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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9 日

「法律周 30 周年」开幕礼
律师会时间囊 重现法律珍藏

法律周是香港律师会（律师会）一年一度的旗舰项目，旨在推广法律服务和提升市民的法律知
识。在「法善惠民．三十而立」的主题下，法律周在今天（2021 年 11 月 19 日）举行开幕礼，
启动了 30 周年志庆这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律师会会长陈泽铭律师在欢迎辞中指出，法律周在过去 30 年来举办了各式活动，以轻松的手法
讲解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周自创办以来，有超过 2,000 名律师会会员义
务参与活动，透过提供约 130 场社区讲座、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等，服务超过 5 万名市民。自 2016
年起，筹委会更制作了近 60 套法律知识短片，于社交媒体播放，超过 174 万市民观看。他期望
法律周能令更多市民受惠，并藉此提升大众的法律知识，协力维护法治，回馈社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大紫荆勋贤，GBS 在开幕礼上致辞时表示 ：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出
席香港律师会法律周 30 周年的开幕礼。香港律师会自 1991 年起，每年举办法律周，透过不同
形式的活动，包括举办免费社区法律讲座、制作法律短片等，向社会人士推广法律知识，巩固
提升香港社会的法治精神。」她提到，自己曾在 2017 年出席法律周开幕礼，对香港律师会推广
法治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首席法官，大紫荆勋贤在致辞时表示：
「香港律师会自 1991 年举
办法律周，藉推广法律服务为社区增进更全面的法律知识，至今已成功举办 30 年，当中更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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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服务，与时驱进」
。他指，今年法律周主题为「法善为民，三十而立」
，一系列的活动相信
能令市民获益匪浅，故呼吁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大紫荆勋贤，GBS，JP 指出法律执业者在促进司法公义方面担
当重要角色，而法律周亦都反映了法律界实践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律政司「法治公义，普惠共
享」的愿景相互呼应。
「我衷心感谢律师会多年来投放大量资源，以及各位律师献出宝贵时间及
专业知识，通过业界合作发挥协同效应，携手推动香港法治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持香港繁荣稳
定。」郑若骅司长说。
其他开幕礼主礼嘉宾包括：
•

梁爱诗博士，大紫荆勋贤，JP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律政司司长

•

周永健博士，SBS，JP

香港律师会前会长

•

夏博义资深大律师

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

•

邝宝昌律师，JP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律援助署署长

•

彭韵僖律师，BBS，MH，JP

香港律师会前会长

•

黎蒑律师

法律周 30 周年筹委会主席

•

陈宝仪律师

法律周 1997 筹委会主席

为了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今天重新打开了被封存 24 年、在 1997 年度的法律周开幕
礼上制作的法律时间囊。这个法律时间囊象征着香港健全的法律制度，个中物品代表着香港和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的里程碑。在今天开幕礼上从时间囊取出的法律珍藏包括：
•

《基本法》

•

律政司政策纲领

•

香港终审法院首份判词

•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Reservations Question of Law No. 1 of 1997」所作的判决

•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首份中文判词

•

1997 年执业大律师名册

•

香港大律师公会 1996/97 年年报

•

审查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时间的服务承诺小册子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1997 年政策纲领内载录的《1997 法援署工作进度报告》

•

1997 年律师名册

•

香港律师会 1996 年年报

•

法律周 1997 年首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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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描述：
开幕仪式

律师会代表、政府官员及法律界代表出席
法律周 30 周年开幕礼。

法律时间囊开启仪式

为庆祝法律周 30 周年，嘉宾们开启于
1997 年封存的法律时间囊，它象征香港健
全的法律制度。

嘉宾合照

嘉宾庆祝法律周 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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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法律周 30 周年活动
免费社区法律讲座
四场免费社区讲座将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及 12 月 23 日（星期四）晚上举行，主题
包括人身伤亡及赔偿、家事法、遗嘱遗产和大厦管理。今年社区讲座设有现场参与，并配合网
上平台同步直播，务求令身处各方的市民都可以与主讲义务律师进行互动，让律师即时解答市
民的法律疑难。市民可透过网上登记参加讲座，选择有兴趣的主题及现场或网上参与方式。
日期

12 月 20 日（星期一）

12 月 23 日（星期四）

时间及题目

讲座一：人身伤亡及赔偿

讲座一：遗嘱及遗产

晚上 7 时至 8 时 20 分

晚上 7 时至 8 时 20 分

讲座二：家事法

讲座二：大厦管理

晚上 8 时 30 分至 9 时 40 分

晚上 8 时 30 分至 9 时 40 分

地点
报名方法

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楼会议室 或 线上参与
网上登记：https://forms.gle/Pn7QbDjmu5Mf59C67
(登记于 11 月 8 日开始，参加者须提交报名表格)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律师会将率领义务律师团队，于 2022 第一季度为市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将有逾三十
名义务律师为参加者解答切身法律难题。咨询范围包括：雇员补偿及人身伤亡赔偿、刑事法、
家事法、遗嘱及遗产、大厦管理和物业转易及财产。
法律小贴士短片及法律小剧场
律师会邀请了义务律师参与拍摄一系列与市民权益相关的法律短片，涵盖不同法律议题，分享
日常法律小贴士！贴身主题包括个人消费、家庭生活、工作权利等，律师们将深入浅出地解说
法律条文，分享专业知识。
此外，多段有趣的法律小剧场将陆续上架。一连五集的小剧场将穿越古今，反映市民在日常生
活往往遇到的法律问题，藉此与市民温故知新，进一步了解如何保障自己及他人的权益。短片
将陆续上载到法律周的社交平台：
•

法律周 Facebook 专页：https://www.facebook.com/hklawweek

•

法律周 Instagram 专页：@lawweekhk

•

法律周 YouTube 频道：香港律师会 Law Week 法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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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律师会
香港律师会于1907年成立，是香港事务律师的专业团体。截至2021年10月，香港律师会共有
12,676名会员。香港律师会的宗旨是 1) 维护香港律师的特点、地位及利益；2) 维持专业水准
及操守；3) 执行有关纪律之法则及规定；4) 协助会员发展及维持其业务；5) 确保准确地反映
律师的意见；6) 为会员提供各项服务；7) 考虑所有涉及业界利益的问题，并代表业界推动法律
或执业的改革。
法律周 Facebook 专页：https://www.facebook.com/hklawweek
法律周 Instagram 专页：@lawweekhk
法律周 YouTube 频道：香港律师会 Law Week 法律周
传媒查询
香港律师会传讯及外事部
Eric Tse

Simon Li

电话：2846 8818

电话：2846 0549

电邮：adceag@hklaws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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