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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通訊編輯委員會感謝蔡迪雲小姐、郭曉亭小姐、郭思琪小姐、程之又小姐、徐迪小姐，
以及其他負責籌備此通訊的職員。陳志軒先生（主編）、李瀟博士、Michael BECKETT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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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法律學院顧敏康教授
恭賀：六名教職員獲得
2015-2016優配研究金

城大法律學學士畢業生贏得傅爾布萊特
獎學金朝美國聖母大學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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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於2014年12月成功組織了研習營。

我們的教師、行政人員和一位受邀嘉賓參加了這次

兩日的活動。此次研習營旨在為討論「教與學的質

量提升」提供一個可貴的機會與平台，藉此，我們

可以為法律學院的未來計劃與學科發展集思廣益。

為確保計劃能得到順利實施，各路同仁積極獻計

獻策，草擬了我們的優先運營日程表與資源配置安

排。我為目前的進展感到欣喜；更重要的是，這是

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隨時會為計劃作出任何必要

的改變。

是期通訊中，我們的時任副院長顧敏康教授受邀與我們分享了法律學院國際化

發展的成就與當前市場趨勢。在國際交流方面，最近，我們與華南理工大學法

學院達成了就法律科學本科課程合作辦學的合作備忘錄；此外，我們亦與英國

的法律大學 (University of Law Limited) 簽署了學術交流的雙邊合作備忘錄。

與此同時，為增進與全球法律學者的聯繫，我們學院也舉辦了多種多樣的的會

議與研討會，例如：第二十屆戈夫仲裁講座 (Goff Arbitration Lecture)，第六

屆粵港澳法學論壇，國際會議「全球化背景下的法治」，以及「亞洲公寓管理

法律與城市管治研討會」。在第二十屆戈夫仲裁講座上，法律學院非常榮幸地

請來了 Gary Born 教授，他是傑出的學者與仲裁員。Born教授從歷史沿革和當

代成就角度縱深分析了仲裁的權利：他的講座既適時應景，又發人深省。

我們的課程主任亦不遺餘力地繼續為本科及研究碩士生提供高質素的教育。

我們的學生亦被邀請向本期通訊的讀者分享他們在城市大學的學習經歷。

學生與校友亦取得不少成績，碩果累累。城大法學專業證書 ( PCLL) 畢 業生 

麥劍祺先生，紐西蘭執業大律師，與他的法律團隊在一宗謀殺案的最後上訴

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勝利；此案為自1851年至2015年的最後一宗由紐西蘭

法院轉介到英國樞密院的上訴案件。另外，今年三月，城市大學代表隊在死

亡小組（明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unster)、NALSAR 大學、福坦莫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中殺出重圍，挺進維斯

（東方）模擬法庭辯論賽的淘汰賽。我們獲得了「Eric Bergsten最佳原告使用

備忘錄」(Eric Bergsten Award for Best Claimant Memoranda) 的第二名。隨

後，代表隊移師布達佩斯奪得亞軍頭銜，並最終在維也納舉辦的「第22屆維

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中獲得「Frédéric Eisemann 最佳辯論隊」

榮譽提名與「Pieter Sanders 最佳原告使用備忘錄」獎項。其中一名隊員何瑋

瑋勇奪「最佳個人辯論員」榮譽提名。

擔任院長一職超過一年，法律學院對師生、校友的深刻影響令我震撼。來

年，我希望能與更多對我們的工作感興趣的朋友見面，與你們繼續暢談。

在編輯團隊的努力下，您將在這本通訊中讀到關於我們師生的更多新聞。 

一如既往，我歡迎您來函 ghowells@cityu.edu.hk 交流。

賀嘉倫教授 
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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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F THE ISSUE

顧敏康教授，時任法律學院副院長，接受訪問暢談學院的國際化

發展。

問：對比其他司法地區，您能點評一下當今香港的國際化趨

勢嗎？

顧敏康教授：總體來講，作為一個獨特的國際化城市，香港是領

先於其他司法地區的。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有許多人進進出出，

給城市帶來了很多變化。

具體來說，香港地位獨特，是中國大陸與外面世界溝通的橋樑。

在中國與西方法律系統與法治傳統的雙重影響下，香港必須發揮

自己的特殊作用。對於香港而言，國際化是自然而然的。

我曾經訪問過諸如美國等其他司法地區，與那裏法律學院的人交

流，然而這僅僅是國際化的開端。美國的法學院是世界一流的，

以前他們並未覺得有國際化發展的必要。現在，他們也意識到無

論自己的法學院地位如何，他們都需要向世界各地拓展交流圈；

於是，愈來愈多的美國法學院與我們接觸。在這一方面，香港是

領先的。

問：法律學院一直強調國際化。那麼，這一點是怎樣影響法

律學院的教育與研究發展策略的？ 

顧敏康教授：我想，城大法律學院強調國際化是因為我們志在成

為國際知名的法律學院。我認為基於我們的獨特定位，對外交流

是必要的。

我們的國際化策略是集體決策。我的個人看法是，我們需要把重

點放在兩個方面。首先，因為我們法律學院的特殊性，我們應該

著重發展國際人才的策略。現在，愈來愈多來自於不同司法體系

的人士在城大法學院工作。其次，我們絕對需要著重普通法，以

及中國法與比較法的發展。我們是香港的中國法學院之一，地位

特殊。我們需要國際化的教師隊伍和國際化的學科。我們需要吸

引更多海外學生，也需要讓我們的學生前往海外歷練以獲取國際

視野。我想我們依舊要把普通法作為重點、中國法與比較法作為

強項來發展，這對於教學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研究方面，我們從不限制學生感興趣重點研究的方向：學生

對什麼感興趣，就可以研究什麼。正因我們的特殊定位，我們要

同時著眼於地區和國際的學術發展。同時，我們也要重視中文論

文的發表。我們不能說因為國際化我們就忽視中文發表。一方面

我們強調國際化，另一方面

我們也不應該輕視對大中華

社會做出貢獻的重要性。

問：請問您能評估一下法

律學院國際化發展的各個

方面嗎？

顧敏康教授：如今的大致

狀況是前來交流的學生和

教師要多於外出交流的人

數。這為我們設計學科和

調整課程安排帶來挑戰。

我們致力於尋求激勵學生

「走出去」的有效方法。

我想，提供獎學金當然是

一個辦法。就目前國際化的情況看，走進來的學生和教師數目是

讓人滿意的，然而走出去的數字還不夠理想。我們需要在這方面

努力。

問：未來法律學院將採取何種方針加強國際化？法律學院將

會更加主動地尋求發展合作項目嗎？

顧敏康教授：在學院研習營之後，我們檢討了國際化策略並相信

需要對其作出一些調整。比如說，在普通法方面，我不僅要考慮

英國的法學院，也要考慮美國、紐西蘭、澳洲和一些歐洲國家的

法學院。院長拜訪了我們現有和潛在的合作夥伴。到目前為止，

雖然計劃並未成形，但我想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我們不僅確認

了哪些是重要的法學院，亦確認了哪些是我們的首要合作對象。

當然，我們亦需要與現有夥伴保持良好的關係。未來，我們或許

要強化願景，努力成為更有聲譽的法學院。

問：法律學院未來國際化發展的計劃是怎樣？哪些因素會被

納入考慮呢？

顧敏康教授：在教學上，我們會深化合作，比如說建設更多的雙

學位項目。我們也要強調研究方面的國際協作。我認為這點很重

要，因為過去我們在合作研究領域成果不多。我們的確召開了很

多國際會議，但缺少合作研究項目。由於發表研究能幫助我們明

確方向，所以合作研究非常重要。

訪 問：法 律 學 院 
顧 敏 康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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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助局剛公佈了2015-16年度「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

學者計劃」的資助名單。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今年再下一城，於 

「優配研究金」申請中取得驕人成果。去年，我們成功在九個法

律研究金中獲得四項資助。法律學院很高興宣佈在今年的「優配

研究金」申請中，我們再取得六項「優配研究金」/「傑出青年

學者計劃」資助。我們連續兩年與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於以上兩項

資助申請中並列首位。

這六項計劃共取得超過二百萬港元資助。六位獲資助的教職

員包括（排名按英文姓氏順序）陳磊博士、賀欣教授、Mark 

Kielsgard博士、霍詩婭博士（Dr Fozia Lone）、渠震博士及王

書成博士。我們謹向上述教職員送上熱烈祝賀。

我們對在此次申請中所有付出辛勞和提交高品質研究課題的同事表

示誠摯感謝及衷心祝賀。學院希望未能成功的教職員能從經驗中學

習，修改計劃書，在下輪申請再接再厲。六項獲資助的研究項目詳

情如下：

恭 賀：六 名 教 職 員 獲得
2 015 - 2 016 優 配 研究 金

陳磊博士的研究項目為「強制執行在

中國法院的可適用性：一份實證評

估」，獲得$420,000的資助。

賀 欣 教 授 的 研 究 項 目 為 「 關 於 中

國 法 院 信 訪 局 的 探 討 」 ， 獲 資 助

$616,500。

Mark Kielsgard 博士得到$237,600，

資助其「強制化學閹割：法律、效用

與人權」研究項目。

霍詩婭博士的研究項目為「1960年

印度河用水條約是否過時：從權力、

原則及政治研究」，獲得$521,000的

資助。

渠震博士的項目課題是「協議安排：

公司重組協議：債權人計劃規則之研

究」，得到$346,250的資助。

王書成博士的研究項目為「中國指導

案例的約束力：比較與實證研究」，

獲資助$4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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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學 榮 譽 學 士 課 程 ： 
8 名 新 生 獲 頒 入 學 獎 學 金

城大學務副校長李博亞教授在歡迎辭說：「城大一直致力於培訓

人才，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例如參加模擬法庭比賽，增

強專業知識，學到法律實務上的必需技巧，正是『重探索求創新

課程』的範例。」

香港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先生說：「欣見城大法律學院設立入學獎

學金，表彰在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方面有卓越表現的同學。社會

瞬息萬變，全球化是大勢所趨，請你們好好裝備自己，為未來成

為成功的律師鋪路。」

德望學校副校長蘇家燕女士說：「我衷心恭賀獲獎的同學，希望

你們把所學的知識，將來回饋社會。」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於致謝辭中表示：「入讀法律學榮

譽學士課程的均為品學兼優的同學，期望你們在未來的學習中，

繼續努力。」

法 學 碩 士 課 程 ( 仲 裁 及 爭 議 解 決 學 ) ：
第 二 十 屆 戈 夫 仲 裁 講 座 — 
國 際 仲 裁 學 者 闡 釋 「 仲 裁 的 權 利 」

2015年1月13日，由法律學院舉辦的第二十屆戈夫仲裁

講座於香港城市大學范彭綺雯多媒體會議廳舉行。今

年，學院很榮幸邀請到 Gary Born 教授作演講嘉賓，他是 

傑出學者與仲裁員。Gary Born 教授以仲裁權利上的歷史與 

當代發展作題，為學院帶來一場發人深思的講座。Gary 

Born 教授是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 (Wilmer Hale) 的合夥

人，亦是其國際仲裁團隊的負責人。

Born教授的演講題為「仲裁的權利—歷史與當代分析」。講座開

始時，他介紹了仲裁的歷史發展和現今地位。從前，仲裁會用作解

決個人層面的爭端，例如農業、商業、或其他國內爭議。他補充，

現今仲裁應用較從前廣泛，不只是商業，更會在新範疇如體育、

航空、國家之間的雙重課稅等問題上——這些在三十年前都十分鮮

見。近年，仲裁個案不斷增長，可見仲裁對爭議解決越趨重要。

Born 教授接著探討以往坊間對仲裁的態度。他引用了一位美國律

師 Joseph Story 在 1800 年代的著作：仲裁員在普通法框架下沒

有權力，不能去強迫證人出庭；他們不可控制報道、文件或賬簿

製造；他們一般都不通曉法律和公平的本義——仲裁員的裁判只

是鄉村法。Born教授補充不少人對以仲裁解決爭議存疑，他們認 

為仲裁不能保障法律。Born教授不同意這看法，並引導與會者注

意仲裁自此如何獲得支持。他強調，仲裁的權利是包括在其他法

律保障的原則內，例如立約、組織的自由和個人主權，這些都成

了憲法和法治基礎。

2014年度「法律學榮譽學士」入學獎學金頒獎典禮於2015年3月 

5日隆重舉行。頒發獎學金的目的是為表彰以優異成績通過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 (JUPAS) 及直接申請途徑入學，並獲校長提名、品學

兼優的學生。

由2008學年起，在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方面有卓越表現的一年級

本科生，可獲頒最高達 5 萬港元的入學獎學金。 

本屆8名獲獎同學包括來自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陳倩元、瑪利曼中

學的陳穎欣、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方恩瀚、拔萃女書院的馮珈喬、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的李珈儀、拔萃男書院的梁卓衡、順利天

主教中學的梁芷筠及德望學校的黃衍悠。

出席的嘉賓包括城大學務副校長李博亞教授 (Professor      Arthur 

Ellis)、香港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先生、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 

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俊傑校長、順利天主教中學詹燕珠校長、德望學校蘇家燕 

副校長、以及其他城大法律學院的教職員，包括副院長林峰教授、 

顧敏康教授、Rebecca Ong 博士、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副主任 

關韻姿女士、助理教授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和高級特任 

講師 Jack Burke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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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教授隨後以幾個鮮明例子來證明仲裁地位的發展及仲裁協議

在國際商業領域和解決其他糾紛時的實際意義。講座以熱烈的討

論作結：參加者提出多個問題，如仲裁的未來發展，仲裁權利的

共識和限制等；而教授亦與大家分享他的意見。

最後，院長賀嘉倫教授致送紀念品予Born教授，藉此感謝他為大

家帶來一場富有啟發性而精彩的講座。

法 學 碩 士 課 程 ： 第 六 屆 中 國 法 官 
法 學 碩 士 課 程 畢 業 典 禮

第六屆中國法官法學碩士課程畢業典禮於2015年1月9日在香港城

市大學鄭翼之樓范彭綺雯多媒體會議廳舉行。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法官學院院長黃永維教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法律部部長劉新魁博士、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長紀建軍先生、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條約法律部主任田立

曉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非官守議員廖長城資深大律

師、韓國高麗大學法律學院朴魯馨教授、香港律師會副會長蘇紹聰

先生、香港華仁書院副校監譚兆炳先生、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胡曉明先生、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郭位教授、香港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時

任香港城市大學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的王貴國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學顧敏康

教授。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太平紳士亦撥冗

出席。

關於講員

Gary Born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調解及仲裁權威人士，擁有不少關

於國際爭議解決學的著作。他是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國際仲裁

團隊的負責人。他是過去20年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仲裁員，亦是

目前世界上僅有的兩位被雜誌 Chambers Global 認定的「星級」

仲裁員之一。他曾在多達150個機構作仲裁員，更為超過600宗仲

裁案擔任顧問，包括數宗在國際商會 (ICC) 的歷史仲裁大案。他

亦是瑞士聖加倫大學的榮譽教授，定期到歐洲、亞洲和北美的法律

學院任教。除了新加坡和美國以外的教授職務，在2014年12月， 

Born 教授亦獲邀到北京清華大學任客席教授。

戈夫仲裁講座背景

戈夫仲裁講座於1990年首次由城市大學舉辦，以慶祝成立仲裁及

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課程。首屆演講是由上議院大法官戈夫勛爵

(Lord Goff of Chieveley) 主持，並以他名字來命名。本講座為仲裁

界的學者和業界人士提供了一個互相討論和交流意見的良好機會。

過去多年來，講座已邀請20位傑出仲裁學者來分享他們的洞見。

王貴國教授致歡迎辭時表示，大部份人，特別是年輕人，都認為

他們生不逢時，世界並沒有如他們的期望般美好。但王教授認

為，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中國歷史的一

個偉大時代、世界歷史的一個偉大時代。現在的中國法官們更

是正處於中國法制發展的一個好時機。他認為法官們在香港之所

學將來必有利於國家。法官畢業生們需要關注世界的變化，並為

變化的世界做出貢獻。如此，他們便會逐漸成為重要且有用的人

才，而世界也將會變得更好。最後，他希望將來與畢業生再見面

時，無論其身份如何，他們都已為中國和世界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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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明先生致辭時表示要全面去瞭解一個地區的法律制度，必須

在該地區停留一段時間。他希望這班中國法官的學生可以透過他

們在香港停留的寶貴經驗，瞭解到香港的法律制度，在過去的一

年，可以從不同司法制度的比較中獲得新的見解，更重要是當他

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後能運用新的知識。最後，他鼓勵所有中

國法官能夠忠於法治，並盡力維護社會正義。他希望所有的中國

法官學生都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為中國的法制建設出力。

廖長城資深大律師致辭時提到，他在一年前參加了這班法律碩士

學生的開學典禮，他當時在演講中提到，中國的法律體系改革將

會有重大的轉變和挑戰，而他相信這班同學會在這一年經歷到。

今天，他希望同學在香港的一年時間中能夠體會到這份經歷。他

還提到法官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提高司法公信力，他們應該盡一切

努力，以確保人民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對待。

郭位教授致辭時提到，法官的審判難以達至完美：好人可能被判

為有罪而壞人也可能被定為無罪。一個好的法官應竭盡所能去減

少以上兩種錯誤。審判過於寬鬆或過於嚴格都是不理想的，因此

法官需要運用智慧來處理這些人為的錯誤。

黃永維教授致辭時表示，他相信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學方式和管

理是成功的，令同學養成獨立的觀察和思考。他認為168位中國

法官法學碩士畢業生必將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中發揮重要作用。同

時，法官學員們曾經畢業於不同學校，並來自不同的地區和法

院，故有不同的經驗、體會和感悟。城大一年的學習、參觀訪

問、論文寫作，以及互相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定能在他們思想深

處引起火花，影響深刻久遠。

賀嘉倫教授致辭時表示很榮幸城大法律學院已經連續六年成功舉

辦該碩士課程，而且吸引超過百名中國大陸的優秀青年法官參與

其中。他祝賀在場的畢業生們，認為他們的表現令人驚喜。他提

到中國法官碩士課程時間安排非常緊湊。法官不僅出色地完成了

校內學業要求，還參與了美國埃默里大學和韓國高麗大學的短期

法律課程，更同學術界和業內的法律精英們互相交流觀點。

朴魯馨教授致辭時表示他和高麗大學非常榮幸在過去五年能參與

中國法官的課程。今天這批在座的中國法官，儘管他們在韓國交

流的時間有限，但都是非常認真，並熱切地與韓國法官見面和交

流，去了解韓國的法律體系和社會。法官們的正直和流利英語令

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信心在有誠信的法治基礎上，中國將

進一步發展。參與了法學碩士課程的中國法官通過了解法治，將

極大地促進中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從而令法律制度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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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紹聰先生致辭時提到法學碩士課程提供一個渠道，讓法律界的

專業人士互相交流，並更新知識、技能和經驗，為需求增加的法

律界及社會各界服務。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發展顯示出

法律界的專業人士不僅需要更新技能和知識，更加要確保我們有

能力處理不同區域的法律問題。

第六屆中國法官法學碩士生代表張麗法官致辭時感謝國家法官學

院和城大，她說全賴他們美妙的安排、辛勤的努力、以及無私的

奉獻和支持，學生才能夠實現夢想和目標。在城大學習，法律學

院為學生們提供了理想的學習環境。再者，她感激各位教授經常

鼓勵同學們要做到最好，也感謝教授與他們分享智慧、經驗和知

識。她相信這個課程開拓了他們的視野，幫助他們對中國內地及

其他地區之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她亦因為

這一年的學習而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

顧敏康教授致謝辭時表示法學碩士課程的成功非常依賴不同組織

的慷慨支持。對於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法官學院、城大的領

導、法律學院院長、中聯辦、外交部、本地的各個法律機構，及

城大法律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等一直以來的支持，他表達非

常衷心的感謝和欣賞。因為他們的慷慨支持、捐贈，以及城大團

隊的共同努力，他認為該課程的畢業生定能對中國大陸的司法改

革作出貢獻，並且協助全球貿易的發展。因此，他非常自豪能夠

連續六年為中國法官提供這一課程。最後，他希望學生們能學以

致用，繼續法制事業。

法 學 博 士 課 程 ： 最 新 發 展

法學博士課程項目是法律學院所提供的最為高深的學位項目之一。這

一項目將深度的理論探討與博士水準的論文寫作合二為一，為學生的

執業發展提供了精確理論的支持。2011年，法學博士課程項目開設了

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項目(JSDCJ)，這是課程發展史上的一大里程

碑。為管理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項目的運作，法律學院與國家法官

學院緊密合作，招收來自中國內地的高級法官。此安排為兩種法治制

度下學者與專家就法學理論與教育開展交流提供了平台。此項目成為

了我們學院的旗艦項目。目前，就讀法學博士的學生背景十分多樣化。

發展地區與國際的學術與專業交流是法學博士課程的要務之一。在常

規的法學博士課程以外，學生亦有機會參與合作課程，負笈維也納大

學 (University of Vienna)，修讀歐亞法律研究的法學碩士課程。這不

但擴闊了學生的眼界，亦對法律學院與城市大學在國際交流方面的名

聲有益。對就讀於法學博士課程的中國高級法官，學院在過去組織了

多種多樣的交流活動，增進了中國與歐洲、美國與南韓法律人之間的

互相理解。在2014-2015學年下學期，三十名學生於2015年4月19日至

5月2日期間參與了學院與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 法學院聯合舉

辦的遊學活動，另有七名學生於5月3日至9日間參加了學院與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 法學院合辦的活動，造訪了首爾。學生在當地參觀

立法院與高級法院，參與各種學者講座，增進了見識，開拓了知識面。

法學博士課程同時亦不遺餘力地促進研究。法律學院為提高研究水平

提供多種多樣的經濟資助與獎勵，包括會議基金、論文編輯支持及 

「傑出出版獎」。在會議基金的資助下，一些法學博士學生成功參加

了中國大陸、南韓和美國舉辦的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去年，三名學生

因他們的論文被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 與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收錄期刊刊登而贏得了「法律學院傑出出版獎」。此獎項代表

了對學生學術成就的肯定，鼓勵他們在研究領域再攀高峰。這些獎項

將提高學生的研究質素，並提升法學博士課程與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

程的國際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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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學 院 研 習 營 徐鳳翎女士及曹海賢女士則就就業支援計劃作了報告。她們介紹

了現有的執行方式、已經達成的工作以及未來將開展何種工作來

幫助學生。

徐鳳翎女士、關文偉博士、沙鳴泉先生(Mr Mitchell Stocks) 、Jack 

Burke先生、林峰教授與羅旭俊博士 (Dr Rajesh Sharma) 分別報

告了各個課程的發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商法講座教授 John Lowry 教授受邀作關於

研究方法的報告。他分享了關於研究院如何分配研究時間的看

法。他進一步強調研究質素要重於研究數量，並表示參考體系有

助於學者研究質素的提升，蓋因其他學者和同事的評論和見解亦

很重要。

最後，賀嘉倫教授總結陳辭，他對是次研習營開放的實際性討論

表示讚許，這對他勾畫城大法律學院的藍圖很有幫助。他亦歡迎

同事與他會面探討其他相關事務。

學院活動

2014年12月5日至6日，法律學院成功在香港數碼港艾美酒店舉辦

了研習營。包括我們的教職員與一位受邀賓客在內的60位嘉賓參

加了是次為期兩日的研習營。舉辦此次研習營的目的在於為嘉賓

提供討論教研水平提高策略的寶貴平台。藉此良機，與會者也可

以集思廣益，為學院與學院各大課程的發展獻計獻策。

會議伊始，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就學院的發展策略和運營計劃發表了講話。他強調了五個指導方

針（國際化、跨學科、注重影響力及知識轉移、「重探索求創新

課程」(DEC) 與就業支援計劃）的衍伸以及在教學、研究與學員

管理方面的應用。

該次研習營中，參與人員被劃分為不同主題的討論小組。討論主

題包括：國際化策略、法律學院與社群（拓展、深入與影響）、

學生支持、就業支援計劃以及課程發展。

顧敏康教授就國際化策略作了報告。他回顧了學院現有的關係網

絡，既強調了國際化對於教研活動的重要性，也提出了未來的合

作計劃。

Surya Deva博士就拓展、深入與影響三個方面對法律學院與社群

的關係發表了他的看法。

Rebecca Ong博士與關韻姿女士報告了學生支持的情況。她們介

紹了法律學院對學生現有的支持以及加強學生支持的方式。

城市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簽訂合作協議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與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近期簽訂交流與合

作協議書及法學本科項目協議。雙方期待緊密的合作。

華南理工大學代表團成員包括朱敏教授 (副校長)、張勤遠教授 (研

究院常務副院長)、夏正林教授 (法學院副院長)、王慶年先生 (港

澳台辦主任) 及黃非女士 (港澳台辦副主任)。

城市大學代表成員包括林群聲教授 (秘書長) 、賀嘉倫教授 (法律

學院院長)、林峰教授 (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教授 (法律學院

教授) 及陳磊博士 (法律學院副教授)。

第 六 屆 《 粵 港 澳 法 學 論 壇 》

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廣東省法學會、及澳門大學法學院聯

合舉辦的第六屆《粵港澳法學論壇》於2014年12月20日在香港城

市大學范彭綺雯多媒體會議廳順利舉行，並已經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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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開幕禮的主禮嘉賓包括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法律政策專員 

潘 英 光 先 生 、 中 國 法 學 會 肖 育 斌 先 生 、 廣 東 省 法 學 會 會 長 

梁 偉 發 先 生 、 城 大 法 律 學 院 顧 敏 康 教 授 、 中 國 法 律 服 務 

(香港)有限公司杜春總經理、澳門大學法學院莫世健講座教授、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法律部研究處王建源處長、及香港 

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江天律師。

出席這次論壇的專家和法律學者合共約40位，當中包括城大法

律學院、澳門大學法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州大學法學

院、廣東省法學會、廣東行政學院、中文大學法學院、暨南大

學法學院、以及廣州市和深圳市的法律機構。

主禮嘉賓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法律政策專員潘英光先生致辭時表

示粵港澳三地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在如何協調大中華法律制度

的問題上，需要大家共同推動和作出貢獻。他希望能夠藉這次

論壇，在良好的基礎上繼續推動粵港澳的法律制度。

主禮嘉賓中國法學會肖育斌先生致辭時提到中央政府高度重視

粵港澳三地法律制度的合作，並會確保港澳兩地高度自治，從

以保持港澳的繁榮安定。

主禮嘉賓廣東省法學會會長梁偉發先生致辭時表示這次論壇對

推動粵港澳三地法治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並預祝這次論壇能

夠取得圓滿的成功。

主禮嘉賓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教授致辭時代表法律學院

感謝各位出席的來賓，並對他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希

望透過這一天的研討會，能夠令大家對三地的法律合作有新的

看法。

會議中，各位講者所發表的主題涵蓋多個方面，為參會者提供

了不同方面的知識。負責評論的專家和學者亦對講者的發言提

供了具體的意見。而其他參會人士在自由討論的環節中都有積

極參與討論，互相交流，會議的討論氣氛非常熱烈。

最後，顧敏康教授在發表閉幕致辭時表示希望通過研討中的點

評，能夠提升大家對三地法律合作的看法。最後他總結這次論

壇達到所期望的目的，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努力，令之後的粵港

澳論壇能夠更上一層樓。

城大僱主午宴—促進城大與僱主聯繫

香港城市大學於 2015年 4月 9日

在香港會展中心首次舉行僱主午

宴。午宴目的是讓城大學生向僱

主展示他們的成就，同時藉此加

強城大和僱主的聯繫。

僱主午宴的重點為城大學生專題習作展覽和南豐集團行政總裁 

梁錦松先生的演講。來自各行各業的300名代表出席午宴，其中

不少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和高層管理人員，包括安理國際律

師事務所、謝鵬元律師事務所、莫玄熾律師行、顏少倫劉世民律

師事務所、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及何耀棣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徐鳳翎小姐和 

沙鳴泉先生 (Mr Mitchell Stocks) 亦有代表法律學院出席活動。

學生專題習作展覽在午宴前45分鐘舉行，法律學院是六個參展

學院之一。展覽期間，法律博士學生杜卓倫擔任學生代表，向

來賓展示學院在模擬法庭比賽方面的成就。

展覽共有70多個展板，描繪城大學生的學習經歷和成就。法律學

院展板介紹了學生在多個模擬法庭比賽的成績，其中兩項更是優

秀，包括：於2012年國際商事仲裁模擬仲裁庭 (東方賽區) 辯論

賽奪魁，及於2013年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商事仲裁模擬仲裁庭辯論

賽中再次奪冠。模擬法庭比賽是展示學生能力的好例子，另一方

面，杜卓倫同學亦跟來賓分享在內地當實習生的經驗。

午宴期間，梁錦松先生以「90後在新經濟時代的就業機會」為

題，進行演講。梁先生道，香港可從兩方面增強競爭力，第一

是要為中國經濟全球化服務。第二是改善香港的發展策略，令

我們真正成為全球具影響力的國際中心。

他亦談及學生應如何做好準備，投身職場。他說：「最近我與多

位教育界工作的朋友再度檢討香港的教育。我們期望學生可以

終生學習，提升創造力，最重要的是能夠加強軟技能。因為在今

天，要成功須仰賴軟技能，包括處理成敗得失的能力。」

午宴以城大校董會副主席周永成先生致謝詞作結，他感謝梁錦

松先生與城大學生的分享，並感謝學生向來賓展示他們努力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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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我已度過在城大法

律學院學習生活的第一年。還

記得剛踏入城大校門時迷惑無

措的我，彼時，城大小巧的校

園與未來的校園生活對我而言

都十分陌生新奇。但是，很快

地，一切都改變了，法律學院

和圖書館成為我第二個家：前

者令我有家的感覺；而後者— 

我基本上就住在圖書館里了。這並不代表我是書呆子，社交的

機會亦多姿多彩，令我可以融入新的生活。

法律學院的第一天，一位教授非常嚴肅地告誡學生必須從第一

刻開始就要抓住所有機會。這令人不寒而慄，當時我對這些機

會尚無頭緒，更別提要抓住它們了。然而，我很快明白法律學

院為學生提供了多種多樣的不同選擇 — 不知不覺我就把自己的

時間表塞得滿滿當當。自然，這給我帶了不必要的壓力，但能

成為集體一員，這令我感到十分值得。

生活的真相是，作為法律學院新生，你必須努力……是非常努

力。我們得長時間地「工作」，挑戰自己的極限，以免被小山

一般的案例埋沒。有人問我：你們法學生是如何做到的？你們

怎麼能忍受如此長時間的閱讀？答案很簡單—攻讀法律本身樂

趣無窮。在課本裏，在圖書館角落塵封的某本書中，你總能發

現些激動人心的新玩意兒。所有的法律學院都很有趣，但城市

大學具有國際水準的學術人員令有趣程度加倍。在教授們的思

想熏陶下，我簡直無法抵禦回到圖書館再戰那本合同法課本的

誘惑。

我在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第一年很愉快，但這離不開教授們和

同學們的貢獻。如果沒有使一切都變得不一樣的傑出人物，法

律學院也不過是一座死板的建築物而已。

Jacobus Du Plessis 

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我在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經歷就像

一塊調色板，由恐懼到挫敗，到頓

悟的信息，再到純然的極樂。

課程伊始，我「被迫」—在此這

個詞是良性的—批判性地精確思

考，然後將我的想法清晰而具說服

力地表達出來。被要求在全班或者

在教授面前為某個法律案例作說明

時，我最初是驚悸的，但當我能成功完成後，這種感覺就變成了

興奮。

隨後，儘管教授們盡力用案例來解釋各種領域的法治情況，我

卻不滿足於此—我期冀藉鑽研建制與反建制博弈的歷史以理解

法律之「形」與「勢」。因此，我開始致力於整理及分析所有

普通法的「原始資料」，並將它們放入我構建的體系中。誠

然，這任務起初十分艱巨，有時看來簡直是西西弗斯的苦修，

遙不可及；可當我在法律學院的幫助下繼續前行時卻發現自己

研究起來愈發得心應手。我為自己的成果感到欣喜。

「足夠優秀並不足夠」，這一提醒簡直醍醐灌頂。雖然學院給

予足夠的支援—教授、圖書館豐富的資料、以及學生的共同努

力—但這也遠遠不夠。很快，我發覺掌握任何知識都需要深入

再深入，尋找過程中無解或答案含糊的問題，最終提出自己的

理論性回應。僅僅從旁觀察法制的藍圖是不夠的，我需要參與

到討論之中。

日常學習之餘，我很榮幸成為《法律評論》的編要，並在其後

升任主編。儘管這一工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經歷，參與法治文

化中心的評論工作很有意義。

最後，雖然我十分享受學習具體的法律知識，但對我而言，帶

給我最多挑戰和成就感的卻是法律理論課程。前者教懂我什麼

「是」法律，而後者卻令我開始思考法律「為何」如此和「應

該如何發展」。

Roger Howard Gillan 

法律博士課程

我攻讀法學碩士的決心來自於我

探尋香港法治現狀的願望。我對

香港調解與仲裁領域的狀況尤其

感興趣。

香港城市大學和我所在的墨爾本

相似。我想去一個令我有安全感

的地方。於是我考察了這所大學

的情況，並認為和其他我申報的

大學相比，城大讓我感覺親近。

我喜愛這裏的課程安排。基本上，課程設計為學生們提供了仲

裁與爭端解決方面非常實用的知識與技能。這對不同背景的

學員將法律知識應用於當下該領域的問題很有幫助。無論你

是執業事務律師、大律師，抑或在建築、航運領域從事專業工

作，該課程都能為你提供該領域的最新趨勢與實際運作知識。 

所以，我認為課程安排與大學環境對我來說都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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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學教授們的教學方法是一流的。當我需要指導的時候，

他們的幫助總是垂手可得。正是老師們的樂於助人和城大提供

的整體「服務」令法律學院與眾不同。

在城市大學，我最珍視的一點是不同背景的學生帶來的文化多

樣性：我的同學既有來自於中國內地的，也有來自於歐洲的。

如果你想尋求獨特的法律學習經驗，如果你對中國法和國際法

抱有興趣，如果你想獲得法律咨詢，如果你渴望獲得實用專注

的法學教育，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將是你的絕佳選擇。

總而言之，這個課程項目能為學生面對將來的挑戰打下基礎。

麥浙灝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

自 幼 我 就 對 法 律 領 域 很 感 興

趣。我注重細節，熱愛在不斷

變化的社會中處理社會問題，

因此我認為自己適合在這一領

域 發 展 事 業 。 學 業 上 ， 我 充

滿決心，刻苦用功，所以我意

識到攻讀碩士學位是我的不二

選擇。在法律方面，我興趣廣

泛，但對知識產權與科技法最

感興趣—這些問題總是複雜而

迷人。

目前，我正在一家本地律師行從事實習事務律師的工作。我很

有興趣以民事訴訟為重心來發展法律事業。實習期間，在處理

形形色色的案件時我積累了經驗。或許有人看來在沒有全職工

作的情況下求學更為吸引，然而我卻更希望兩者兼得。如我預

計，攻讀碩士學位（特別是在職碩士學位）遠比本科學位更為

緊張—我必須極端自律、仔細規劃才能適應同時進行學業和全

職工作；否則便會顧此失彼。

我對城大法律學院心存感激，她為我創造了學習和成長的溫

床。作為一個有幾年法律工作經驗的在職學生，我抓住機會來

提高自己的研究及分析能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十分高興能結

識如此之多充滿熱忱、樂於助人的教授、導師與同學。

在從事全職工作並同時在城大讀書之外，我還在許多調解員的訓

練課程中擔任助理講師、並於一些本港慈善團體擔當主任和榮

譽法律顧問職位。2015年4月，我獲民政事務局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選為「十大優秀青年」及「香港青少年領

袖」。獲取這一殊榮十分鼓舞，對我的求學及工作均意義重大。

藉此機會，我要真誠地感謝所有讓我夢想成真的人。

陳浩庭 

法律碩士課程

正如許多人，我並沒有 

抱著巨大的熱忱來參加法

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

然而，九個月以後，我可

以愉悅地回顧看這一段寶

貴的經歷。

從 奧 克 蘭 遠 道 而 來 ， 適 應 在 香 港 的 學 習 著 實 花 了 我 一 些 時

間。擁擠的飯堂、搭電梯轉堂和不時精力充沛地大喊大叫來

宣傳的學生社團讓我眼界大開。儘管我總被誤認為來自澳大

利亞，雖然總有人對我的新西蘭口音擠眉弄眼，我們班級的

多樣性及國際化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學術以外，法

學專業證書課程對拓展學生未來的人際關係很有幫助，對海

外學生尤其如此。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被分為授課 (lecture) 和輔導 (tutorial) 兩個

部分。城市大學著重小班輔導 (tutorial)，令到師生關係親密無

間。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授課內容集中在事務與爭端實務，例

如草擬公司合約及法庭文件等等。這既讓我們運用在法學院學

到的法學理論，也豐富了我們的所學。包括國際律師行的前合

夥人和頂尖大律師在內的教員陣容令我大為震撼。毫無疑問，

這令我們各自成為見習事務律師和大律師時能更加胸有成竹。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學生在法律學院舉辦的求職講座是一大亮

點。香港法律畢業生的求職之路競爭激烈，艱苦卓絕。對我們

而言，這是回饋年輕學生的一個機會。我希望我們可以為周圍

的人或事作出一點貢獻。

就像我們的課程主任沙鳴泉先生在我們的最後一課中簡明扼要

地指出的那樣：「讓世界美好一點，這就是成功。」

黃偉明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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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怕做夢，就怕有個念想，

就怕認真、來牛勁。」

山西籍老鄉著名詩人

我在呼倫貝爾期間，雖然享受了

夏日草原的魅力，工作卻十分繁

忙。因為學習的放鬆以及年齡的

因素，真的沒有敢想像再去甚麽

院校深造。事出偶然，最高人民

法院的法官到我們當地法院來搞法律業務講座，我參與了講座

的主持，在中午就餐時，他講到咱們最高法院和香港城市大學

要聯合辦博士班，招生簡章已經掛到法院的內網上了。我真的

在意了這件事。「人就怕有夢，就怕有個念想」：香港是什麽

樣的？老師都是外國人麽？能接受他們的教育方式嗎？之後我

看到了招生簡章的條件，首屆高級法官博士班的目標與定位是

培養一批既熟悉我國法律工作具有較高水平又具有國際化視野

的法官目標。我想，如果能到香港城市大學這樣一所世界名校

攻讀法學博士，這真是夢想成真；帶著這樣的心情，這樣的念

想，我帶著試試看的心情，進行了認真的準備。

2011年6月7日最難忘。那一天在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地點進行

面試，我的心情格外緊張，我的面試被安排到了下午，說實

在的，中午買了飯，但連飯都沒有吃進去多少，一樣的擔心

和同學們一樣的緊張是疊加的。資格審查、資料準備都很順

利。2011年9月，香港城市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郵到了呼倫貝爾

法院；由於路途較遠，在同學中我大概是收到通知比較晚的一

位。心放下了，也高興了幾天，但是，如何處理好繁忙的工作

與緊張的學習這對矛盾、如何拿著錄取通知向上級請假等問題

依舊縈繞於心間，心裏難受了一段時間。

承載著各級法院領導和同志們的希望，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習

是一件高興的事；香港城市大學的開放、自由的人文環境以及

到處井然有序的模樣使之呈現出格外的異域風情。完全不同於

內地的教學管理模式，還有以王貴國前院長為首的教學團隊的

教學的嚴謹、敬業精神和遵守規則的意識令人贊嘆不已。教授

們的講授涉及國際投資，知識產權、香港基本法、香港行政

法，法律方法學等內容；他們均採用案例教學的方式，要求

學員聽課時必須參與思考，把閱讀原著與課後撰寫課程論文的

嚴格要求相結合。香港的兩個月學習，在國內不同層次的學習

與之是不可比較的。總之，城市大學法學院對我們學員的關

懷無微不至，情誼深深，在城大學習的日子永久難忘。這樣的

年齡，這樣的高標準、嚴要求，一段時間裏學習的艱辛著實感

到了酸甜苦辣的滋味—真切地應驗了沒有一股子牛勁是完成不

了這項學業的。我感慨在城大的學習真是不容易。正如為這個

項目的最初設計者，作出歷史性貢獻的萬鄂湘副委員長曾經說

過：「在著名法學院向一些國際知名的法學家們學習探討法學

議題，增強法律素養，豐富法律知識，是多麽難得的機會」。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給於我的美好回憶。

喬欣 

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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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合約（第三者權益）條例》

陸飛鴻教授

G H Treitel 教授曾將關於「立約各

方的相互關係原則」(Privity) 的爭

論比喻為「20世紀英國合約法最重

要的法理發展」1。論戰結果，即英

國的《1999年合約（第三者權利）

法令》(UK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Act 1999)，賦予了

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的權利。如果

授予第三者以上權利的法定因素得以滿足，則「立約各方的相

互關係原則」將不再成為阻礙立約各方欲使第三者享有有關權

利的理論障礙。2

然而，在香港，直到21世紀，「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仍

然被保留着。2014年11月，立法會通過《合約（第三者權益）

條例》，而當時已距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5年建議參照英

國相關法律實行立法改革有9年之久。3這次就「立約各方的相

互關係原則」制訂法律條文會否成為21世紀香港合約法最重要

的法理發展尚要等到2099年評估時再見分曉；但有一點可以肯

定:當該《條例》正式生效之後，「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

便不能再妨礙立約各方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的權利。只要

符合授權條款所規定的門檻要求，4《條例》便會賦予第三者向

許諾人提出訴訟的法定權利，5 藉以令立約各方的立約用意得以

實現。

但這並不表示立約各方以前不能夠透過各自的律師，以獨具創

意的方法去規避「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所構成的障礙。

事實上，決意授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權利的立約方，是可

以利用現行私法方面的法律原則達成意願的。6 不過，「喜馬

拉雅條款」(Himalaya clause) 這個旨在限制碼頭工人及類似的

代理人在貸物擁有人向他們提出訴訟時所承擔的責任的條款之

出現，卻正表明要達到期望的結果之路有時可能是漫長而艱難

的。7從法律經濟分析角度而言，該《法令》無疑能大大減少實

現立約各方的立約用意所必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商業機構對此

必定表示歡迎, 因為他們今後再也不必尋求律師協助去規避「立

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所構成的障礙。

《條例》第4條列出了令合約可以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該合約的

權利所必須具備的要素。除合約明文規定第三者可以強制執行

該合約條款的情況外（第4(1)(a)條），在「該條款看來是賦予

該第三者一項利益」時，第三者亦可享有強制執行該合約條款

的權利（第 4(1)(b)條）。8在英國的《法令》實施一段時間之後

才把它「移植」到香港的其中一個好處，是香港能受益於英國

方面關於解釋有關條文的案例，從而加深對有關法律的內容的

理解。「條款看來是賦予一項利益」的含義是「立約方所使用

的語言顯示他們協議的其中一個目的（而非履行有關合約的其

中一個附帶影響），是使第三者受益」9。若第三者享有的權利

僅因合約的妥善履行而得以改善，則不足以符合這個要素的要

求。可是，這一門檻的要求並不高——因為一旦合約條款能顯

示出要令第三者受惠的意圖，便能通過此門檻。於是，第三者

便因此被假定為享有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除非許諾人可

以證明「如按經恰當解釋的有關合約, 可由上述第三者強制執行

有關條款並非立約用意」（第4(3)條）。

司法判例同時也顯示出《條例》第4(1)(b)條的要求並不嚴苛。

在Nisshin Shipping v Cleaves & Company一案中，10租船合同

中關於船主須向租船代理公司支付佣金的條款，被裁定符合英

國法律中對應《條例》第4(1)(b)條的規定11。

在CLAAS Medical Centre Pte Ltd v Ng Boon Ching一案中， 

12答辯人出售其醫學美容中心予一家資產控股公司。而簽署當

中包含競業禁止條款的有關股東協議的人包括出售醫學美容中

心的醫生和收購該醫學美容中心的醫生。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儘

管有關的資產控股公司是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算定損害賠償的償

付對象，但它並非競業禁止條款的立約人。新加坡上訴法庭裁

定有關的競業禁止條款意欲授予第三者（即該資產控股公司）

享有新加坡法律中對應《條例》第4(1)(b)）條所賦予的權利。

上訴法庭的法官並不同意原審法官認為對合約的真正解釋推翻

了第三者可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假定的觀點。原審法官基於以

下兩點推翻第三者可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假定：(1) 該協議可被

立約各方以書面形式終止；及(2) 該協議禁止立約任何一方在未

得另一方的同意下，轉讓涉及該協議的任何權益。上訴法庭認

為原審法官的這些理據存在錯誤。有關協議中的終止合約條款

實際上是關於保留權利去更改或撤銷第三者的權利, 即《條例》 

第6條的對應條款；而這並不影響立約是否有意授予第三者強制

執行合約的權利。要推翻《條例》第4(1)(b)條關於第三者可享

有強制執行合約條款權利的假定, 有關合約中禁止轉讓權益的條

款必須是關於把權益轉讓該第三者的; 一般性的禁止轉讓權益的

條款並不足以表示立約人沒有授予第三者強制合約條款權利的

意願。在沒有更多證據證明立約人有與假定相反的立約意圖的

情況下，該可推翻的第三者享有強制執行合約條款權利的假定

仍然成立。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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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官在Dolphin Maritime 一案中提出的附帶意見 (dictum)，

要符合《條例》第4 (1)(b)條的規定，合約條款的其中一個目

的必須是要令第三者受惠。新加坡高等法院在 Columbia Asia 

Healthcare Sdn Bhd v Hong Hin Kit Edward一案13中認為「只有

在第三者能證明到自己是預定受益人的情況下，舉證責任才會

按照第二款轉移至[許諾人]。」14雖然第4(1)(b)條的確已區分預

定受益人和附帶受益人，但有關的區分只是有限度的。第4(1)

(b)條只針對合約中該存在疑問的條款：對該合約條款作客觀解

釋，是否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該條款是有意讓第三者受惠

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該可推翻的假定就生效。之後，

第4(2)條便要求對合約整體作出解釋；對合約整體的全盤審視

會否令人得出立約各方沒有授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條款權利

的結論呢？即，該第三者並不是強制執行合約條款權利的預定

受益人。此兩個條文同時運作，將預定受益人與附帶受益人區

分開來。簡而言之，第4(1)(b)條和第4(3)條與區分預定受益人

和附帶受益人密切相關。15

由於4(1)(b)條的門檻規定，立約各方如沒有意圖授予第三者強

制執行合約條款權利，則應該在合約中加入條款明確排除《條

例》的適用。這樣，「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便發揮全

效，使立約人不需對第三者負上沒有預期的責任。

即使立約人意欲令第三者得到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明確

或令這些權利保持不變的易操作性意味着立約各方應該保留權

利, 在不需得到第三者同意的情況下, 更改或撤銷第三者強制執

行合約條款的權利。根據第6(2)條，當第三者與許諾人傳達同

意該條款時，立約人方可撤銷該合約，又或改動或終絕該第三

者在該條款之下的任何權利。在這個情況下，並不需要證明第

三者已倚賴該條款，又或是其利益已受到損害。立約各方若要

保留這項權利，便需要在合約中以明示條款形式，而非隱含條

款的形式列出。16如是，在沒有明確保留權利去撤銷合約或更

改第三者權利的情況下，立約各方承擔了這樣的風險，即當第

三者權利得以確定的情況出現時，他們更改協議的談判空間便

會縮小或甚至消失。17

本質上，《合約（第三者權益）條例》賦予了立約各方權利去

選擇排除「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的適用。但是，第4(1)

(b)條所規定的假定，令《條例》過於容易地傾向於認為立約各

方有意授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由於《條例》即

將生效，因此立約各方將會需要仔細檢視他們的合約，以確保第

三者的權利是在他們預期的範圍之內。 18

 

1 Some Landmarks of Twentieth Century Contrac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t p. 47.

2 英國《1999年合約（第三者權利）法令》 (UK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第1條。

3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報告書》 (2005), 
http://www.hkreform.gov.hk/en/docs/rprivity-e.pdf.

4 除了正文中討論的第4(1)(a)及(b)條之外，第 4（2）條規定“明
確指出“上述第三者須屬在合約中明文點名者, 或屬合約中明文
指明的某類別人士, 或屬符合合約中的明文特定描述者。”

5 必須留意, 第3(2)條列出了一些不適用《條例》的合約。

6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2004) 120 
LQR 292.

7 Culminating in The Eurymedon [1975] AC 154.

8 第 4(1)(b)條.

9 Dolphin Maritime v Sveriges Angfartygs Assurans [2009]  
2 Lloyd’s Rep 123 at [74].

10 [2004] 1 Lloyd’s Rep 38.

11 同時參見The “Laemthong Glory” [2005] 1 Lloyd’s Rep 
688. (收貨人向承租人發出的賠償保證書被裁定賦予了船東強制
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 因為他被視為是有關賠償條款中所指的“
（承租人）代理人”)。 

12 [2010] 2 SLR 386.

13 [2014] 3 SLR 87.

14 同上, 第[278]頁.

15 CLAAS Medical Centre Pte Ltd v Ng Boon Ching [2010]  
2 SLR 386 at [29].

16 第6(3)條.

17 除了第三者向許諾人傳達同意的訊息的情況之外，在另外兩種情
況下，第三者的權利也在沒有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保持不變：當
第三者已倚賴有關條款，而 (a)許諾人知悉該第三者已倚賴該條
款; 或(b)按理能夠期望許諾人已預見該第三者會倚賴該條款。參
見第6(2)(b)(i)及(ii)條。

18 《條例》只適用於在其生效日期或之後訂立的合約。參見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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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城大法律學學士畢業生贏得傅爾布萊特
獎學金，朝美國聖母大學進發

Nwe Nwe Lwin, Charity 小姐是 

2013 年城大法律學學士畢業生，

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評選後，她終

於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並在

本年秋季升讀美國聖母大學的法

律碩士課程。 

傅 爾 布 萊 特 獎 學 金 競 爭 十 分 激

烈，來自緬甸的Charity要與超

過500名申請者角逐獎項。比賽公開予各地人士申請，遴選準

則包括申請者的領導才能、學術表現、成熟程度、適應美國生

活能力及能促進美國和其他國家相互理解的潛力。在確認獲獎

前，Charity已同時獲得美國三所著名大學錄取修讀法律碩士課

程，包括喬治城大學、華盛頓大學及聖母大學，惟當時緬甸大使

館只能提名她作後補。直至近月，美國傅爾萊特委員會把她升級

為正選，令她順利取得獎學金。

當問及Charity選擇修讀國際人權法專業的原因，她解釋：「我 

認為爭取世界公義十分重要。在資本主義下埋藏著暴政和企業侵 

犯人權的情況，衍生很多社會不公義之事。這些正發生在我家鄉 

——緬甸。」她又提及城大法學院燃點了她對人權法的興趣，一

些選修科目如企業社會責任，人權法和民事責任等激發她成為這

方面學者的熱情。

Charity 得到加拿大國際發展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of Canada) 贊助，與泰國清邁大學的社

會科學及持續發展地區中心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CSD)) 合作撰寫一篇關於緬甸

農民的人類學論文。這篇論文名為「法律架構對緬甸達府農民之

影響」，並將於泰國舉行的「緬甸的過渡：聯繫、改變及挑戰」

國際會議發表。Charity說：「這篇文章是我對緬甸第一次學術

上的貢獻，我對此期待已久。」

Charity獲得的不只是出國升學的資助，傅爾布萊特獎學金亦帶

給她榮譽，因為它在發展中國家如緬甸的學生當中享負盛名。

Surya Deva 副教授自 2009 年起成為 Charity 的導師。他說：

「我為Charity感到高興和光榮，她獲獎是實至名歸的。」法律學

院在此恭喜Charity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並希望Charity能藉這

次赴美升學的機會裝備自己，日後對緬甸的政治及法律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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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學專業證書 
畢業生勝出英國 
樞密院上訴案

城大法學專業證書(PCLL)畢業生 

麥 劍 祺 先 生 為 紐 西 蘭 執 業 大 律

師，他近日協助處理一宗謀殺上

訴案，成功令終審法院撤銷指控。英國樞密院就此推翻上訴法院

對上訴人Teina Pora終身監禁的裁決。

去年11月，Jonathan Krebs先生帶領包括麥同學在內的法律團隊，

代表上訴人在倫敦出庭應訊。他們就案件提出新證據，包括上訴

人供詞前後矛盾，及由專家證實上訴人患有胎兒酒精綜合症，以

此證明上訴人當年提供的口供並不可靠。

死者Susan Burdett在1992年3月陳屍新西蘭奧克蘭家中，法院於

1994年6月裁定上訴人謀殺罪成立。當時的判決主要根據為Pora

承認自己與案件有關的口供，他被判終身監禁。經多次上訴不

果，案件最後轉介到倫敦的英國樞密院。本年3月3日，英國樞密

院宣佈Pora上訴成功，並撤銷1994年對他的有罪裁決。

自1851年迄今，此案為最後一宗由紐西蘭法院轉介到英國樞密

院的上訴案件。

法學專業課程學生獲得2014-2015 
香港律師會與Bloomsbury書獎

香港律師會與Bloomsbury書獎頒獎典禮於2015年3月17日在律

師會所成功舉辦。4名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法學專業課程學生，

包括 Iavorskyi Viacheslav 先生、林佩琪小姐、文嘉鎂小姐與伍

樂詩小姐，榮獲獎項。

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先生與Bloomsbury Books Limited總經理 

劉金華先生頒獎予各得獎學生。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林峰教授與

特任講師陳志軒先生亦出席了頒獎典禮。此獎項基於本地三所法

學院學生的成就與經濟需要遴選候選人。

Claes Isacson獎學金證書頒發  

鑑於Claes Isacson在其職業生涯中對航運和海上保險等行業的

參與和熱忱，以及對內部培訓的注重、創立Gard學院的特別貢

獻，Claes Isacson 獎學金因而成立。該獎學金旨在為年輕人提

供資金，接受大學教育，幫助他們尋找與航運和海上保險領域相

關的工作。

法學博士課程學生楊曜亘先生獲得由GARD P&I Club提供的Claes 

Isacson獎學金。獎學金證書頒受儀式於2015年5月27日在城大

法律學院舉行。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助理教授陳博文博士(Dr Poomintr Sooksripaisarnkit)，以及

GARD（香港）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Dick Corwin 先生和執行總監

Trygve Nøkleby先生撥冗出席證書頒受儀式。

在證書頒發期間，GARD（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對其公司和

Claes Isacson獎學金作出簡介。他們強調，由於來自世界各地近

60所大學的學生均可申請獎學金，因此競爭相當激烈。

賀嘉倫教授同時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於城大

30週年晚宴上特別提及城大海商法方面的發展。隨後，楊曜亘先

生分享申請 Claes Isacson 獎學金的經驗。最後，賀嘉倫教授和

陳博士祝賀楊曜亘先生，並希望未來他能在與海事相關的事業上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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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模擬法庭比賽以擴闊眼界、精進

法學技能。作為一門計學分課程，「國際模擬法庭與辯護」旨在

提高學生的研究、分析和辯護技能。法律學院亦為參與比賽的同

學提供專家級訓練及技術支援。

2014-2015學年（截至2015年5月31日），城大法律學院在兩大

國際模擬法庭賽事中喜獲豐收：

第1 2屆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 
模擬法庭辯論賽 (香港，2 0 1 5年 3月
1 5 - 2 2日)

榮譽：

Eric Bergsten最佳原告使用備忘錄第二名

隊員：

• 周俊傑（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羅永逸（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何瑋瑋（法律博士課程）

• 曾曜輝（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蕭珞瑤（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教練：

• 助理教授羅俊旭博士 (Dr Rajesh Sharma)

• 校友吳家欣先生

第2 2屆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
論賽第5屆布達佩斯預備賽（2 0 1 5年
3月2 3 - 2 6日）

第 2 2  屆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 
辯論賽（維也納，2 0 1 5年3月2 7日- 
4月2日）

成績：

• 第5屆布達佩斯預備賽亞軍

隊員：

• 周俊傑（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羅永逸（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何瑋瑋（法律博士課程）

• 曾曜輝（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 蕭珞瑤（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

教練：

• 助理教授羅俊旭博士 (Dr Rajesh Sharma)

• 校友吳家欣先生

模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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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教 育 與 研 究 中 心 舉 辦 「 全 球 化 背
景下的法制」國際學術會議

香港城市大學司法教育與研究

中心於2015年3月31日至4月1

日舉辦了中心成立以來的第一

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開幕典禮上，時任香港城市大

學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

與比較法講座教授的王 貴 國

教 授 致歡迎詞。在介紹會議

背景時，他提到中國的「一帶

一路」戰略構想正是在全球化

趨勢的影響下，應運而生。

他希望藉此會議之際，與國際知名的法律學者和司法業內人員就

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法制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例如：

1） 與 貿 易 和 投 資 有 關 的 國 際 司 法 框 架 對 國 內 法 和 國 內

法律執行的影響

2） 國際化背景下法官和法院的角色

3） 法制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價值

4） 國內法庭上的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5） 國際化背景下法制的發展

本次會議共邀請到十七位法律專家學者和司法業內人員。他們的

討論涉及眾多當今國際熱點話題，比如自由貿易協定、伊斯蘭

國、國際投資仲裁、全球法制等等。

本次研討會可謂獲得圓滿成功。與會的專家學者和法律從業人員

就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制問題展開了熱烈的探討，並提出了富有洞

察力的新觀點。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

亞洲公寓管理法律與城市管治研討會

研究中心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於2014年11月27-28日舉辦了「亞洲公

寓管理法律與城市管治研討會」，探討一些亞洲國家/地區在公

寓管理方面的法律和政策。

為期一天半的研討會，首先由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Anselmo 

Reyes教授為大會致開幕辭，揭開序幕。隨後，我院院長賀嘉倫

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及合辦本次研討會的Cornie 

van der Merwe教授亦向各位與會者致歡迎辭。

整個會議共分為五個環節。在這五個環節裏，十一位來自九個不

同國家和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印度、以色列、日本、新

加坡、台灣、越南、以及南非) 的講者匯報了他們所在國家/地區

在公寓管理方面的相關法律和實踐情況。他們的精彩匯報，不單

為與會者提供了相關的背景資料，亦指出了不同國家/地區在實

施公寓管理的法律和政策方面所遇到的問題，為會議中有關環節

的討論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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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雖然會期只有短短的一天半，但會議獲得高度評價。與會者都盛

讚會議極具建設性，而他們亦非常享受整個會議的過程。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第二輪諮詢圓桌會議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於2015年2月14日舉行了一場圓

桌會議，以提供一個平臺予來自不同政治背景和具有不同

政治理念的人士就與第二輪政改諮詢有關的問題理性地、

有建設性地交換意見。本次圓桌會議共邀請了十名講者出

席，當中包括多名法律、政治學和傳播學的學者，以及執

業大律師。

整個會議分為兩個環節。第一節由法律學院副院長林峰教

授主持，集中討論制訂普選行政長官辦法中的其中一個最

具爭議性的問題，即提名委員會的構成、產生辦法，以及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會議上，葉健民教授 (香港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教授)、馬恩國先生 

(大律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Mark Kielsgard 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以及顧敏康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分別發表了他們對增強提名委員會

民主成份、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就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所作出的決定的合法性，以及對《基本法》中

關於普選的條文的解釋等問題的觀點。

第二節則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羅

沛然大律師主持。該環節中，陳弘毅教授（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陳氏基金憲法學教授)、趙心樹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講座教授)、Surya Deva 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法

律學院副教授)、何濼生教授(嶺南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 以 及 林 峰 

教授介紹了各種可用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不同的投票

安排，並對各種安排的利弊作出分析。

除了講者之外，台下的參加者亦在討論環節積極參與，向

講者提出問題和發表個人意見。

整個會議上的討論非常有建設性和重要，並為香港社會對有關問

題作更詳細的討論奠下了有用的基礎。

公開研討會：「海洋勝利號」之後談安全港
保證
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於2015年1月20日舉行了一場公開研

討會。來自Quadrant Chambers大律師行的James M. Turner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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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用大律師受邀就「海洋勝利號一案後的安全港保證問題」發表了

演講。

講座伊始，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陳博文博士  

(Dr Poomintr Sooksripaisarnkit) 歡迎講者和與會者，並向與會

人士對James Turner先生作出介紹。

James Turner 先生首先簡單分享了他的個人經歷。他從2007

年開始參與「海洋勝利號」一案，並出席了此案一審 ( 2013) 

與上訴法庭 ( 2014)的審理。儘管當時上訴庭並未就此案作出

判決，James Turner先生亦能介紹此案背景，概括皇座法庭

(Queen’s Bench Division) 對此案所作決定的關鍵之處，以及

指出上訴庭作出判決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Turner先生引用了Sellers LJ的經典定義，「…a port will not be 

safe unless…the particular ship can reach it, use it and return 

from it without, in the absence of some abnormal occurrence, 

being exposed to danger which cannot be avoided by good 

navigation and seamanship」 (如無異常，除非特定船隻可抵

達、使用某港口並自該港回航，並在此過程中免於被暴露在不

可被優秀導航、航運技術避免的危險情況中，否則該港便不是安

全港)；並藉此強調了兩大重要主題：1)「異常」的定義，以及

2)有關建立「貝爾康89」(Barecon 89) 標準格式的保險。研討會

亦另設有問答環節，提供一個客座講者與與會者交流意見和智

慧的平台。

此次研討會歡迎公眾人士參與。50名與會人士中不乏學術界人

士與律師。學術界及業界的與會者均對此次研討會的成果表示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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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著作
Elizabeth BRANDON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sia: Practice 
and Prospects with the UNECE Agreements”, (Edward Elgar), 
April 2015. S. Marsden and E. Brandon.

Jack BURKE
“Post-Incarceration Supervision of Pedophile Offender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The Criminal Law 
Bulletin, (Thompson Reuters)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Vol. 51, No. 1, 2014. Mr Jack Burke and Dr Mark Kielsgard. 

顧敏康
“TPP: Its Impact o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CUPL (Beijing), Vol. 6, 
2014, pp. 145-156. GU Minkang and Meng Qi.

「零資本制度下的資本維持原則」，《人民司法•應用》，2015

年第7期，第74-79頁。

Andra LE ROUX-KEMP
“Shaken Baby Syndrome: A South African Medico-Legal 
Perspective”, 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 (IBSS 
Journal) Vol. 17, No. 4, 2014, pp. 1292 – 1321. Andra Le Roux-
kemp and Burger, E.

“Criminal Procedure & Sentencing”, 2013 Annual Survey of 
South African Law, JUTA, 2015, pp. 333-379.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Regul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2014)” Book review: Cohen, Glenn I. & Lynch, Holly 
Fernandez (eds.), MIT Press, Published on 18 February 2015 on 
the Medical Humanities Blog, Durham University.

Eugene LIM
 “Thin-Skull Plaintiffs, Socio-Cultural ‘Abnormalities’ and the 
Dangers of an Objective Test for Hypersensitivity”, Dalhousie 
Law Journal, Vol. 37, No. 2, 2014, p. 749.

“Proximity, Psychiatric Injury and the Primary/Secondary 
Tortfeasor Dichotomy: Rethinking Liability for Nervous Shock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ottingham Law Journal, Vol. 23, No. 
1, 2014.

Daniel PASCOE
“Three Coming Legal Challenges to Indonesia’s Death Penalty 
Regime”,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 No. 2, 2015, pp. 239-280.

WANG Guigu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 Chinese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14.

教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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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引用

助理院長陸飛鴻教授 (Alexander LOKE)

新加坡高等法院最近審理TMT Asia Ltd v BHP Billiton Marketing 

AG(Simgapore Branch)一案時引用陸飛鴻教授早前一篇文章的手

稿，該篇文章后命名《同根異命：英國、澳大利亞與新加坡相對

市場操縱的投資者權利》並發表於2007年《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第21期的第22頁至第50頁。該文探討了在英國、

澳大利亞與新加坡法治制度下三國法制機構在常規保護與普通法機

制上對投資者法定權益受到市場操縱侵害的不同程度補償。

更多詳情，請見2015年1月28日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審判。

精選匯報
高級特任講師 Jack BURKE 先生於2014年11月14-15日，在紐西蘭 

奧克蘭職業法律研究中心舉行的“澳洲法律專業教育會議中，

發表“Postcards From the Edge: Take 2(An overview of 

pratical legal changes throughout a number of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顧敏康教授在2015年3月19-20日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舉辦的「兩

岸四地法治論壇」上，發表題為「司法審查與政府善治」的匯報。

於2015年4月11日至12日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及香港基本法澳門基

本法研究會主辦的「基本法25週年法律研討會」中發表「強化普及

『港人』一國觀念」匯報。

助理教授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在2015年4月11日香港中文 

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的”香港法律研究學生座談會“中發表了“How 

to eat an elephant—some thoughts on the essentials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匯報。

助理教授 Daniel PASCOE 博士在2015年1月3日至12日於多哈舉行

的“哈佛法學院全球法律與政策研究坊”中發表了“Investigating 

the Practice of Diya in Death Penalty Cases”匯報。

於2016年5月21-22日台北舉辦的第12屆亞洲法律機構會議上發表

題為“Situating the Practice of Diya within the Death Penalty and 

Clemency Literature”的匯報。

助理教授揚帆博士2015年1月12日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發表由

註冊調解員協會東亞分會主辦的夜話，“The Proper Law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English and Mainland Chinese Cases 

Compared”。

於2015年4月23-24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包括聯合國國際

貿易法亞太地區中心、新加坡律政司署、新加坡律政部、新加坡

法律學會、新加坡管理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聯合國

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新加坡研討會：《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

公約》35週年——成就與看法」上發表匯報，“The Future of the 

CISG in Asia Pacific”。

委任

助理教授揚帆博士獲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委任為一宗機構仲裁之唯一

仲裁員。

會員

助理教授 Eugene LIM 博士為紐約國際商標協會學術教授組成員。

訪問

助理教授 Daniel PASCOE 博士於2015年1月19日在維也納接受 

奧地利廣播關於印度尼西亞死刑判決的近期發展的訪問。

在2015年1月29日於新加坡接受亞洲新聞頻道「洞察力」節目關於

印度尼西亞死刑與寬大處理的電視訪問。

榮譽

陶榮博士獲選為Finance Monthly Global Award 2015 年度調解

律師（香港）。

獲Who’s Who Legal: Mediation 2015選為295名世界頂級調解員

之一。

獲Who’s Who Legal: Artritration 2016 選 為 8 1 6 名 傑 出 人 士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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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通訊編輯委員會感謝蔡迪雲小姐、郭曉亭小姐、郭思琪小姐、程之又小姐、徐迪小姐，
以及其他負責籌備此通訊的職員。陳志軒先生（主編）、李瀟博士、Michael BECKETT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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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六名教職員獲得
2015-2016優配研究金

城大法律學學士畢業生贏得傅爾布萊特
獎學金朝美國聖母大學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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