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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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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大眾對律師會的認識。
常務委員會協助律師會加強與各界持份者(包括內地和香港的相關機構以及全球各個同
業團體)的聯繫，以及促進律師會與本港社界各個界別的合作。
常務委員會與轄下三個附屬委員會 — 即社區關係委員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及國
際法律事務委員會 — 緊密合作。2020 年，雖然大型實體活動因為疫情而暫停，但常務
委員會繼續以其他形式舉辦活動。
隨着法律服務市場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急速發展，律師會積極接觸國際法律社群，致力推
廣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和促進本港與海外律師進行專業合作。與此同時，律師會不遺餘力，
向普羅市民宣揚法治精神，加深大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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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社群亦是常務委員會工作的重要對象。常務委員會一直為非政府機構舉辦各類講座
和研討會，並鼓勵律師會會員參與。
常務委員會的成員於年內有所變動。時任理事會成員羅睿德律師退任主席，並與理事會
成員彭皓昕律師及羅彰南律師於 6 月加入為成員。理事會成員白樂德律師於 6 月出任主
席，而黃世傑律師於 10 月加入為成員。年內，黎蒑律師、盧鳳儀律師、黃永昌律師及楊
慕嫦律師退任。
下文將概述常務委員會於年內統籌的主要活動﹕

2020 法律年度開啟禮
2020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於1月13日隆重舉行。來自全球18個司法管轄區共約60個海外
律師協會和國際法律組織的代表蒞臨香港，見證這場莊嚴的開啟禮。
除了出席在大會堂舉行的法律年度開啟禮外，一眾來賓亦獲邀出席一系列由律師會及大
律師公會攜手舉辦的活動，包括於1月12日舉行的會長圓桌會議，以及於1月13日舉行的
領袖分享環節、午宴和晚宴。
會長圓桌會議的主題為「昂然度過充滿挑戰的時代」。與會者就多個議題進行交流，包
括全球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協會在這個時代可如何帶領會員在捍衞法治和促進有效執行公
義方面出一分力，以及如何鼓勵持分者加強其工作的影響力。在領袖分享環節中，律師
會很榮幸邀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發表主題演説，分享他對於「香港在大灣區內的機
遇及角色」的真知灼見。

理事會到訪北京
律師會每年派出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禮節性拜訪，介紹律師會工作的最新進展，以及就
多個關乎香港律師專業發展的議題與內地主管當局進行交流。代表團的行程通常包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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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國家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
最高人民法院。
然而，2020年，鑒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禮節性拜訪須延期進行。

錄製歌曲，為醫護界和社會打氣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律師會在星夢娛樂的支持下，發起多個專業團體參與錄
製歌曲《疫境同行》。是次活動旨在透過音樂鼓勵社會在面對疫情所帶來的挑戰時發揮
互愛、關懷和團結等正面精神，同時為身處前線、無私地全力維護香港人健康的醫護人
員打氣。《疫境同行》自3月8日起在各個電台和電視台播放，以期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是次活動得到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醫學會以
及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等團體支持，律師會謹此深表謝意。

會長圓桌會議 — 「2019 冠狀病毒病﹕防疫自強」
在有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律師會發起以視像方式舉行會長圓桌會議，以加強與
全球法律界的溝通。會議於 4 月 27 日舉行，主題為「2019 冠狀病毒病﹕防疫自強」，
十位講者應邀參與，分享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專業在疫情期間所面對的挑戰、所採取
的對策以至所得到的機遇。會議吸引了合共 71 名來自五大洲 31 個司法管轄區內共 57 個
海外律師協會和國際法律團體的代表參加。

法律周2020
律師會早於 1991 年開始舉辦法律周，體現律師會向廣大市民推廣日常法律知識和本地法
律服務的宗旨。
法律周 2020 以「疫境自強，法展所長」為主題，在推廣法律知識的同時，致力關懷普羅
市民的福祉。法律周 2020 的環節之一，是於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1 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
的有蓋廣場舉行、為期兩日的免費法律諮詢計劃。一組律師義務為 200 多名市民提供涵
蓋多個法律範疇的免費法律意見。
除了實體服務外，法律周 2020 亦籌辦線上活動，讓市民安坐家中吸收法律知識。多名律
師義務舉行五場免費社區講座，講解常見法律課題，以增進市民的日常法律知識。律師
亦參與拍攝一系列法律短片，透過模擬個案介紹各類法律知識。市民可在法律周的社交
媒體平台(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頻道) 觀看短片。
法律周 2020 得以成功舉行，實有賴法律援助署的贊助、籌委會的不懈努力以及理事會的
大力支持，律師會表示由衷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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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Teen 講場十周年
律師會於十年前開始舉辦青 Teen 講場，為年青一代提供互動學習平台，培養和加強他們
對社會的認知和對學習法律的興趣，培育他們成才。過去十年來，已有合共超過一萬名
本地學生參與青 Teen 講場。
作為律師會的年度重點活動之一，青 Teen 講場每年圍繞一個與法律有關的主題，舉辦多
元化活動，供學生參與。2020 年，適逢青 Teen 講場踏入第十年，大會採用「推紀及仁」
為主題，向學生推廣法紀、宣揚仁愛和尊重。雖然疫情反覆，但青 Teen 講場仍舉行多場
線上和實體活動，以既有趣又刺激的方式，讓學生更認識法律、更了解自己的權利和責
任，以及鼓勵學生從多個角度探討和分析社會民生議題。
青 Teen 講場 2020 的重點活動包括「法你通識」網上挑戰賽、青 Teen 講場十周年暨法律
周開幕禮兼《基本法》講座，以及將於 2021 年舉行的「推紀及仁、與理同行」紀律服務
部門導賞活動。各項活動吸引了超過 4,000 名來自 73 間學校的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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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學校法律講座並為學校籌辦師友計劃，加強社會各界對法律專業的認識，藉以實踐律師
會作為「關懷機構」的角色。
委員會的成員於 2020 年出現若干變動。主席及其中兩名成員退任，同時新增八名成員。
隨着新的正副主席上任，委員會現時有 20 名成員。
年內，雖然疫情導致大型聚會被禁止和實體活動被迫暫停，但委員會無懼疫情，不斷開
拓新渠道服務社群。下文將概述委員會於年內統籌的主要活動﹕

「法律先鋒」師友計劃小組委員會
原先的「友出路」師友計劃於 2013 年修名為「法律先鋒」師友計劃。計劃推出至今，
已令超過 1,000 名來自超過 110 間學校的學生透過與導師交流而受惠。
本年，小組委員會摒棄傳統的日營模式，並改為推出全面的線上項目，藉以加深學生對
法律行業的認識、提升他們的分析能力和增進他們的法律知識。五名在不同法律範疇工
作的律師拍攝一系列短片，介紹他們的角色和工作環境。師友計劃舉行一場線上研討會，
講解年青人在互聯網上可能遇上的常見罪行。師友計劃亦製作兩段有關線上購物陷阱的
動畫，每段動畫附隨一條開放式問題，引領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問
題。學生完成獲指派的任務後，將獲頒贈書券和證書以資鼓勵。

「法治新一代」計劃及學校講座小組委員會
「法治新一代」計劃定期舉辦，旨在向中學生灌輸法律知識，自 2013 年起為中學生舉辦
講座，並邀請合資格律師擔任講者，向學生講解各個法律議題。2020 年，雖然面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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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活動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而要暫停，但「法治新一代」計劃仍然透過各個線網上平
台舉行共 12 場講座。
小組委員會除了為中學生舉辦講座外，亦不時為學校校長、教師和管理人員以至政府機
構舉辦講座，講解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
為鼓勵律師會會員以講者身份與學生及教職員分享法律知識，工作小組於 11 月 20 日在
律師會會所舉行講者聚會。超過 30 名會員參加聚會，聽取資深講者的分享和進行交流。
聚會過後，會員紛紛申請加入學校講座講者名單。
每年年底，所有嘉賓講者均獲贈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對「法治新一代」計劃的貢獻。

《星島日報》「法人法語」專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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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範圍廣泛，涵蓋日常生活上的法律議題，
以期向公眾推廣一般法律知識。
小組委員會負責物色撰文者、審核文稿以確保文章主題貼近市民日常生活和確保作者所
引述的事實資料正確無誤，以及統籌出版過程。每年年底，所有撰文者均獲贈感謝狀，
以表揚他們對「法人法語」專欄的貢獻。
2020 年，合共 49 篇文章在「法人法語」專欄內刊登，部份文章亦涵蓋與疫情有關的法
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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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下的委員會，主要工作是在大中華區推
廣香港法律服務業。年內，委員會透過積極籌辦和參與各類活動，創造平台讓香港律師
發掘和探索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各地的新機遇。
在疫情下，委員會利用虛擬平台參與大中華區內多場會議和研討會，並一直致力與區內
各個律師協會和法律專業團體進行交流。為了培育下一代律師並為年青律師提供工作平
台，委員會亦為內地律師和法律學生舉辦虛擬講座，並舉辦一年一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
師論壇。

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生舉辦線上講座
律師會於 2019 年首度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生舉辦課程，並廣受歡迎。2020 年，律師會再
度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攜手，於 5 月及 6 月合辦為期 32 小時的線上課程，供北京大學法學
院學生修讀。本年課程以「跨境法律服務與跨境交易風險管理簡介」為主題，內容包括
新增的商業罪行概論，藉以增強學生對打擊清洗黑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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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廣受學生歡迎的課程，由多名律師會會員擔任講師，包括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
律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澤銘律師、律師會理事會成員黃巧欣律師和余國堅律師、律師會前
任會長林新強律師，以及律師會前任理事會成員陳曉峰律師和黃吳潔華律師。

海峽法學論壇
律師會自 2003 年起與多個學術和專業團體合辦海峽法學論壇，以鼓勵內地、台灣、澳門
和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學者進行交流。2020 年的論壇於 8 月 18 日假福州舉行，主題
為「《民法典》適用問題研究」。因應疫情，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未能親身出席論壇，
而她的演辭由論壇代表在開幕禮上讀出。律師會上任會長蘇紹聰律師和理事會成員藍嘉
妍律師以線上方式參加論壇。

到訪台南
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年度「台灣律師慶典」於 9 月 5 至 6 日在台南舉
行。身處台灣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成員簡汝謙律師代表律師會出席慶典和發表演說，
並與當地律師進行寶貴交流。

香港專業聯盟線上研討會
適逢《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香港專業聯盟於 11 月 18 日舉行題為「『雙循環』戰略
— 大灣區發展 — 香港專業人員的未來」的線上研討會。律師會作為該聯盟的成員，亦
為是次活動的支持機構之一。會長彭韻僖律師擔任研討會主持人，上任會長蘇紹聰律師
則發表演說，分享國家最新政策為本地律師帶來的機遇。研討會吸引了接近 250 名棣屬
多個界別的專業人士參加。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2020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是律師會舉辦的年度重點活動之一，旨在為中國內地、台灣、澳
門和香港的年青律師創造平台，促進相互交流。2020 年，論壇踏入第十年，於 12 月 4 日
以線上研討會方式順利舉行，且吸引了大中華區內超過 500 名法律專業人士參加，人數
打破歷屆紀錄。
本屆論壇以「百年大變局 律青新機遇」為主題，內容分為一場主論壇及三場專題討論
環節，聚焦探討律師行所管理、財富傳承及糾紛排解等議題。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一日
千里的發展，本屆論壇特別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
員袁民忠發表專題演說。
律師會除了舉行線上研討會外，亦特別設計紀念郵票，為論壇踏入十周年誌慶。

成立大中華法律事務年青律師興趣小組
為鼓勵年青會員參與大中華區的法律事務以及協助他們探索和拓展區內的商機，委員會
於 6 月成立大中華法律事務年青律師興趣小組。小組由執業年資少於五年的會員組成，
負責提出建議以協助年青會員把握大中華區內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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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附屬委員會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的發展方案是中國最令人矚目的城市化計劃之一。大灣
區涵蓋兩個特別行政區(即香港及澳門)以及廣州省內九個城市，在三個司法管轄區發揮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為掌握大灣區的機遇以及緊貼區內各地的最新動態，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成立大灣區工作小組。隨着大灣區全面落實發展，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20 年 3
月把工作小組重組成「大灣區附屬委員會」。

大灣區律師協會聯席會議
為加強大灣區內法律服務業界之間的合作以及發掘區內凝聚的獨特潛能和優勢，律師會
與大灣區內各個律師協會於 2018 年 12 月設立聯席會議制度，由廣東省律師協會、香港
律師會及澳門律師協會輪流主持聯席會議。2020 年，第四及第五次聯席會議先後於 7 月
11 日及 10 月 17 日舉行。
出席上述兩場聯席會議的律師會代表，包括會長彭韻僖律師、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
委員會主席陳澤銘律師、上任會長暨大灣區附屬委員會主席蘇紹聰律師、秘書長朱潔冰
律師，以及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和成員。兩場聯席會議討論了多個各方共同關
注的議題，包括為協助香港和澳門律師取得大灣區執業資格而設的大灣區法律專業考試、
跨境合作以及定期舉辦跨境法律事務培訓課程。

大灣區律師線上研討會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20 年 9 月 26 日為大灣區的律師舉行首場大灣區線上研討會，
藉以鼓勵區內律師就法律議題進行交流。多位來自廣東省、澳門和香港的知名講者應邀
出席，講解有關繼承法的議題，特别是有關跨境實務的事宜。研討會廣受歡迎，吸引了
超過 100 名律師參加。

舉辦和參與大中華區活動
下表詳列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20 年舉辦或協辦的活動，以及律師會曾派出代表以
虛擬方式參與的活動﹕
日期

活動

3 月 21 日

為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線上講座

5 月 23、30 及
31 日，6 月 6 日

為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行講座

7月11日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協會第四次聯席會議

8月5日

大中華法律事務年青律師興趣小組聚會

8月6日

團結香港基金舉辦關於中國司法改革及「智慧法院」的線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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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海峽法學論壇

9月5至6日

台灣律師年度慶典

9月26日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線上研討會 — 繼承法

9月29日

香港貿發局舉辦關於香港專業服務的線上研討會

10月17日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協會第五次聯席會議

10月29日

香港管理學院舉辦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與風險的線上研討會

11月18日
11月19日

香港專業聯盟舉辦的「『雙循環』戰略 — 大灣區發展 — 香港專
業人員的未來」線上研討會
國家司法部舉辦關於為取得資格在粵港澳大灣區從事內地法律事
務而設的法律專業考試的線上簡介會

12月4日

第十屆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12月7日

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盟舉辦關於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專業
考試的線上簡介會

12月16日

法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舉辦關於跨境繼承法的線上研討會

有關大中華事宜的會議
2020 年，因應疫情，大部份會議均以虛擬方式舉行。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於年內與四
批代表舉行有關大中華事宜的會議﹕
日期

到訪團體

1月7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

8月28日



香港英商會

9月14日



投資推廣署

11月27日



香港英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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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討會，並主動接觸世界各地的法律專業團體。

韓國與香港律師及學生互訪實習計劃 2020
在韓國司法部及大韓辯護士協會的支持下，上述實習計劃於2020年踏入第七年，並於1
月8至23日舉行，為期兩周。四名韓國法律學生來港並在本地律師行實習，同時一名香
港律師前往韓國並在當地律師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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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的韓國實習生出席迎新簡介會，於實習期間亦獲安排到訪廉政公署和高等法院，以
加深對本港法律制度和服務的認識。韓國實習生亦獲邀出席於1月13日在大會堂舉行的
2020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與本地法律界人士及各地律師協會或公會的首長進行交流。

LAWASIA人權線上研討會系列2020
LAWASIA舉辦首屆「LAWASIA人權線上研討會系列2020」，並於6月2、9及16日舉行共
三場線上研討會。律師會派出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及理事會成員帝理邁律師代表參與首兩
場線上研討會和發言，分享香港在疫情下的情況。該兩場線上研討會的主題分別為「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尋求公義」(6月2日) 及「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政府問責
性﹕公民的知情權」(6月9日) 。

德國聯邦律師協會律師領袖線上圓桌會議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於 6 月 9 日應邀參與由德國聯邦律師協會舉辦、主題為「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法律專業面對的問題」的律師領袖線上圓桌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分享
律師會在疫情下為支援法律專業和會員而採納的各項方案。超過 80 名來自 50 個司法管
轄區的律師領袖參與是次會議。

國際律師聯盟「法律服務的質量與律師協會的角色」線上研討會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於7月13日應邀參與由國際律師聯盟舉辦、主題為「法律服務的
質量與律師協會的角色」的線上研討會，並在會上發言，除了簡介香港的法律專業外，
亦講解下列課題﹕(a) 稱職的意思﹔(b) 專業失當行為和疏忽法律責任﹔(c) 衡量法律服務
的質量﹔(d) 對關乎失當行為的劣質服務施加的處分﹔及 (e) 協助會員改善服務質量。

香港 - 印尼線上研討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於8月18日合辦「香港 - 印尼﹕共
啟商機」線上研討會，以促進兩地在貿易、投資、專業服務及科技等方面的合作。研討
會吸引了超過900名來自香港和印尼的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士報名參與。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應邀參與題為「發掘嶄新合作機遇」的專題討論環節。彭律師是
眾多知名講者中唯一代表法律界的講者，因此借機會介紹香港法律服務的核心優勢以及
香港律師可提供何等專業服務以協助印尼企業探索新市場和新商機。

國際年青律師協會第58屆虛擬會議
8 月 24 至 28 日，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兼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成員黃金霏律師代表律師
會參與國際年青律師協會第 58 屆虛擬會議。黃律師亦於 8 月 25 日在題為「可持續物業
發展中的多元共融」的討論環節中發言。另外，為配合會議的「多元共融」主題，黃律
師是眾多講者中唯一來自亞洲的女性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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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ASIA線上會議2020
由九場線上研討會組成的LAWASIA線上會議2020於9月10日揭開序幕，首項活動是題為
「各個司法管轄區在疫情期間面對的議題」的LAWASIA法律界領袖圓桌會議，18名來
自11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專業組織領袖應邀擔任講者，就各地疫情的近期發展交流信息。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擔任圓桌會議主持，與世界各地的法律界領袖進行互動。副會長
陳澤銘律師亦擔任講者，講述香港的情況以及律師會在疫情期間為會員提供的各項紓困
方案。圓桌會議吸引了300多名來自45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界人士報名參與。
9月17日，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參與「一帶一路」討論環節。多名來自中國、馬來
西亞、哈薩克斯坦、香港及新加坡的講者聚首一堂，集中探討「為法律、調解、仲裁及
其他基建發展服務連結各個『一帶一路』樞紐」。黎雅明律師講解香港作為「一帶一路」
樞紐的角色。
此外，律師會副會長陳澤銘律師於10月8日在「企業證券與投資」討論環節中發言，講
述公司所面對的合規挑戰及相關豁免和影響，並介紹律師會因應疫情而推出的紓困措施、
法院的最新安排以及政府向法律專業提供的支援，例如法律科技基金。

國際律師聯盟女性律師領袖日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於9月16日應邀參與國際律師聯盟女性律師領袖日和發表演說。
此系列的線上活動專為女性律師領袖舉辦，並以三種語言進行。彭律師參加英語環節，
與海外與會者分享律師會在她擔任首名女會長下在法律界推廣和促進多元共融的努力。
這場線上研討會吸引了大約140人報名參與。

法國全國律師公會「國際周」
由法國全國律師公會舉辦的「國際周」於10月19至23日以虛擬形式進行，內容包括一系
列探討對法律專業具重要性的國際議題的線上研討會。
「國際周」的重點環節之一，是以「法律專業的未來以及世界各地律師面對的主要挑戰」
為題的圓桌討論。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應邀參與，從香港的角度分享她對於法律專業
轉型的大趨勢和挑戰的真知灼見。

國際律師協會2020年虛擬同行會議﹕聯合討論環節
在國際律師協會2020年虛擬同行會議舉行期間，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於11月16日合辦題
為「香港作為中國及『一帶一路』仲裁及調解中心的獨特角色」的討論環節，吸引了超
過140人參加。該環節探討多個議題，包括香港的國際糾紛排解機制的近期發展、第三
方資助、知識產權爭議可否交予仲裁，以及香港律師和其客戶如何受惠於「一帶一路」
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除了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的代表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聯席主席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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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擔任講者，介紹香港作為仲裁中心的角色以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疫情下的工作。

與 LAWASIA 合辦《港區國安法》線上研討會
2020 年 11 月 26 日，律師會與 LAWASIA 合辦題為「《港區國安法》— 平衡公共安全與
公民自由」的線上研討會，吸引了來自 38 個司法管轄區的 370 多人報名參與。研討會為
來自全球多個界別的代表提供上佳平台，與多位知名講者就 2020 年 6 月起生效的《港區
國安法》的各個方面 — 包括該法例下的各類罪行和刑罰、《港區國安法》罪行的域外
效力、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市民享有的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司法獨立 — 進行具建設
性的交流。
研討會上，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致歡迎辭，而副會長黎雅明律師、上任會長蘇紹聰律
師和理事會成員帝理邁律師擔任講者，從香港的角度分享他們的真知灼見。

出席國際會議
在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協助統籌下，律師會於年內派出多名代表參與多場訪問活動和國
際會議﹕


律師會代表參與由國際年青律師協會(AIJA)、國際律師協會(IBA)、國際律師聯盟
(UIA)及 LAWASIA 主辦的線上/虛擬會議。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及副會長陳澤銘律師出席 LAWASIA 執委會會議。他們以律
師會官方代表身份擔任 LAWASIA 執委會成員。彭律師現為 LAWASIA 的候任主
席，陳律師則新近獲選為 2020/21 年度執委會成員。



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出席 UIA 執委會會議。黎律師以律師會官方代表身份擔
任 UIA 執委會成員，且新近獲委任為 UIA 分區秘書長，任期兩年。



律師會秘書長出席國際法律協會首長學會(IILACE)會議。秘書長以律師會官方代
表身份列席 IILACE，並於 2020 年 11 月獲選為 IILACE 主席。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出席英聯邦律師協會(CLA)理事會會議。彭律師以律師會官
方代表身份列席 CLA。



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及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黃金霏律師出席 AIJA 執委會會
議。黃律師現以律師會官方代表身份擔任 AIJA 執委會成員。她除了擔任 AIJA 的
香港區聯絡人兼亞太區統籌員外，亦獲 AIJA 大會選為執委會成員，任期三年，直
至 2022 年第三季的年度大會為止。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副會長黎雅明律師及副會長陳澤銘律師分別代表律師會
出席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沙巴砂拉越以及英格蘭及威爾等地的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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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詳列律師會於年內曾派代表以線上∕虛擬方式參與的國際活動﹕

日期
6 月 2、9 及 16 日

活動
LAWASIA 人權線上研討會系列 2020

6月9日

德國聯邦律師協會律師領袖線上圓桌會議

7 月 13 日

國際律師聯盟「法律服務的質量與律師協會的角色」線上研討
會

8 月 18 日

香港 - 印尼線上研討會

8 月 24 至 28 日

國際年青律師協會第 58 屆虛擬會議

9 月 10 至 10 月 8
日

LAWASIA 線上會議 2020

9 月 16 日

國際律師聯盟女性律師領袖日

9 月 21 日

法國全國律師公會「國際周」圓桌討論

10 月 8 日

英聯邦律師協會「在危機中規管律師﹕疫情帶來的挑戰與機
遇」線上研討會

10 月 26 至 30 日

國際法律監管者 2020 年虛擬會議

10 月 28 至 30 日

國際律師聯盟 2020 年虛擬會議

11 月 2 至 27 日

國際律師協會 2020 年虛擬同行會議

11 月 20 至 21 日

國際法律協會學會首長 2020 年虛擬年會

11 月 26 日

與 LAWASIA 合辦的《港區國安法》線上研討會

與到訪的海外團體會晤
2020 年，因應疫情，律師會只安排與到訪的海外團體進行共八次會議﹕
日期

到訪團體

1 月 14 日







美國律師公會
塞爾維亞律師協會
東京辯護士會
巴黎律師協會
沙巴律師會

7 月 16 日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9 月 30 日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10 月 23 日



葡萄牙律師協會(透過 Zoom 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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