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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JP獻辭

律政司一直致力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

次論壇的機遇，分享在全球化及區域融合下

亞太地區國際法律服務及解決爭議中心的地

青年律師面對的機遇及挑戰，並就如何應對

位，也非常重視與大中華地區其他伙伴在相

多作交流，以期共同提升大中華地區律師在

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隨着國際貿易及投資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方面的競爭力。

等活動與日俱增，兩岸四地的律師提供跨境
法律服務以及仲裁或調解等解決爭議服務的
機會日益增加。

此外，青年律師之間的交流不應止於
法律。雖然兩岸四地共享中華文化，但亦各
有特色。希望參與這論壇的青年律師能把握

有云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兩岸四
地的青年律師將來會成為法律界的中流砥

機會，在論壇期間或往後時間進行法律領域
以外的交流，促進相互了解。

柱。香港律師會主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
壇，為各位青年律師提供良好的交流機會，
今年已經踏入第四屆。期望大家好好把握這

4

本人祝願是次論壇順利舉行，為兩岸
四地的法律交流創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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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蘇紹聰律師獻辭

香港律師會會長
熊運信律師獻辭

自2011年，香港律師會每年舉辦「兩

此外，仲裁及調解成為處理國際商務

近年，內地政府積極推動企業「走出

組織和推動律師參加促進兩岸四地律師的交

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透過論壇及社交活

及金融糾紛的新趨勢。香港律師會向來鼓勵

去」的海外投資戰略，台灣亦大力推動貿易

流活動，以擴闊其視野，建立跨地網絡。是

動，讓來自大中華地區百多名法律界未來楝

會員與時並進，故今年特別加入有關仲裁分

自由化與國際化，反映大中華地區的經貿發

次論壇，便是委員會一年一度的重點活動。

樑彼此學習交流，互相了解不同地區法律專

組論壇，邀請具有仲裁經驗的同行跟年青會

展正逐步與全球接軌，企業不再侷限於本土

業趨勢，有助於其事業發展。

員作深入分享。

市場，更多及更主動地把業務擴展到海外。

今年，委員會再度和年青律師組再接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具國際經驗的不同界別

再厲合辦論壇，以全球化為議題，希望青年

的專業人士，協助企業成功邁出腳步，而律

律師匯聚在香港這個國際法律服務樞紐，分

師，正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享彼此的經驗及願景，探討四地律師如何互

隨着近年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各國企

在經濟一體化之下，大中華地區角色

業在亞太區投資尤其活躍，加上大中華區各

越見重要，對法律人才需求亦會增加。謹希

政府鼓勵企業到海外投資，令各地經濟交流

望今次活動能協助青年律師了解行業最新情

更為密切。而且，不少企業轉型升級，提供

況，並與其他地區同業交流，共同為發展大

更多樣化、更先進的產品和服務，涉足業務

中華區法律事務奠下良好基礎。

從日用品延展至高科技產品；企業在外投

相學習，為抓緊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作出準
無論海外投資、跨地併購活動，以至
國際商貿紛爭的解決，均需要律師參與，因

備，通過合作和實踐，共建更美好的行業前
景。

而為律師行業帶來龐大的機遇及挑戰。在這

資、融資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亦因各

我謹代表香港律師會衷心感謝各位主

個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競爭越見激烈，今

我相信，各參會的青年律師能夠把握

國不同法律制度和文化，帶來風險。面對種

禮嘉賓、講者及參會者撥冗支持，祝願這次

年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正好提供一

今次機會，為全球化大氣候下的兩岸四地業

種挑戰，兩岸四地的律師角色尤其重要，他

論壇圓滿成功，讓各位滿載而歸！

個良好的平台，讓不同地區的青年律師進行

務發展機會，定下清晰目標和策略，走向成

交流、學習裝備自己。

功，並為大中華地區的法律發展作出貢獻。

們需要以專業知識，為企業分析不同司法體
制及文化可導致的法律問題，減低風險。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的

最後，我要感謝籌委會及秘書處的努

主要使命，是在互利共榮的前題下，為兩岸

力，讓是次論壇成功舉辦。謹祝各位參會的

四地的律師建立一個大中華法律服務平台，

青年律師，滿載而歸，前程錦繡。

促進彼此合作，共同開拓業務。委員會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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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日程表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4
籌委會主席
黃江天律師獻辭

2014年10月16-17日

主題：掌握全球化機遇，邁向成功未來
10 月 16 日 (星期四)
12:00 – 14:00

論壇登記
地點：香港律師會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團大廈 3 樓

今年，香港律師會以「掌握全球化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15:00 – 17:30

參觀立法會大樓 / 廉政公署

16:30 – 18:00

首席代表圓桌會議

遇．邁向成功未來」作為本年度「兩岸四地
本人謹代表香港律師會，歡迎來自中

青年律師論壇」的主題，我們希望透過提供

國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的年青律師同

一個交流平台，讓兩岸四地的法律行業精

業，出席由本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和年

英，切磋交流，深入探討青年律師可以如何

青律師組合辦的「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為全球化經濟作出準備，並促進四地法律界

2014」。同時，感謝各位演講嘉賓遠道而

的友誼和合作。

地點：香港律師會秘書處理事會會議廳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蘇紹聰律師
議程：
1. 全球化趨勢對青年律師的意義
2. 大中華地區青年律師應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及抓緊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和挑戰

來，不辭勞苦，為我們的青年律師分享寶貴

3. 律師協會可如何配合青年律師迎接全球化趨勢作好準備

是次論壇得以成功舉行，有賴律師會

的經驗和獨到的見解。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年青律師組的寶貴
最近十多年，經濟環境急速劇變，走

意見，當然還有籌委會的默默付出及秘書處

向國際化、全球化。商業行為每每亦不是一

的辛勞協助。我在此衷心向他們致以萬分謝

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能夠完全涵蓋，經濟體

意！

必好好裝備自己，以免被時代的巨輪淘汰。
不過，有危便有機，只要能掌握時代脈搏、

地點：香港律師會會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團大廈 3 樓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2014

祝願各位參會同業，能夠享受這一次
活動，共譜一段歡愉充實的時光！

地點：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3 樓
09:00

全球化下，到底何去何從。

8

登記報到
地點：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3 樓

勇於迎接挑戰，便有能力抓緊無限機遇，擁
抱成功未來。律師行業亦一樣，須要了解在

歡迎酒會

10 月 17 日 (星期五)

系要與世界接軌，不能再獨善其身。面對來
自全球競爭者的挑戰，青年的法律工作者務

18:00 – 21:00

09:30 – 09:50

演講嘉賓及主辦單位代表會面及拍照
地點：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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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0:25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4

開幕式

分組論壇二：拓展國際網絡及如何保持專業關係：青年律師的生存技巧

主持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蘇紹聰律師

主持人：論壇籌委會委員黃金霏律師

主禮嘉賓致辭：

演講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法律政策科法律政策專員潘英光太平紳士
香港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律師
嘉賓代表致辭：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黃旭田律師
10:25 – 11:40

主論壇

1.

何敦、麥至理、鮑富律師行合夥人伍家豪律師

2.

廣東德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羅杰律師

3.

龐波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許惠峰律師

4.

盧小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盧小芳大律師

律協代表發言

主題：掌握全球化機遇，邁向成功未來
分組論壇三：國際仲裁、爭議解決及跨境訴訟的新趨勢：青年律師的裝備

主持人：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永財律師

主持人：論壇籌委會委員徐凱怡律師

演講嘉賓：

演講嘉賓：

1.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周永健律師 SBS, JP
2.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高級法律顧問忻如國先生
3.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金融犯罪合規部主管李世傑先生
11:40 – 12:00

主論壇問答環節

12:00 – 13:30

午餐交流會 – 自助餐
地點：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6 樓

13:45 – 16:00

分組論壇

2.

上海金茂凱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方凌雲律師

3.

立凱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柯宜姍律師

4.

華年達律師事務所李秉鴻大律師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王文英博士

3.

理律法律事務所李劍非律師

4.

澳門律師公會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員鄭成昌律師

茶歇

16:30 – 17:00

閉幕式及大會總結
主持人：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2014 籌備委員會主席黃江天律師
律協代表發言
大會總結：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蘇紹聰律師

主持人：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鄭宗漢律師

的近律師行合夥人司徒英健律師

2.

16:00 – 16:30

分組論壇一：資産管理全球化下兩岸四地的法律服務新機遇：青年律師的
挑戰

1.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王桂壎律師 BBS, JP

律協代表發言

地點：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 3 樓及 4 樓

演講嘉賓：

1.

18:00 – 20:30

香港律師會酬謝晚宴
（特邀嘉賓、論壇主禮嘉賓、講者、香港律師會理事及委員會成員、論壇
籌委會委員等出席）
地點：香港賽馬會山光道會所百年廳

律協代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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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開幕式主禮嘉賓簡歷

潘英光太平紳士

熊運信律師

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

香港律師會會長

潘英光先生於1978年加入政

治，就基本法、人權法及與內

熊運信律師自2003年起出任

作為香港律師會代表，熊律師

府，並於1991年在英國取得

地有關的法律事宜向特區政府

香港律師會理事，於2012年

亦於不同政府委員會擔任公

律師資格後加入律政司(當時

提供法律意見，並推動措施鞏

5月24日獲選為律師會副會

職，包括當值律師服務執委會

的律政署)擔任檢察官。他在

固香港作為亞太區仲裁及法律

長，並於2014年8月19日獲

及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

1995年取得香港大學法律碩

服務中心的地位。

選為會長。熊律師參與多個律

委員會。

師會委員會職務，包括：審查

士學位。
潘先生曾參與多項國際條約的

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對外事務

熊律師於1995年取得香港執

潘先生先後在民事法律科、國

談判工作。他亦曾參與與最

常務委員會、刑事及訴訟程序

業律師資格，現為彭溫蔡律師

際法律科及法律政策科內工

高人民法院商議訂立《關於內

委員會及法律教育委員會。

行合夥人。

作。並於2010年8月獲委任為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

法律政策專員。他的興趣包括

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

憲法、航空法、國際貿易法及

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於

國際私法及國際公法。

2006年簽訂)的磋商，並負責
有關的本地立法工作以實施該

潘先生是律政司為落實香港仲

安排。

裁法委員會報告書而成立的工
作小組的成員，並負責實施仲
裁法的改革建議。他現時的職
務包括推廣香港的法律及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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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嘉賓代表簡歷

開幕式主持人簡歷

黃旭田律師

蘇紹聰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自1992年起執業迄今。專長

金會董事。2009年更以推動

蘇紹聰律師於2013年5月20

位，並獲准在香港(1988)、

為行政救濟法與教育法。曾擔

法治教育獲得律師公會全國聯

日當選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

英格蘭威爾斯(1991)、澳洲

任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合會「優秀公益律師」表揚。

之前出任律師會理事會理事多

-ACT(1991)、澳洲高等法院

年，曾擔任不同委員會的工

(1991)、新加坡(1993)執業。

委員，目前擔任教育部訴願審
議委員會委員，並且也獲選為

黃律師也長期關注律師制度發

作，包括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

蘇律師亦為香港律師會認可調

台灣行政法學會理事。黃律師

展、參與公會會務、歷任台北

會、執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

解員，英國仲裁司協會會員、

長期關注教育事務，多次擔任

律師公會會計主任、理事、副

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法律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及認

教育部私立學校諮詢會委員，

秘書長、秘書長、常務理事，

周籌委會等主席職務。

可調解員、香港和解中心認可

也曾擔任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

並甫於今年5月獲選為台北律

評議委員會委員，長期協助處

師公會理事長。

調解員、吉隆坡地區仲裁中心
蘇律師現為孖士打律師行合夥

理私立學校紛爭、教師權益、

人，主理商業及與物業有關、

學生權益等事件。

誹謗及與媒體相關的訴訟工

蘇律師同時為中國司法部委託

作，以及國內的訴訟、中港跨

公證人、中國律師(2009年6

境訴訟仲裁案等。

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黃律師熱心公共服務，長期關
注司法改革、法治教育、大眾

14

認可仲裁員。

委員會認可仲裁員、華南國際

傳播，目前擔任財團法人民間

蘇律師擁有赫爾大學法律學

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國

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財團法

士、香港大學國際商法碩士、

際仲裁院) 認可仲裁員。

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士

董事、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

及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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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論壇
時間		

上午10時25分至11時40分

地點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3樓

主持人

張永財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演講嘉賓

周永健律師 SBS, JP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4

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張永財律師
張永財律師，是香港律師會大中華
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近律師行
合夥人及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中
華海外聯誼會及北京海外聯誼會理
事、北京市海淀區及廣州市政協委
員會委員；廣州市國際投資促進
中心投資顧問，中國司法部委託公
證人，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深圳國際仲裁院、廣州、武漢
和青島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員，同時
亦是香港、英格蘭及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律師會會員。

張律師除代表多家大型國內外機構
處理收購合併法律事務外，還協助
國家吸引外國企業到內地投資，推
動國家建設。隨著國家提出“走出
去”的策略，張律師大力協助內地
企業到香港及海外投資，並組織
香港律師在內地各省市舉辦大型講
座，協助國有和民營企業以香港作
為平台走向世界，拓展海外業務，
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周永健律師, SBS , JP
		

忻如國先生

		

中國銀行法律服務中心高級法律顧問

		

李世傑先生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金融犯罪合規部主管

周永健律師於英國完成中學課程，
及後在英國法律學院完成法律課
程，於1979年獲取英國事務律師
執業資格，並於1980年獲取香港事
務律師執業資格。周律師於1979
年回港後加入國際級律師事務所貝
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其後於
1982年以個人名義開設周永健律師
行。1989年9月周律師的律師行與
王澤長律師行合併，成為王澤長‧周
淑嫻‧周永健律師行合夥人。 於2012
年10月與觀韜律師事務（香港）聯
營。周律師專長商務、收購合併、
跨境交易、房地產、知識產權、民
事訴訟及遺產承辦等。
周律師為中國司法部委任的中國委
託公證人。周律師亦為廣州仲裁委
員會委員及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員會仲裁員。

16

周律師自1992年開始參與香港律師會
事務，1994年當選為理事會成員，並
於1997至2000年獲選為香港律師會
會長。 周律師於2004年退任理事後，
仍繼續參與香港律師會其下委員會事
務，包括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及大中
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等。
於1994年，周律師為信星鞋業集團在
香港交易所進行上市工作，上市後獲
委任為其非執行董事至今已達20年。
另外，周律師亦為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及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
過去二十多年，周律師積極參與多個
不同社會公職以回饋社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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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忻如國先生
忻先生現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高級法律顧問，並擔任銀行信
貸評審委員會委員。他具備中國法
律職業資格及中國證券業從業人員
資格，並獲國際合規組織頒發國際
合規文憑。他是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法律委員會常務委員、商事爭議調
解委員會調解員，華南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
仲裁員、調解中心調解專家，香港
甬港聯誼會常務理事，《香港中資
法律》編委會委員。

資、爭議解決等領域有廣泛的經
驗。在此之前，他在證券投資基金
領域服務多年。
他與業内人士合著多冊專業書籍，
涉獵國際貿易、國際結算、美國商
事組織法、證券投資基金業務等，
並在全國性報紙及專業刊物發表多
篇文章。

他從事全面的銀行法律咨詢工作，
是人民幣業務法律專家，在跨境貸
款、貿易融資、收購兼併、直接投

在加入恆生銀行之前，李先生於
2012至2014年間為渣打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個人銀行合規部主管。主
要職務包括為個人銀行業務提供有
關合規事宜之專業意見，以及確保
個人銀行的運作符合集團所訂立之
合規標準和本地之法定規管，亦同
時為銀行反洗錢副主管，負責個人
銀行方面合規要求。李先生於2006
年加入渣打銀行，並為審查及一般
銀行事務擔任合規顧問。其後於

18

主題：資産管理全球化下兩岸四地的法律服務新機遇：
青年律師的挑戰
時間

下午1時45分至4時正

地點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4樓

主持人

鄭宗漢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演講嘉賓

李世傑先生
李先生現為恆生銀行有限公司金融
犯罪合規部主管，負責統籌銀行反
洗錢，客戶審查及防止金融犯罪有
關合規事宜。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分組論壇一

司徒英健律師

		的近律師行合夥人
2007至2009年間擔任反洗錢地區副
主管，為防止洗錢及客戶審查提供
合規意見。在出任個人銀行合規部
主管前，李先生亦曾於2009至2011
年間於個人銀行合規部為各部門提
供合規事宜之意見。
加入渣打銀行前，李先生於香港金
融管理局之銀行監理處以及銀行政
策處任職共十年，職責以監察不同
集團銀行之運作以及於香港實施新
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為主。
李先生持有兩個碩士學位，同時也
是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和國際公認
反洗錢師協會的成員。

		方凌雲律師
		上海金茂凱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柯宜姍律師
		立凱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

		李秉鴻大律師
華年達律師事務所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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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方凌雲律師

鄭宗漢律師
鄭律師是香港執業律師，擁有香港
及英國律師執業資格，並為香港專
業會計師及英國資深特許公認會計
師。鄭律師現為香港梁錦濤關學林
律師行合夥人及其浙江代表處首席
代表、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
委員會委員、浙江省律師協會特邀
委員、寧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香
港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及中國司法

部委托公証人。鄭宗漢律師主要執
業範圍包括企業商事、內地民商涉
外事務。

方律師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現為
上海金茂凱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主要在上海辦公室工作。
方律師主要執業領域為房地產及建
築工程、銀行金融、融資租賃、船
舶金融、股權轉讓等。成功辦理過
房地產及建築企業投融資、工程款
糾紛、外商股權併購、融資租賃回
購等業務。

心主任助理，為航運相關企業提供
諮詢服務，涉及船舶金融及海事海
商等，熟悉與航運相關的調解、仲
裁業務，辦理過船舶融資租賃項目
及相關案件。
方律師並擔任多家外資企業、中外
合作企業及大型企業的常年法律顧
問或特聘律師，如：中達建設集
團、四方盛發、震旦集團等。期待
與您的跨地區交流與合作。

方律師現受邀擔任上海國際航運仲
裁院上海國際航運仲裁諮詢服務中

司徒英健律師
司徒律師現為的近律師行合夥人及
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他擁有豐富
的工作經驗，曾協助不同領域和行
業的企業辦理其跨境投資項目（包
括金融業、醫藥業、汽車經銷、不
動產開發、製造、進出口貿易、批
發零售、互聯網相關業務等），包
括協助客戶通過境外交易併購在內
地的資產或股權，及協助內地客戶
通過香港進行境外投資。司徒律師
並就跨境業務經營方面的商業法律
事務、規管等事宜，為客戶提供法
律意見。

20

柯宜姍律師
司徒律師曾榮獲《亞太法律500強》
(Asia Pacific Legal 500）評為房地
產事務（中國）傑出律師（2009
年、2013年、2014年），企業收購
合併（中國）傑出律師（2013年）
及銀行及融資（中國）傑出律師
（2013年）。司徒律師並曾獲《錢
伯斯亞洲太平洋》(Chambers Asia
Pacific)評選活動評為銀行及融資
（中國）傑出律師（2010年、2011
年）。

柯宜姍律師是立凱法律事務所(IK
Par tner s)的創所律師，為美國哈
佛法學院法學碩士 (Harvard Law
School, LL.M.)。
在創立立凱法律事務所以前，柯律
師曾於台灣境內大型事務所任職多
年，並曾在紐約梅隆銀行香港分
行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環球信託部 (Global Corporate
Trust) 擔任副總裁。柯律師就一次性
(standalone) 及中長期 (MTN programme) 海外債券發行、聯貸、現
金及證券保管、證券化案件之受託
人與代理人等案件，進行談判、審

閱相關法律文件並執行跨境交易，
及在投資、資本市場籌資與購併等
案件上，具有豐富的參與經驗。
柯律師也是台灣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ly)專欄部落格「非法之境」的
寫者，定期以法律的觀點分析社會
現狀，與大家分享新鮮觀點。
柯律師同時是台北律師公會非訟事
件委員會，和中華民國哈佛大學校
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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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李秉鴻大律師
學歷
一九九七年─中學畢業（澳門利肖中學葡文課程）
二零零二年─公共關係副學士學位（澳門理工學院三年制英文課程）
二零零七年─法學學士學位（澳門大學五年制葡文課程）
職業履歷
一九九七年四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 文員（民政總署即前海島市政廳）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 學員（為法院司法文員職程及檢察院司法文員職程的入職而設的任職資格課程）
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一一年七月
• 實習律師（華年達律師事務所）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 大學講師（澳門大學）
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今
• 律師（華年達律師事務所）
其他法律經驗：
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今─協助澳門律師公會負責培訓課程、研討會、實習律師入職
及最終口試的中葡翻譯工作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分組論壇二
主題：拓展國際網絡及如何保持專業關係：
青年律師的生存技巧
時間

下午1時45分至4時正

地點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4樓

主持人

黃金霏律師
論壇籌委會委員

演講嘉賓

伍家豪律師
何敦、麥至理、鮑富律師行合夥人

羅杰律師
廣東德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許惠峰律師
龐波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

盧小芳大律師
盧小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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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黃金霏律師
黃律師出生於英國，在英國德比大
學獲得榮譽法律學與歐洲研究學學
士學位。於2005年，黃律師經英格
蘭和威爾士律師會認證，並成為英
格蘭高等法院律師名冊中當時最年
輕的一位律師。
此外，於2006年在倫敦舉行的第三
屆伯樂獎頒獎典禮中，為了慶祝英
國華人社區所獲得的成就，黃律師
因其傑出的法律專業服務和熱心參
與社區服務而獲得「最具潛力新人
獎」。黃律師在英格蘭執業期間，
為當地社區法律援助網絡的其中一
間主要提供服務的非謀利機構中任

羅杰律師
職移民法律部主管律師。期間，黃
律師處理數以千計的維權案件，包
括入境許可證，政治庇護，永久居
留權，及英國公民身份申請。
黃律師於2012年在香港取得律師資
格後，主要從事民事，公司法及商
業訴訟，期間包括:民事訴訟，人身
傷亡及僱員賠償，公司股權爭議，
公司清盤及資產調查的案件。此
外，黃律師亦以香港律師會代表團
成員的身份，於2013及2014連續兩
年出席於LAWASIA於新加坡舉行的
國際會議及亞太律師協會於加拿大
溫哥華舉行的國際會議。

伍家豪律師
伍律師是何敦、麥至理、鮑富律師
行內最年青的合夥人，執業逾十
年，擅長「白領」罪案、商業訴訟
及金融證券監管事宜，為國際客戶
提供諮詢服務，並擁有香港、英格
蘭及威爾斯和杜拜國際金融中心的
執業証書。
伍律師獲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大學
國際法律碩士（擅長歐盟及英國反
競爭法）、清華大學中華人民共和
國法律學士、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
書及法律學士。此外，他曾在荷蘭
海牙、瑞士日內瓦和意大利都靈接
受國際法培訓，在國際刑事法院、
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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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律師先後畢業於中山大學(LL.B.)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J. D. ) 及 香 港 大 學
(PCLL)，獲得大陸法系及普通法系
的法律學位，同時具有中國大陸及
香港律師執業資格。他曾於廣東省
政府某主要部門任職，在香港先後
於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貝克•
麥堅時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出任
見習律師、律師。

訟法律事務以及各類中港跨境婚
姻、繼承、商事訴訟。他亦在深圳
觀瀾旅港同鄉會、深圳市龍華新區
青年企業家聯合會等多個社會組織
中擔任中國法律顧問。

他目前在深圳開辦廣東德港律師事
務所，專注聯同中國大陸及香港的
律師同業一起拓展跨境法律服務市
場，擅長為客戶處理涉及中國大陸
的外商直接投資、外資併購等非訴

許惠峰律師
院、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獲取法
律經驗。
他曾在西班牙亞爾卡拉大學和阿根
廷修讀西班牙語，並獲世界貿易組
織選為西班牙語助理，協助出席
2005 年世貿第六屆部長級會議的拉
丁美洲和西班牙代表團。
國際律師事務方面，伍律師在國際
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擔任委員及青年律師委員
會的香港區代表，和全球各地的法
律執業人員緊密聯繫。伍律師並經
常在國際法律會議中擔任講者。

許惠峰律師於1994年加入台北律師
公會及成為專利代理人，並於1997
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商務仲裁人，先
後任職於台北及總部在瑞士的跨
國法律事務所，並曾擔任美國密
蘇里州上訴法院Kathianne Knaup
Crane 法官的實習助理，具有多年
國內外的法律專業律師資歷，於取
得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J.S.D.）後，同時任職於中國文化
大學教授民法、民事訴訟法、國際
私法及法律經濟分析等主要科目，
並於智財保護、公司投資、商務契

約、跨國貿易糾紛、公司重整、合
併及不動產等領域具有豐富之實務
經驗，目前並擔任聖路易華盛頓大
學台灣校友會理事長、華岡法學基
金會董事長及文化大學法律系系主
任暨法研所所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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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盧小芳大律師
盧小芳是一位具有澳門特別行政
區執業資格的大律師，於1994年
至2003年間任職於澳門政府旅遊
局，2003年畢業於澳門大學中文法
律系後，曾於澳門大型律師事務所
擔任實習及律師工作，累積一定經
驗，她於2010年開設並經營自己的
律師事務所 – 盧小芳律師事務所。
作為事務所的負責人，她的團隊包
括來自澳門及葡萄牙之律師及法律
顧問，包括葡萄牙人及土生葡人，
其提供及處理不同領域的法律服
務，包括公司法、合同法、家庭
法、行政法及勞動法。

她曾於2014年6月在雜誌China Law
& Practice中的澳門焦點2014 (Macau Focus 2014)專欄中發表有關澳
門勞動法的文章，這是現今澳門社
會的熱門話題。
由於她是澳門地區少數中國籍律師
之一，能充份理解澳門的文化背
景、政治制度、司法體制、投資環
境及澳門的未來發展。而且精通中
文（粵語及國語）、英文及葡文，
使其能沒有語言障礙地為來自世界
各地的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
分組論壇三
主題：國際仲裁、爭議解決及跨境訴訟的新趨勢：
青年律師的裝備
時間

下午1時45分至4時正

地點

香港賽馬會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3樓

主持人

徐凱怡律師
論壇籌委會委員

演講嘉賓

王桂壎律師 BBS, JP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王文英博士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

李劍非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鄭成昌律師
澳門律師公會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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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徐凱怡律師
徐律師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
系，2002年成為香港執業律師，三
年後被躍升為合夥人，其後曾兼任
數間中資銀行的內部法律顧問，在
銀行業務、跨境訴訟、國際仲裁、
企業重組、破產清盤及調解的領域
擁有豐富經驗，經常獲邀到各大銀
行、保險公司、上市公司及金融機
構主講法律講座。曾多次在民事案
件中向中國國內法院出具香港法律
意見，在跨境訴訟前資產保全、查
封資產、執行及撤銷法院命令及仲
裁裁決方面的經驗尤為豐富。

王文英博士
徐律師現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
港律師會調解員，亦為香港土地審
裁處(大廈管理案件)調解員、婚姻監
禮人、英國特許仲裁司學會會員、
香港銀行學會會員、香港會計師公
會企業重組及破產管理學院會員，
亦為香港律師會年青合伙人圓桌會
議創會成員。

現任：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
兼職：
商務部中國企業境外商務投訴服務中心法律顧問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理事
曾任：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案例編輯委員會主任
中國國際商會仲裁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駐香港代表
教育背景：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北京大學文學士
專業資格：

王桂壎律師 BBS, JP
王律師是候任泛太平洋律師會會
長，亦是前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
席及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現為該會
理事。王律師是現任香港版權審裁
處主席以及稅務上訴委員會副主
席。

王律師是現任香港醫院管理局及競
爭事務委員會等成員以及貿易發展
局專業服務諮詢委員會主席。王律
師精通中國相關法律的知識與實
踐，他的經驗涵蓋不同範疇，包括
香港以及區內的投資、證券、建築
項目及仲裁。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域名爭議解決專家；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調解
員；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名冊仲裁員；西安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鄭州仲裁委員會仲裁
員、廈門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等。
工作業績：
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出版過譯著，多次被邀請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演
講。負責2005年版及2012年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和章程的修
改工作。承辦過上百件仲裁案件。

王律師分別於1985年及1989 年取得
香港和英格蘭及威爾斯執業律師資
格，現時是法朗克律師行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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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及大會總結
主持人簡歷

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簡歷
李劍非律師
李律師主要執業領域為訴訟、國際
及國內仲裁、政府採購法、工程爭
議處理、促參案件，尤擅長處理包
括憲法及行政法等公法爭議。
李劍非律師曾承辦包括台北捷運工
程履約仲裁案件、故宮發包工程履
約仲裁案、桃園機場捷運工程國際

仲裁案、菲律賓發電廠工程國際仲
裁案等；公法訴訟方面，曾協助國
際運動頻道商對通傳會訴願、國外
知名菸草商對政府衛生局訴願案及
行政訴訟案、保險業者勞資爭議行
政訴訟案、藥品商對健保局行政爭
訟案等。此外，李劍非律師也處理
許多聲請釋憲案件。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2013)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2010)
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士（2006）
現職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臺灣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
臺灣世新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
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委員

鄭成昌律師
鄭律師於澳門出生，中國政法大學

曾發表論文：

法學博士、澳門大學中文法學碩

《道路交通事故的各種刑事責任問

士、法律學士，澳門刑事法研究會

題》、《論澳門刑事訴訟中供未來

副理事長，現為澳門執業律師、澳

備忘用之聲明制度》、《刑事訴訟

門律師公會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

中的輔助人制度初探》、《有效減

員、澳門鄭黃古周郭律師事務所之

少法院刑事積案之認罪協商制度初

創辦人、高級合夥人，及多間商業

探》、《澳門刑事訴訟羈押強制措

公司及民間社團之法律顧問。

施概論》及《澳門刑事協商程序構

黃江天律師
黃律師於跨境投資、融資、企業收
購合併、上市、房地產項目發展、
仲裁調解及企業管治等方面擁有逾
20年實務經驗。

員、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觀察員、香港新聞博覽館管理及財
務委員會委員、國民學校(1899)校
董及基本法研究中心執行董事等。

黃律師持有法學學士、碩士及博士
學位，亦為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
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
仲裁會會士及香港仲裁司學會會
士，並兼任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
教授。

黃律師為以下地區仲裁委員會的認
可仲裁員：深圳、上海、天津、廣
州、西安、海口、蘭州、鄭州、呼
和浩特、西安、太原、哈爾濱、沈
陽、海口、南昌、南寧、貴陽、承
德、北海、常州、惠州、柳州、南
通等。

黃律師於香港律師會擔任的職務分
別為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社區關係委員會委員及公共政
策委員會委員；其他社會公職包括
國務院港澳辦轄下全國港澳研究會
創會成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
席、香港律師紀律審裁團成員、
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香港酒牌
局委員、旅館業條例上訴委員會委

黃律師熱心參與社區公共服
務，2011-2013連續3年獲香港律師
會及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社區服務
金獎，亦是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2012年度義務法律服務表揚計劃
獲獎者。

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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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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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會場位置及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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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簡介

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簡介

香港律師會乃代表香港事務律師的專業團體，

1,313人。現時已有76家香港律師事務所在內地設有

香港律師會轄下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前身

及專業和商業組織，例如會計師、估價師和中國國

於1907年註冊成立。所有在香港持有效執業證

代表處。

為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自2012年4月重新定名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等等。

書之執業及非執業事務律師均為其會員，人數

後，工作版圖擴展至包括內地、香港、台灣及

超過9,000。香港律師會通過履行其法定職責和

香港律師會的管理機構為理事會，成員共20名。現

澳門。委員會旨在為兩岸四地的律師構建一個

在委員會聯繫及組織下，香港律師會率領代表團到

行使其監管權，致力提高事務律師的專業水準

任會長為熊運信律師。理事會每月定期召開兩次會

大中華法律服務平台，促進彼此的互惠合作，

訪了多個內地省巿，並參與或舉辦法律服務洽淡會

和操守，執行事務律師紀律守則的規定，協助

議，討論及審閱所屬六個常務委員會的報告及在主

共同拓展業務。

及研討會，向內地企業介紹香港法律服務，例如在

其會員推廣香港法律服務，並就公眾關注的法

要事項上作出決策，各常務委員會包括審查及紀律

律議題發表意見。截至2014年8月底，香港擁有

常務委員會、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會員服務常務

委員會的工作焦點是向中國內地的潛在服務使

在9月中則參與由律政司於青島舉辦的「香港法律服

執業證書的事務律師有8,071人、本地律師事務

委員會、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執業者事務常務

用者推廣香港法律服務，它們包括內地公司以

務論壇」。

所有831家，而在香港則有80家註冊外地律師

委員會和專業水準及發展常務委員會。另設秘書處

行。在香港律師事務所工作的註冊外地律師有

負責支援常務委員會之職務。

2014-2015年度理事會成員如下：

今年3月訪問江蘇並舉辦「香港法律服務研討會」，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蘇紹聰律師 (主席)
林月明律師 (副主席)

熊運信會長

徐奇鵬律師 (副主席)

蘇紹聰副會長

黃江天律師 (副主席)

彭韻僖副會長
周永健律師

梁愛詩律師

鄭宗漢律師

林新強理事

馬華潤理事

李慧賢理事

周致聰律師

陳元亨律師

蕭詠儀律師

葉禮德理事

蕭詠儀理事

喬柏仁理事

林靖寰律師

陳世強律師

簡慧敏律師

何君堯理事

黃吳潔華理事

倪廣恒理事

韋業顯律師

陳偉國律師

羅德慧律師

王桂壎理事

伍成業理事

白樂德理事

夏卓玲律師

楊世文律師

嚴元浩律師

羅志力理事

李超華理事

張永財律師

葉成慶律師

簡家驄律師

史密夫理事

黎雅明理事

梁創順律師

熊運信律師

註：除主席及副主席外，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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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年青律師組簡介
年青律師組乃為照顧在取得執業資格後執業經

法律學院學生及業界成員進行交流。此外，年青律

驗少於五年的會員及見習律師的需要和權益而

師組經常與律師會轄下其他委員會攜手合作，加

設。年青律師組的使命包括提供平台讓年青律

強年青律師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年青專業人士的關

師分享經驗及交流意見和心得，從而促進和協

係，以及提高年青律師對於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議

助他們的事業及個人發展，以及提供他們感興

題的認知。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4」籌委會委員
顧 問
蘇紹聰律師
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趣並對他們有所裨益的多元化服務和活動，從
而向他們灌輸「服務人群」的概念。年青律師

年青律師組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

組亦提供平台，讓年青會員與資深會員、本地

周致聰律師
兩岸四地青年律師論壇2013籌委會主席

週五午餐聚會

見習律師歡迎酒會

年青律師組每隔兩星期為剛取得執業資格的律師及見習律師
舉辦週五午餐聚會，讓他們與律師會理事會成員、會員服務
常務委員會成員及年青律師組成員會面，藉以進一步瞭解律
師會的運作和服務。

酒會旨在歡迎各見習律師加入律師行業及律師會這個大家庭，歡
迎酒會一般都會有過百名見習律師及律師參與，讓參與酒會的見
習律師及律師能互相認識，是見習律師們融入律師行業的重要場
合。

「法友聯盟」師友計劃

業界精英午餐講座

該計劃目的是提供機會，讓見習律師認識律師會內的年輕律
師(益友)及較資深的會員(良師)，通過一連串活動得以互相
認識和交流，建立師友兼摯友關係。

為了讓年輕律師有機會接觸不同業界的精英及與他們對話，小組
一年舉辦兩次業界精英午餐講座，邀請業界精英就新律法、社會
問題等話題演講，並分享他們工作及人生經驗。

與其他專業人士的交流

社區服務計劃

為了讓年青會員與其他年青專業人士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年
青律師組與各個專業團體 — 例如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
師學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大律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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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仲裁員學會（東亞分部）、特許屋宇設備
工程師學會（香港分部）以及土木工程師學會（香港）有限
公司 — 合辦不同聯誼活動。

年青律師組的另一項重任，是培養年青會員的社會責任及公義意
識。年青律師組鼓勵年青會員踴躍參與旨在服務和貢獻社會的活
動。本組過去近十年一直與東華三院合作提供義務服務，以兒童
和青少年為服務對象，增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英語的興趣和
信心。

主 席
黃江天律師
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委 員
王雅媛律師

徐若婷律師

黃鎧琳律師

年青律師組成員名單：

文穎翹律師

郭偉炎律師

鄭宗漢律師

陳潔心律師（主席 ）

江仲有律師

徐凱怡律師

黎蒑律師

高一峰律師（副主 席 ）

何百全律師

梁泳澤律師

蕭鎮邦律師

楊聿谷見習律師（ 副 主 席 ）

沈嘉明律師

梁嘉盈律師

龔海欣律師

文穎翹律師

陳祖楹律師

黎蒑律師

岑顯恆律師

梁毅翔律師

沈嘉明律師

黃婷婷律師

蕭鎮邦律師

胡瑞欽律師

黃金霏律師

林詩琪律師

劉穎言律師

倪子軒見習律師

盧頓思律師
註：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註：除主席及副主 席 外 ， 其 他 成 員 以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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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主禮嘉賓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科法律政策專員潘英光太平紳士
香 港 律 師 會 會 長熊運信律師

嘉賓代表
台 北 律 師 公 會 理事長黃旭田律師

參會之律師協會/律師公會
上海市律師協會
山東省律師協會

主論壇嘉賓講者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周永健律師
中 國 銀 行 ( 香港)有限公司高級法律顧問 忻如國先生
恆 生 銀 行 有 限 公司金融犯罪合規部主管李世傑先生

分組論壇嘉賓講者
司 徒 英 健 律 師
方 凌 雲 律 師
柯 宜 姍 律 師
李 秉 鴻 大 律 師
伍 家 豪 律 師
羅 杰 律 師
許 惠 峰 律 師
盧 小 芳 大 律 師
王 桂 壎 律 師
王 文 英 博 士
李 劍 非 律 師
鄭 成 昌 律 師

主論壇、分組論壇及閉幕式主持人
蘇 紹 聰 律 師
張 永 財 律 師
鄭 宗 漢 律 師
黃 金 霏 律 師
徐 凱 怡 律 師
黃 江 天 律 師

中山市律師協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天津市律師協會
北京市律師協會
台北律師公會
四川省律師協會
江蘇省律師協會
西安市律師協會
佛山市律師協會
東莞市律師協會
河北省律師協會
青島市律師協會
南京市律師協會
重慶市律師協會
浙江省律師協會
珠海市律師協會
常州市律師協會
深圳市律師協會
惠州市律師協會
湖南省律師協會
貴州省律師協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律師協會
寧波市律師協會
廣州市律師協會
廣西藏族自治區律師協會
廣東省律師協會
澳門律師公會

註 ： 個 人 講 者 排名不分先後，律師協會 /公會按筆劃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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