或禁蒙面法)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ii) 特赦﹔

及(iii) 獨立調查。律師會整合會員的建議和想法，並與相關持份者分享。 

 

在「與會長對話﹕我們能如何為你服務？」環節中，會長聯同副會長及理事會成員

即場回答會員的提問。  

 

特定界别 
 

常務委員會負責成立新的工作小組，研究制訂長期戰略以加強企業律師與私人執業

律師之間的聯繫，並透過常務委員會主席於 5 月 6 日發出的信件，廣徵所有企業律

師會員的意見。上述方案廣受企業律師界別歡迎。企業律師工作小組於 2019年下旬

開始招募成員，以期於 2020年下半年展開工作。 

 

理事會轄下的檢討年青律師組工作小組於 2018年成立，負責全面檢視年青律師組的

架構、目標和職能範圍以及年青律師組的工作整體上如何配合律師會的工作，並向

理事會提出建議。年內，常務委員會就年青律師組的未來策略向工作小組提出建議。

工作小組於 2019年底發表報告，而常務委員會主席數度與年青律師組成員會晤，講

解工作小組的建議。 

 

其他 
 

常務委員會於4月協助理事會進行會員問卷調查，以期加深對香港律師行業概況的

了解。是次調查旨在收集有關香港律師的事業發展、工作模式和人口特徵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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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得知他們對於業內的平等機會和歧視問題的意見和體會。 

 

常務委員會辨識到申請註冊成為實習律師的人士在親手填寫申請表時所遇到的困難，

並建議開發填表軟件以協助申請人，從而減少常見錯誤和縮短註冊成為實習律師所

需的時間。該軟件的開發工作現時由審查及紀律部負責進行。 

 

常務委員會於9月就「專業交流試驗計劃」向律政司提交意見。該計劃的目標包括

加深私人執業律師對律政司工作的了解，同時安排律政司的律師到私人界別汲取經

驗，從而促進跨界別交流知識和經驗。 

 

常務委員會於年內亦審議多項與會員執業業務有關的議題，包括改善律師行的工作

環境，特別是女性律師和言語騷擾。 

 

此外，常務委員會向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提出建議，以協助推動會員更積極參與海

外同業的各類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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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商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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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為他們提供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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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主要活動「企業律師年會」自八年前開始舉辦以來，一直廣受會員歡迎。

「2019企業律師年會」於6月舉行，主題為「求同存異」，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傑

出講者探討多個與職場多元和共融相關的議題，包括性別、種族和文化、父母身分

和家庭崗位、殘疾、世代及性小眾。 

 

委員會亦舉辦三場「企業律師的苦與樂」分享會，並邀請講者就各項與企業律師日

常工作和事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議題分享經驗和知識。本年的分享會圍繞下列議題﹕ 

 

 「閃爍璀璨背後﹕傳媒和娛樂行業內望」 

 「一針一線縫出高級品牌﹕與奢侈品零售業一次近距離接觸」 

 「香港電子商務的興起」 

 

委員會於年內推出「企業律師培訓計劃(與律師行合辦)」，與律師行合辦課程和研

討會，探討多個與企業律師工作息息相關的課題。該計劃下的首場研討會由方達律

師事務所舉辦，討論作為企業律師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如何在香港公司和國際

業務內妥善管理和維護法律意見保密權。委員會於年內的最後一項工作，是協辦該

計劃下的第二場研討會。研討會由Osborne Clarke律師行主持，以科技為主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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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關於使用社交媒體、微信和電子商貿進行業務的法律問題及潛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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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律師會與它們建立合作關係。委員

會亦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會晤，討論智慧城市科技、分散式帳本技術及

區塊鏈研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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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明相關時間表以及所需成本。該路線圖亦辨識若干可行方案以供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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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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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表示支持投放資源，以協助會員利用新科技。 

 

2019年，委員會優化科技路線圖，詳述律師會可採取哪些具體行動協助律師業界利

用新科技，並列明相關時間表以及所需成本。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委員會辨識會員 — 特別是小型律師行 — 的需求，包括以

電子方式保存文件、在執業業務中引入數碼技術、律師會計和管理軟件，以及為律

師和支援員工籌辦更多科技培訓研討會。 

 

律師會與香港科技園公司攜手開展「環球創業飛躍學院計劃」，在本地及∕或全球

尋找初創公司，為律師會會員研發法律科技解決方案。首期計劃歷時12個月，旨在

讓律師會能尋找科技解決方案，或與創科界的初創公司共同創建最能滿足會員需求

和期望的科技解決方案。律師會將繼續與相關持份者合作和聘請合資格的員工，致

力按照為期多年的路線圖推行該項目。 

 

律師會登記及付款系統 
 

律師會登記及付款系統於6月推出，而委員會於年內就該系統向常務委員會提出建

議。會員可透過律師會網頁和流動應用程式接達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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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委員會於年內與法律專業學會合辦多項廣受會員歡迎的課程﹕ 

 

 1月28日﹕「加密貨幣經濟學和比特幣即將關閉的風險」 

 1月30日﹕「數碼取證知多少？」 

 3月1日﹕「從互聯網調查到數碼取證」 

 6月25日﹕「風險管理教育選修課程 — 資料私隱、網絡安全與律師」 

 10月17及23日﹕「律師編碼訓練營」 

 

發表文章 
 

委員會成員定期在律師會會刊《香港律師》的「創科」專欄發表文章。於2019年交

付出版的文章包括﹕ 

 

 「法律科技創新中心•啟動！」(在8月號刊登) 

 「善用人工智能」(在9月號刊登) 

 「證監會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在10月號刊登) 

 「調查結果﹕律師會會員的創新優先次序」(在12月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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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c) 就律師會「儲存和銷毀舊檔案」指引(會員通告12-475(PA))的修訂建議提出意

見和建議。  

  

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 
 

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自 2013年推出以來，其下載至 iOS和 Android 裝置的次數累計

達 10,821次。2019年，廣大會員使用該應用程式所累積的總「點擊率」高達 150萬

次。   

 

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工作小組 
 

閣下是否10,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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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該應用程式的累計用量已超過150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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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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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瀏覽和報名參加律師會各類康體或會員福利活動及專業進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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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應用程式的優化功能之一，是於年內推出的律師會登記及付款系統。應用程式用

戶可透過超連結接達系統平台，辦理線上登記∕報名和付款手續。系統第一階段適

用於會員服務部籌辦或安排的活動。工作小組將繼續擴大系統平台的應用範圍，使

之涵蓋更多律師會活動，並將考慮加入更多功能，進一步強化該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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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創新科技中心工作小組 

隨着理事會通過採納科技路線圖，委員會於年內成立法律創新科技工作小組，負責

發掘和發展建基於科技的解決方案以供會員採用，從而提升法律服務水平，促進尋

求公義。 

 

「創新」要求社會各界羣策羣力，以確保制訂適當策略，其實踐的過程可能充滿挑

戰。委員會與「法律創新科技工作小組」攜手推行一系列方案，包括於 2019年 8月

至 10月期間進行「創新價值鏈問卷調查」。超過 130名會員對是次調查作出回應。   

 

社區圓桌會議 

 

法律科技創新中心於年內舉辦六場社區圓桌會議，邀請持份者團體(例如本地律師、

海外律師和中小型律師行的執業律師)參與，通過小組討論的形式，分享他們對於

探索和迎接法律創新科技的想法。其中一場社區圓桌會議與 11 月的亞太法律協會

(LAWASIA)會議同時舉行，吸引了 20名來自各個司法管轄區的代表∕同業參加。 

 

產品展示會 

 

法律科技創新中心亦與坊間各個科技團體合辦產品展示會，講解其產品如何能惠及

執業律師。 

 

法律科技創新中心於9月與微軟和Sanuker合辦「律師行和律師如何利用科技提高工

作效率」產品展示會。下一場產品展示會將於2020年舉行，由Thomson Reuters主

持，題為「執業指導與工作流程自動化﹕充分擴展閣下的法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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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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6及 21日﹕為慶祝農曆新年，先後舉辦「國畫月曆」及「寫揮春」中國

藝術研習坊。 

 2月 13日﹕為慶祝情人節，舉辦朱古力蛋糕烘焙研習坊。 

 4 月 11 日﹕舉辦健康講座，主題為「峰巔人生•因緣追夢」，講者吳俊霆先生

是物理治療師，兼為精英越野跑運動員和作家，亦是 2018年十大傑出青年之

一。 

 5月 1日﹕為慶祝母親節，為會員及其母親舉辦烘焙研習坊。 

 6 月 13 日﹕為慶祝父親節，為會員及其父親或子女舉辦 LED 永生花卉研習坊。 

 9月 11日﹕參觀終審法院大樓。 

 11月 20日﹕舉辦「壓力管理」午餐講座。 

 11月 27日﹕Thomson Reuters舉辦書展。 

 12月 13日﹕舉辦大笑瑜伽研習坊。 

 

律師會信用咭 
 

委員會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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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提供∕舉辦的其他會員福利∕活動 
 

委員會於年內繼續為會員搜羅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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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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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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選舉

資訊中心獨家導賞團、香港 Affordable Art Fair 門票優惠和免費派發旅遊博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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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於年內舉行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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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課程於2019年2月推出，屬於風險管理教育選修課程。 

 

委員會於2019年12月檢視對該課程的反饋意見，並會就該課程的發展向理事會提出

建議。 

 

亞太法律協會(LAWASIA)會議 
 

委員會主席出席於11月舉行的LAWASIA會議，並在題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管

理律師行」的律師行管理研討會上擔任主持。 

 

協助會員管理和擴展業務 
 

委員會於年內委託撰寫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於年內刊登於律師會會刊《香港律

師》﹕ 

 

 「為何繼任規劃是成功之道」(2019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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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兩篇文章「中小型律師行的發展策略」及「利用法律科技為客戶提供更多服務」

將於2020年刊登。 

 

為使會員能緊貼環球法律業界的最新動態，委員會於10月至12月期間舉辦兩場研討

會。9月20日，來自英國一家知名國際法律管理顧問公司的Tony Williams先生應委

員會邀請，來港主持「四大律師行在法律市場上帶來的加劇競爭」研討會。委員會

亦於10月29日舉辦「邁向人工智能和智能合約的競賽﹕法律能夠跟上嗎？」研討會，

並邀得Ben Yates先生擔任講者。 

 

委員會於年內亦審議由伊斯蘭金融工作小組擬備的建議路線圖，其旨在協助向「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伊斯蘭金融、金融科技和伊斯蘭金融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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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信用機構及大學保持緊密聯繫和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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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小組的2019年年度聯誼酒會已延後至2020年初舉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代表

已獲邀出席酒會，從私隱角度講解5G技術和人工智能的來臨和發展。與會者將有機

會探討最新的科技突破如何影響伊斯蘭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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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深入瞭解中小型律師行的需求，工作小組於1月底舉行兩場「中小型律師行

分享會」，吸引了來自大約120間中小型律師行的140多名獨營執業者和合夥人參加。

與會者分享有關其執業業務的不同問題。為處理分享會上提出的問題，工作小組於

3月22日舉行中小型律師行網絡安全分享會，由律師會理事會成員兼創科委員會副

主席陳曉峰律師主持，講者包括Network Box董事總經理Michael Gazeley先生、羅

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科技及管理諮詢服務部合夥人邱梓淳先生以及衞安集團首席法律

顧問陳浩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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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於年內建議開發∕採用各種惠及中小型律師行的科技工具，包括電子文檔

系統和數碼簽立文件。 

 

工作小組於11月26日與法律創新科技工作小組合辦跨界社區圓桌會議。是次會議為

中小型律師行的執業律師提供有用的平台，讓他們分享對於法律科技創新的想法和

關注。 

 

工作小組主席和副主席於年底展開一系列中小型律師行訪問活動，以期了解它們的

需求。工作小組於2019年進行了一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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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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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和中學生而設的活動。 

 

律師會應民政事務署的邀請，攜手參與一項於年內推出、為期三年的「大廈

管理免費外展法律諮詢服務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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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諮詢專線中的「調解諮詢專線試驗計劃」，免費向公眾提供調解諮詢服務。

該計劃的試行期已獲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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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協助普羅大眾尋求法律諮詢，法律諮詢專線仍維持「互動話音系統」

連同親身接聽電話及個案審核服務。委員會將繼續監察專線所提供的服務。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免費法律諮詢專線已處理超過8,500宗查詢。 
  

 
圖一﹕免費法律諮詢專線於2019年內接獲的查詢數目 
 

 
 
 
圖二﹕免費法律諮詢專線於 2013 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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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會自2015年以來一直參與社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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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首場以廣東話進行的「非政府機構董事的信託義務與法律責任」研討會於2018

年成功舉行，委員會與社聯於2019年6月19日合辦以英語進行的同一主題研討會。

委員會成員周恩惠律師再度擔任講員，向與會者講解非政府機構董事的受信責任與

法律責任，以及可採取何等保護策略以避免出任董事所涉的潛在風險和法律責任。

研討會廣受歡迎，吸引了33名非政府機構代表出席。 

 

「管治·連結」計劃 

 

為進一步協助非政府機構提高管治能力，律師會亦與社聯攜手推行「管治·連結」

計劃。該計劃成功以配對方式安排義務律師擔任八所中小型非政府機構的名譽法律

顧問，為包括長期病患者、受精神問題影響的人士∕智障人士和基層家庭的婦女和

兒童在內的目標群體提供援助。 

 

旨在聯繫義務律師會成員與參加計劃的非政府組織董事局成員的「管治聯繫日」，

於 7月 11日成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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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旨在促進法律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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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於年內安排於 1月 3日進行律師行導覽活動兼分享會。 

 

委員會成員陳俊逸律師為當日的活動揭開序幕，向學生介紹與法律有關的職業。律

師行的律師及實習律師繼而概述律師行的日常運作，並且分享他們的職業生涯。分

享會過後，學生在導覽員帶領下參觀律師行。 

 

透過是次活動，學生得以更深入地認識與法律有關的職業和律師行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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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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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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時向名列相關法律顧問律師名册的會員介紹建築物管理界別的最新動態

及相關案例和法例。 

 

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自2015年初以來，工作小組一直與民政事務署合作提供「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服

務」。該服務於2019年曾處理182宗個案。  

 
圖三﹕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處理的個案數目 
 

 
 

 

 

 

一項有關建築物管理的基本課程(共五節)及一項有關建築物管理的進修課程於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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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年的「大廈管理免費外展法律諮詢服務試驗計劃」 

 

民政事務署與律師會於9月攜手推出為期三年的「大廈管理免費外展法律諮詢服務

試驗計劃」，以期加強對業主立案法團在舉行業主大會方面的法律支援。該計劃於

年內處理一宗個案，另有六宗個案正在處理中。 

 

工作小組於9月17日舉行午餐簡介會，讓有興趣加入顧問律師名册的會員更深入瞭

解上述試驗計劃。工作小組主席梁匡舜律師擔任簡介會的講者，而民政事務署亦有

派代表出席答問環節，回答會員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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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社企研討會工作小組 

律師會連續八年與社聯合辦「社企法律研討會系列」。這個項目旨在協助社會企業

瞭解其於運作時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工作小組於 2月 22 日與社聯合辦題為「社企專題研討會﹕社企的法律形式及企業管

治」的研討會。委員會成員周恩惠律師及蘇文傑律師擔任講者，向與會者介紹社會

企業的各種法律形式，並且分享企業管治的實際個案，包括如何處理利益衝突和稅

務問題。研討會吸引了 50多名社會企業的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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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該計劃踏入十周年，繼續得到業界支持，年內申請報名參

與該計劃的數目達 282份，打破歷年紀錄。 

 

「2019年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許計劃頒獎典禮」於 12月 19日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隆重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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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嘉賓，以及邀得多位業界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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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有 35間律師行和 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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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大會更增設「公益法律及社區十年服務嘉

許大獎」，頒贈予八名在過往十年期間每年都曾獲獎的律師。 

 

各項「傑出服務獎」的得獎者均由評審團選出。本年評審團陣容鼎盛，成員包括﹕

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先生、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律師、當值律師服務執行委員會

主席吳鴻瑞先生、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助理律師黃嘉穎律師、律師會前會長

王桂壎律師、律師會秘書長朱潔冰律師，以及律師會公益服務委員會主席 Alan 

Schiffman律師。「傑出社區服務獎」評審團成員包括﹕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先

生、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何永昌先生、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沈之弘醫生、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邱浩波先生，以及律師會前會長兼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

許委員會成員葉成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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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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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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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約800名會員加入康體計劃，定期參與各支康體隊

伍和興趣小組所安排的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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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各支康體隊伍和小組在多項比賽中取

得驕人成績。 

 

除了籌辦訓練班和比賽外，委員會於年內亦舉辦數項大型年度康體盛事，包括「第

九屆法律專業盃龍舟邀請賽」、「會員及家庭同樂日」、「水運會」及「律師廚神

大比拼」。 

 

年內，律師會秉承與粵澳同業鞏固關係的理念和傳統，參加由澳門律師公會主辦並

在澳門舉行的「第八屆粵港澳律師運動會」。香港隊派出一支由100多名律師運動

員組成的代表團，參加這項齊集三地執業律師的雙年度體育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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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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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比賽。該會提供上佳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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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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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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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會員與資深會員及本地法律學院學生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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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

「法友聯盟」師友計劃吸引了超過 250名「良師」(資深會員)、「益友」(年青會員)

和「學員」(實習律師)參加。 

 

2019年「法友聯盟」師友計劃啟動活動於 3月 29日舉行，讓導師、友伴和學員互相

認識。8月 10日，大約 70人參加師友計劃的第二項全體活動 － 香水研習坊，學習

如何按個人喜好混製香水。導師和益友亦各自為學員統籌多項聯誼活動。師友計劃

的閉幕活動將於 2020 年 1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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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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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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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在律師會活動會議室舉行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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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名

第一年和第二年實習律師介紹年青律師組的宗旨、服務和活動，並鼓勵他們踴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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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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發展機會 
 

業界精英午餐講座 

 

年青律師組於 7月 20日舉辦業界精英午餐講座，並很榮幸邀得前申訴專員劉燕卿女

士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申訴專員眼中的公平」。劉女士就多個項目分享其真知

灼見，包括各種「公平」概念、個案研究、申訴專員工作實例、經驗分享以及有關

領導能力的建議。 

 

資助年青律師和實習律師參觀海南自貿區 

 

為了擴闊年青一代的視野，年青律師組獲批資金，資助獲年青律師組提名的一名年

青會員和一名實習律師參加由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舉辦、於 8 月 28 至 30 日進行

的海南自貿區訪問活動。訪問團應邀參加研討會，與當地企業代表和律師探討合作

機會，並與當地法律組織分享法律市場的最新動態。 

 

促進跨專業合作 
 

與其他專業團體合辦聯誼活動 

 

年青律師組與其他專業團體 — 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香

港分會)、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及

香港測量師學會 — 的年青律師組合辦「探索葡萄酒世界」聯誼活動。 

 

是次品酒活動於 9 月 21 日舉行，吸引了超過 80 人參加。專業的侍酒師分享關於葡

萄酒的基本知識，參加者品嚐六種葡萄酒、與侍酒師進行交流，並結識來自多個專

業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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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展」活動上派發。 

 

法律學院就業講座 

 

年青律師組安排於 11月 5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法律學生就業講座，並邀請律師會理事

會成員、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成員以及專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成員出席，向法

律學生講解本地律師專業、實習律師監管規定及律師會的工作方針，並且分享專業

發展和執業業務等方面的個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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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香港法律展」 

 

年青律師組參加於 9月 7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法律展 2019」。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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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專業的提問。 

 

法律學生與執業律師會面和交流酒會 

 

年青律師組於 10 月 25 日在律師會活動會議室舉行年度「法律學生與執業律師會面

和交流酒會」。酒會吸引了超過 80 人出席，包括執業律師以及來自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法律學生。酒會提供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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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律師組亦向與會者介紹律師會的

工作和年青律師組的活動。 

 

提高社區認知 
 

社區認知與外展培訓活動 

 

年青律師組於 7月 13日舉行小組討論，並邀得來自多個專業領域的傑出人士擔任嘉

賓，分享他們對於動物福利權的見解和體驗，內容包括概述現行有關保護動物的法

律、有助彌補現行法律不足的補救措施、虐待動物個案研究，以及野豬在日漸減少

的自然棲息環境下如何掙扎求存。是次活動吸引了 30多人參加。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 

歷史資料檔案庫工作小組負責提出政策建議，以協助律師會設立檔案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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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亦將按需要

提出關於遵從和實施檔案政策的進一步建議。工作小組已提出建立檔案庫的政策建

議。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詳細審議如何保護律師會的重要歷史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