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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寄語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一直都站在法律教學與研究的前沿。為提

升研究文化，我們於2016年10月舉辦了研究研習營。法學院的學

術人員在研習營上發表自己的研究計劃或論文草稿，並邀請同事

給予意見。本次研習營旨在鼓勵同事們分享研究進度並從中獲得

反饋，從而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研究質素。

在2016-17年度“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申請

中，城大法律學院亦取得佳績：我院四位教研人員，分別為丁春

艷博士、Andra Le Roux-Kemp 博士、Rebecca Ong 博士及趙亮

博士，都成功獲得研究金。事實上，法學院提交“優配研究金”

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所有申請，都是高質素的研究計劃，

內容涵蓋不同法律及跨學科領域，我們實在引以為傲。

與此同時，為擴大與世界各地法律學者的聯繫，我們學院也舉辦

了多個不同類型和主題的講座和研討會，例如：第二十一屆戈夫

仲裁講座 (Goff Arbitration Lecture)、第四屆兩岸四地衛生法與生命

倫理論壇、中國司法改革研討會和亞洲消費者保護研討會。在第

二十一屆戈夫仲裁講座上，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澳洲高等法院

大法官 Robert French AC 以“仲裁 — 私人與公共利益之維度”為

題，為我們作了一個專題演講。

我們亦積極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大學建立聯繫。本期通

訊中，我們的時任副院長陳磊博士接受了採訪，講述我院目前與

其他法律學院的聯繫及我院的未來計劃。就對外合作的最新動向

而言，我們與來自普通法和民法國家的一些著名法學院已經簽訂

了學生交流項目或雙學位課程的合作協議。作為亞洲最具活力的

法學院之一，我們將繼續與合作夥伴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尋求新

合作夥伴，並為學生開拓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一如往昔，在本期通訊中，修讀不同課程的學生亦獲邀與讀者分

享他們在城大的學習經歷及體驗。我相信讀者必定會對這些分享

感到興趣。這本通訊的內容亦包括法律學學士畢業生李冠倫與法

學專業證書林曉婷同學的故事。去年，李冠倫榮獲“英國志奮領

獎學金” (British Chevening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赴劍橋大學

修讀法律碩士課程；林曉婷榮獲“張奧偉爵士紀念基金法學專業

證書獎學金”(Sir Oswald Cheung Memorial Fund PCLL Scholarship)，

成為首名獲得此項獎學金的得獎者。

在模擬法庭比賽方面，我院的

隊 伍 於 2 0 1 6年 1月 舉 行 的 “ 第

11屆 Susan J. Ferrell 跨文化國際

人權法模擬法庭辯論賽  (Susan J 

Ferrell Intercultural Human Rights 

M o o t  C o u r t  C o m p e t i t i o n )”

不 單 勇 奪 冠 軍 ， 而 且 亦 在

比 賽 中 贏 得 “ 最 佳 備 忘 錄 ”

與 “ 最 佳 辯 論 員 獎 ” 兩 個 獎

項。至於在 2016年 3月於 城 大

舉 行 的 “ 維 斯 ( 東 方 )  國 際 商 事 仲 裁 法 庭 辯 論 賽 ” 

(Vis (East) Moot) 中，我們獲得了“Eric Bergsten最佳原告備忘錄”

和“Fali Nariman 最佳被告備忘錄”兩個獎項的提名。隨後，

我院的代表隊在布達佩斯的比賽中奪得冠軍頭銜，並最終在維

也納舉行的“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Vis Moot) 中

獲得“Werner Melis 最佳被告備忘錄”獎項的提名。2017年 

2月，我院代表隊在“菲利斯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 (Philip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的香港地區賽中奪

得亞軍，以及“最佳被告備忘錄”和“整體最佳備忘錄”三項大

獎。

另一項我要宣佈的好消息是，在近期舉辦的“曼弗雷德•拉克斯

國際空間法亞太區模擬法庭辯論賽”(Lachs Moot) 中，我們的學生

表現十分出色。他們一路披荊斬棘進入了決賽，最終雖以稍微分

數落後未能奪魁，但仍奪得了亞軍榮譽及最佳備忘錄第二名。不

久前，我院代表隊已成功打入今年在維也納舉辦的“維斯國際商

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的淘汰賽。我以我們的學生為榮，並感

謝與他們一起努力備賽的各位教練。來年，城大法律學院將慶祝

成立30周年。我們歡迎各位到屆時蒞臨参加各項慶祝活動，特別

是計劃於2018年3月初舉行的慶祝晚宴。

我希望各位會喜歡閱讀本期通訊，借此加深對我們的了解。 

歡迎各位來函ghowells@cityu.edu.hk提出建議，跟我交流。

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

法律學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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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副院長陳磊博士就法律學院的對外合作項目最新動向接

受我們的採訪。

問：城大法律學院該如何把國際化議程加入其教學及研究當中？

陳：城大法律學院致力於舉行多樣性的學術、教育和公共活動。

法律學院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和創新的時期，但同時亦要

面對來自法律學術界在研究、教育和社會參與上的挑戰。

通過與世界一流法律學院所建立的優質且深厚的關係網絡，城大

法律學院正計劃與他們合辦雙學位課程、暑期課程、協作教學、

建立數據庫以及在學院教研人員的研究方面開展合作。國際化與

校園生活的各方面都息息相關，其中也包括研究和教學這兩方

面。

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們很高興能夠通過舉辦一些學術研討會獲得

國際性的曝光機會，並因此得到有潛質的研究夥伴關注。在教學

課程方面，城大法律學院提供了一系列豐富且具學術創新性和跨

學科視角特色的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模擬法庭課程將理論與

實踐相結合，給予學生獨特的學術體驗。該課程的亮點是在法律

學院內進行模擬審訊，並由專家評審評判。評審團一般由一名來

自香港司法機構的專業人士、一名知名學者以及一名傑出律師組

成。除此以外，我們亦為學生提供在不同國家實習和在內地法院

實習的機會。我們希望法律學院的學生群體變得更具多樣性和更

加國際化，並希望可以招收更多來自不同國家、高質素的哲學博

士生。如今全球法律服務的界限日益縮小，增強我們學生的國際

法律知識和實踐經驗，這無疑有助提升他們日後在市場上的競爭

力及就業機會。

問：陳博士是否可以向我們介紹一下目前我們學院與其他法律學

院和大學的合作有些什麼新進展？

陳 ： 我 們 一 直 都 積 極 尋 求 與 中 國 內 地 、 新 加 坡 、 美 國 、

英 國 和 澳 洲 的 一 流 大 學 合 作 。 雖 然 我 們 已 經 與 一 些 大 學

建 立 了 穩 固 的 合 作 關 係 ， 但 我 們 仍 在 進 一 步 繼 續 擴 大 合 作

版 圖 ， 尋 找 更 多 世 界 一 流 的 學 術 合 作 夥 伴 。 自  2 0 1 5  年 開

始 ， 我 們 已 與 來 自 普 通 法 和 民 法 國 家 的 法 學 院 簽 訂 了 1 0

個 學 生 交 流 項 目 或 雙 學 位 課 程 項 目 的 合 作 協 議 。 新 合 作 夥

伴 包 括 中 國 內 地 的 清 華 大 學 和 中 山 大 學 ； 美 國 的 埃 默 里 大

學 (Emory University) 和福坦莫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台灣地區的國立台灣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英國利茲大

學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L e e d s ) ；

新 加 坡 管 理 大 學  ( S i n g a p o r e 

Management University)；瑞士

佛里堡大學 (Fribourg University)； 

以 及 愛 爾 蘭 都 柏 林 大 學 學 院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進 一 步 鞏 固 “ 環 球 法 律 教 育 及

認知課程  (G-LEAP)”的工作亦已

開 展 。 在 與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學 院

(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和澳洲

莫納什大學 (Monash University)緊

密合作的基礎上，我們繼續尋求機會與世界各地優秀法律院校合

作，進一步擴展這個課程。

除了“環球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法律學院還與德國明斯特

大學 (University of Münster) 合作，安排城大學生前往明斯特大學

就某一特定法律領域開展獨立研究。我們亦繼續與上海華東政法

大學合作舉辦法學學士交換生項目。更值得一提的是，城大法律

學院成功與廣州中山大學合作開辦法學學士和法律博士雙學位課

程。

法律學院在跨院校合作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但我們仍會繼續

努力加強與世界各地不同法學院的合作，為學生創造更多多元化

的學習機會。

問：未來在加強法律學院的對外聯繫合作方面，你有什麼新的計

劃？

陳：我們的未來計劃包括：

• 分別與澳洲國立大學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和美國埃默

里大學合作，開辦法學博士雙學位課程；

• 分別與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荷蘭

馬斯特里赫特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挪威卑爾根大

學 (University of Bergen)、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 ingapore)  以 及 南 非 史 德 蘭 波 希 大 學  (Ste l lenbosch 

University) 和開普敦大學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制訂學生交

流項目協議；

• 尋求機會與合作夥伴共同開辦暑期課程；及

• 在法律學院的法律博士課程和哲學博士課程招生方面，積極

找尋合適的市場和渠道去推廣有關課程。

採 訪 法 律 學 院 
副 院 長 陳 磊博 士

通訊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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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春艷博士的研究項目為“中

國醫療過失案件中的精神損害

賠償”，獲資助 $366,880。

Rebecca Ong 博士的研究項

目為“構建數據洩漏通知框

架以加強企業及組織資料的

保密措施”，與崔永康教授 

(城大)及 Sandy SABAPATHY 博

士(諾丁漢大學)合作進行研

究，獲資助 $559,920。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的

研究項目為“悔恨：刑事量刑

以被告懺悔作為減刑因素之跨

學科及綜合方法研究”，獲資

助 $465,464。

趙亮博士的研究項目為“中國 

1992 年海商法對中國 FOB 賣方

的保護：是否在司法實踐中獲

得？”，獲資助$329,000。

恭 賀
四名 教 職 員喜 獲 

2 016 - 2 017優 配 研究 金 / 
傑 出 青 年 學 者 計 劃 資 助

通訊焦點

研究資助局最近公佈了 2016-17 年度“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

年學者計劃”的資助名單。一如以往，城大法律學院繼續傳承、

推動研究氣氛，並取得至少四個在法學及跨領域的“優配研究

金”/“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研究資助。

此四個計劃共取得超過一百七十萬港元資助。四位獲資助的教

職員包括(排名按英文姓氏順序)：丁春艷博士、Andra Le Roux-

Kemp 博士、Rebecca Ong 博士、及趙亮博士。“優配研究金”

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競爭激烈，欣悉上述教職員的努力取得

成果，我們謹向他們致以熱烈祝賀。另外，部分教職員的申請也

達到可資助的水平，其項目將會得到校內撥款資助。

我們對在這次申請中所有付出辛勞、提交高品質研究課題的同事

表示感謝，亦鼓勵此次未能成功的教職員，他們的努力不會白

費，更可以先前提交的研究計劃書內容為藍本，積極準備下一輪

的申請。

四項獲資助的研究項目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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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移民政策一向備受關注。自特朗普政府

上台以來，他對移民政策進行了一系列徹底改變。新的移民政策

引起了廣泛爭議和激烈批評。

2017年3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榮幸地邀請到埃默里大學

法學院院長 Robert Schapiro 教授就當代話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及

美國移民政策的未來”發表公開演講。 

講 座 由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院 長賀嘉倫教授 ( P r o f e s s o r  

Geraint Howells) 致歡迎辭揭開序幕。他歡迎所有觀眾，並介紹了

Schapiro 教授。

“三分之二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已經在那裡生活十年或更長時間，

這使得移民政策變得相當複雜，”Schapiro 教授在演講伊始提

出。簡要描述美國移民和移民法的背景後，Schapiro 教授重點

解讀了美國移民政策中備受爭議的問題，包括奧巴馬總統的“延

期行動”計劃，以及特朗普政府下的“行政命令”和“新行政命

令”。

法律學院舉辦“私法及市場法律研
究— 21世紀面臨的挑戰”學術會議

城大法律學院於2017年2月23-25日舉行為期3日的“私法及市場法

律研究”學術會議。

為達到不同的討論目的，會議討論採用不同的形式，包括研討

會，小組討論和研究分享。

Martin Ebers 博士在研討會上分享了關於人工智能與法律條文適用

的研究。他以一宗自動驅動汽車的案例切入，分析了傳統法律條

文規定的法律責任適用在由人工智能而引發的人生傷害、損失問

題上，是否有所欠缺。

研討會後，兩本雜誌（《歐洲司法評論》及《歐洲消費者及市場

法律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各自進行了獨立的小組討論。香港城

市大學的 André Janssen 博士和 Mateja Durovic 博士分別主持了這

兩個討論。

2月24日舉行的研究分享上，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致歡迎辭

時，向在座的嘉賓講者分享了法律學院近年的最新發展，包括即

將到來的30週年院慶、法律學院優質的教員和學生、日益壯大的

法律學院校友會及法律學院與內地律師之間強大的連繫。

會議的組織者借今次的機會，邀請了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賀嘉倫

教授、陸飛鴻教授、陳磊博士及丁春艷博士分享各自在商業法上

的研究。他們的分享引起了嘉賓講者們的激烈討論，亦加深了他

們對商業法近期在歐洲、亞洲發展的了解。

在下午的分享中，每位嘉賓講者用15分鐘的時間，向聽眾們展示

介紹他們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們從法律理論到法律問題，再

由研究方法到最後得出結論，不僅將私法在歐洲的最新發展一向

大家介紹，也為在座學者在研究方向上提供了新的啟示。

本次會議在兩本學術期刊編輯組委員會的再一次獨立討論中

結束。參加本次會議的歐洲嘉賓講者包括：德國歐斯納布魯

克大學的Christoph Busch、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的 Walter 

Cairns、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 Jessy Emaus、意大利費拉拉
Schapiro 教授也在講座中闡述了美國移民政策的主要法律問題，

包括總統針對特定國家在移民區實行特殊待遇以及允許某些非法

移民在美國繼續居留的權力，法院審查移民區總統行動的權力，

以及華盛頓和維吉尼亞州在挑戰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方面的作

用。

60 多名學者，法律界從業人士和學生參加了是次講座。演講後，

參與者踴躍提問，與講者積極互動。最後，賀教授感謝 Schapiro

教授富有洞察力和引人深思的演講，並代表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向

講者贈送紀念品。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美國移民政策
的未來”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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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 Alberto de Franceschi、比利時列日大學的 Jean-

Francois Gerkens、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的 Florence G‘sell、英

國艾希特大學的  Luzak Joasia、德國科隆大學的 Rolf Jox、

荷蘭蒂爾堡大學的 Vanessa Mak、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

的 Kristin Nemeth、德國拜羅伊特大學的 Rupprecht Podszun、

意大利英蘇布里亞大學的 Barbara Pozzo、荷蘭鹿特丹大學

的 Harriet Schelhaas 以及比利時荷蘭語天主教大學及安特衛普 

大學的 Matthias Storme。

城大舉辦“亞洲消費者保護—	
過去，現在及未來”研討會

2017年1月13-14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在校內舉辦了關於亞

洲消費者保護的研討會。是次研討會由城大法律學院與赫爾辛基

大學法學院合辦。約20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日本，新

加坡，澳大利亞，印度，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商法領域的相

關知名專家學者雲集城大，從不同角度分析亞洲消費者保護法。

會議由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致歡迎辭揭開序幕。賀教授介紹了本次會議的背

景和目的。他亦特別感謝海外的講者遠道而來參加本次會議。

第一天的研討會分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由我院 André Janssen

博士主持，集中發表國家報告。亞洲知名學者依次就其國家的

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作簡要介紹，重點介紹案例法、實踐、改革

辯論及對其法律的影響。受邀在本環節發言的講者包括中國青

年政治學院法學院金晶博士，印度大學法律學院 Ashok Patil教

授，東京大學法學院 Hisakazu Hirose 榮譽教授，澳門大學法學

院魏丹教授，城大法律學院賀嘉倫教授，Mateja Durovic 博士

及 André Janssen博士，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 Gary Low 博士，

馬來西亞大學法學院 Zalina Zakaria 博士，越南司法部法律研究

所 Cuong Van Nguyen 博士與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法律學院 Aimpaga 

Techapikum 博士。

第二個環節由 Mateja Durovic 博士主持，八位來自非亞洲國

家的講者，即科廷大學法學院 Eileen Webb 博士，悉尼大學商

學院 Gail Pearson 教授、法學院 Luke Nottage 教授，印第安

納大學麥肯尼法學院 James Nehf 教授，里昂天主教大學法學

院 Michel Cannarsa 博士，費拉拉大學 Alberto De Franceschi 博

士，歐洲大學學院 Hans-Wolfgang Micklitz 教授與赫爾辛基大

學 Marta Cantero Gamito 博士，圍繞“信息和退出權”，“貨物

銷售”，“不公平條款”，“產品責任”，“產品安全”，“適

應數字時代”，“不公平商業慣例”和“訴諸司法”，通過對比

歐盟、美國及澳大利亞，對亞洲消費者保護法的發展發表評論。

第二天的會議由 Hans-Wolfgang Micklitz 教授主持，集中探討亞洲

消費者保護法案例研究，目的是找出在實踐中如何解決消費者相

關問題。每位亞洲講者從其國家角度就產品責任和產品安全、消

費產品，及電信服務發表演講。

最後一個環節由賀嘉倫教授主持，重點關注全球視角下的亞洲法

律。來自世界各地的講者從歐盟、美國、澳大利亞、南美、聯合

國、東盟以及非洲視角對亞洲消費者保護法進行評論。開普敦大

學法學院 Tjakie Naude 教授通過 Skype 參加最後一個環節的會議並

從非洲的角度分享了她對亞洲相關法律的看法。

為期兩天的會議以賀嘉倫教授和 Hans-Wolfgang Micklitz 教授的致

辭作結。他們感謝所有的會議發言人對會議的貢獻。是次會議富

有成果，發人深思，整個會議的氣氛熱烈。消費者法領域專家在

會上發表的深刻見解對該地區消費者保護的發展意義重大。本次

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不久將輯錄成書出版，預計有關的出版物必會

成為消費者保護法方面的其中一部權威性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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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舉行 2 0 1 6年
度畢業典禮

2 0 1 6 - 1 7 	 入學獎學金、模擬法庭	
比賽傑出表現及課外活動優秀表現
頒獎典禮

2016年10月20日，城大法律學院舉辦了盛大的2016-17入學獎學

金、模擬法庭比賽傑出表現及課外活動優秀表現頒獎典禮。得獎

學生及其家人、嘉賓、模擬法庭比賽導師、大學要員及學院老師

均踴躍出席典禮。得獎學生對獲獎感到欣喜，並認為這些獎項對

他們有莫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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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表示，祝賀獲獎的隊員與學生並感謝其中學校長、家人及導師

們悉心的指導與無限量的支持。

兩名學生(一名法律學學士及一名法律博士)榮獲2016-17入學獎學

金，城大秘書長林群聲教授蒞臨頒獎予得獎學生。

於2015-16年度，學生在多項地區的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奮勇拼

搏，並取得優秀成績。這些比賽包括：

• 2016 菲立斯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香港地區賽

- Best Respondent Memorial in the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 維斯（東方）香港區預賽及第 13 屆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

裁模擬法庭辯論賽

- Honorable Mention for Eric Bergsten Award Best Claimant 

Memoranda

- Honorable Mention for Fali Nariman Award Best Respondent 

Memoranda

- 10th out of 115 teams after General Rounds

- 8th Finalist for the David Hunter Award for Prevailing Team in 

Oral Arguments

- Honorable Mention for Neil Kaplan Award for Best Oralists

- In the Vis (East) Pre-Moot Hong Kong, one of the team members 

won the best speaker award

• 第 6 屆布達佩斯預賽及第 23 屆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

論賽

- Championship (out of 52 teams) in the 6th Annual Budapest 

Pre-Moot for the Twenty Third Annual Willem C. Vi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 Honorable Mention for Werner Melis Award Best Memorandum 

for Respondent in the 23rd Annual Willem C. Vi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in Vienna

• 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比賽 2016

- Quarter-finalist

2016年12月12日晚，城大法律學院2016年度畢業典禮於劉鳴煒

學術樓黃翔羅許月伉儷講堂隆重舉行。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法官，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和畢業生代表法律學榮譽學士鄭希琳同學分別在

典禮上致辭。出席典禮的嘉賓還包括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楊振權副庭長及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近六百名來賓包括學院教

師和法律學榮譽學士、法學專業證書、法律博士、仲裁及爭議解

決學法學碩士/法學碩士（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法學

博士和哲學博士的畢業生及其親友，出席是次畢業典禮，共同見

證了這莊嚴的一刻。

馬官在致辭時提到“法律是一門富哲學色彩而又講求實踐的學

問。理性作為法律的根基，把法律的哲學基礎與其實際應用連繫

起來；這種連繫正好引領我們探討今日香港的情況。”他解釋法

院和法官每天都會作出重要的判決，這些判決均須詳列理由，好

讓公眾得悉法律、法律原則和法律精神均已遵循。他強調法律對

港人意義重大並希望各位法律系畢業生真正理解法治的涵義，日

後致力維護法治。

賀教授祝賀在座畢業生並致謝一群引領學子們追求法律知識的學

院教員。他亦感謝學生家人和朋友的無限愛護和支持。“各位今

天畢業了，這是最佳的畢業時機，你們能夠見證全球與本地的重

大轉變、挑戰和機遇。”賀教授鼓勵畢業生們深刻反思在學院所

學的一切，探索新知，迎接挑戰。

畢業生代表鄭希琳同學在畢業感言中感恩師長、同窗和父母的支

持與幫助。她對各位畢業生們說：“畢業不是終結，而是人生旅

程的新開始。我們已經邁出第一步，成功走到今天的畢業典禮；

如今是邁出人生下一步、開創未來的時候了。”

飲美酒，品佳餚，共享畢業的喜悅，共話離別的眷念。這是一個

令人難忘的夜晚，標誌著2016年度城大法律學院畢業生啟航人生

的新旅程。法律學院再次衷心祝願全體畢業生前程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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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取得優秀成績的背後全靠同學的努力及付出，以及學院及導

師們提供強大的支援及訓練。學院欣見同學的努力及全力以赴的

表現。學院很榮幸邀請了喇沙書院唐煥星校長出席此典禮。唐校

長致辭以支持其書院校友唐英豪榮獲 Best Respondent Memorial in 

the Hong Kong Regional Round of 2016 Philip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 (2016 菲立斯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香港

地區賽) 並分享其喜悅。

城大法律學院模擬法庭辯論總監 Mark Kielsgard 博士表示，喜見

參賽同學們努力不懈、齊心協力備賽，他們願意花上長時間準備

比賽，從而少了時間與家人及朋友相聚。

高級特任講師John Burke先生介紹了課外活動優秀表現獎的目

的—為表彰學生在課外活動中取得的傑出成就，包括校內體育比

賽，社區活動及為法律學院服務。兩位得獎者亦分享了他們參與

課外活動對其個人發展的經驗。

活動當天，賀欣教授首先分享撰寫研究計劃書的方法。他介紹了

優配研究金(GRF)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ECS)的評審準則，然後再分

享成功申請研究金的經驗。研資局(RGC)提供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

年學者計劃予學者作學術研究。取得這些資助不但可建立學者的

名聲，亦讓他們有機會對所屬的學術範疇作貢獻。賀教授提及研

資局計劃書評委小組的組成及一些成功取得研究金的要訣，包括

清楚界定研究方法，項目協作人及研究對整個學術範疇的重要性

等等。

法律學院研究研習營

2016年10月6日，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在帝京酒店首次舉辦研究研習

營(Research Retreat)。是次研習營是個好開始，讓教員分享研究成

果及從中獲得反饋。

及後，各教員分享自己的研究進度和已完成的項目。他們包括：

助理教授 Daniel Pascoe 博士－量刑寬減的比較與實證研究；助

理教授 Julia Tomassetti 博士－交易平台、計算程式與合同；副教

授 Surya Deva 博士－‘假使路障依然存在’：取得工商企業與人

權公約的特殊進路；助理教授 Mateja Durovic 博士－商業法；助

理教授毛潤清博士－私隱權；助理教授陳志軒博士－民事司法制

度的實證研究與程序評估。 

研究研習營由院長賀嘉倫教授致辭作結。他感謝各教員出席、分

享研究成果和交換意見；亦望可將討論氣氛帶回學院和午間講

座，令學院更添活力。法律學院過去幾年在申請研究金方面取得

佳績，他期望來年我院會有更多高質素的計劃書。

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資料保障法研討會

香港城市大學9月9日舉行研討會，與世界著名資料保障法專家探

討資料保障法的發展，並就如何應對科技革新對其帶來的沖擊發

表意見。

城大法律學院與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合辦這場以“資料保

障法律在資訊世代的發展”為主題的研討會，旨在促進區內交

流。是次研討會亦是為慶祝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成立二十

周年而舉辦。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先生，城大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郭

位教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鵬先生與城大法律學院院

長賀嘉倫教授出席研討會並致開幕辭。

黃繼兒先生指出在資訊領域的急速轉變下數據被非法搜集、保

存、處理及使用所涉及的風險。作為研討會主禮嘉賓，陳岳鵬

先生表示科技進步對信息流動與個人數據保護之間的平衡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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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他認為，“找到適切的應對方案需要仔細研究與不斷反

思”。郭位教授強調資料私隱的重要性。他表示從個體被尊重的

程度可以看出社會是否進步。開幕式最後以賀嘉倫教授介紹城大

法律學院在推動香港專業教育與回饋社會方面的使命作為結尾，

他說：“是次活動的舉辦顯示了我們法學院、我們學校積極參與

對公民未來有影響的重大問題的討論。”

會議分為三個環節，分別由城大法律學院教授朱國斌教授、城大

副教授丁春豔博士、Mark Parsons先生主持。超過十位來自中國 

大陸、香港、澳門、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德國的專家發表

演講。

第一環節主要探討中國的私隱權法。夏正林教授（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副院長），范進學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朱

新力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院長），趙秉志教授（北京師範

大學法學院院長），姚輝教授（人民大學法學院），馮文莊博士

（澳門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主任）與 Mark Parsons 先生（霍金路

偉律師行合夥人）就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私隱保護與資料保障

法律的發展發表意見。

第二環節主題為亞洲的私隱權法，講者包括 Nohyoung Park 教授

（韓國高麗大學法學院教授），Zechariah J H Chan 先生 (新加坡

李及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與 Jillian Chia 女士（馬來西亞思紀齡律

師事務所合夥人）。他們分別暢談母國法律系統下資料保障法律

的發展。

在最後一個經驗分享環節，Peter Rott 教授（德國卡塞爾大學教

授）圍繞“資料保障法作為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組織如何促

進資料保障法律的實施”進行了探討。John Bacon-Shone 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則分析二十年以來在重大的

政治與技術變革的背景下香港私隱範疇的轉變。YB Yeung 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兼任教授）分享他對於網絡安全問

題與從安全角度如何加強個人資料保護問題的看法。

最後，賀院長再次感謝所有來賓的光臨，特別感謝了香港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為是次研討會所做的寶貴貢獻。總體來看，是次

研討會成果豐碩。除了法律界的專家學者，約有50位學生及相關

從業者列席研討會並藉此學習資料保障領域前沿的研究成果。 

法律學院舉辦圓桌會議探討消費者
信貸、債務與破產等前沿問題

2016年9月2日，來自亞洲及歐洲的商法領域的相關知名專家學者

雲集香港城市大學，參加法律學院舉辦的“消費者信貸、債務與

破產”圓桌會議。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主持會議。同時獲邀在會議上與賀教授一起

就“從比較視角看責任貸款的程度”主題發表演講的學者還有利

茲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Sarah Brown博士以及城大法律學院研究助

理鄧詩齊女士。肯特大學法學院院長 Toni Williams 教授則發表題

為“責任轉移作為一种規管手段的反思：以信貸為例”的演講。

另外，城大法律學院助理院長陸飛鴻教授圍繞另一個熱門話題“

香港群眾募資的規管：一種後發優勢”進行了探討。最後，肯特

大學法學院 Iain Ramsay 教授在題為“21世紀個人破產制度的思

考”的論文報告中分享自己對個人破產制度的獨特見解。

此次會議吸引了諸多學生，學者與相關從業者前來參與。他們在

提問環節積極踴躍，與講者有諸多互動及探討。此次會議進一步

激發了人們對目前全球範圍內出現的信貸責任方面的相關問題以

及消費者金融產品的法律及其他規制方面問題的研究興趣。

城大法學院舉辦第六屆國際替代性
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比賽

2016年7月5日至9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主辦了第六屆國際

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比賽。該比賽是全球首個將調解及

仲裁融入法庭辯論以解決商業糾紛案件的模擬法庭比賽，首屆於

2010年由城大法律學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攜手舉辦。今年，比賽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

裁委員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中心及澳

洲科廷大學法學院 (Curtin Law School) 協辦。

7月5日（週二）傍晚，城市大學迎接了比賽隊伍與各地賓客。參

加開幕式的嘉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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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資深大律

師黃惠沖、城大署理校長葉豪盛教授，以及科廷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 Eileen Webb 博士和 Vernon Nase 博士。

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模擬法庭比賽總監 Mark Kielsgard 博士

介紹主禮嘉賓並認同各參賽隊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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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豪盛教授表示城大很榮幸能主辦是項比賽，這與城大重探索求

創新課程的一貫宗旨不謀而合。他鼓勵學生暢遊香港，祝願隊伍

取得優異成績。

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資深大律師黃惠沖評論說，在香港，

爭議解決機制欣欣向榮；香港作為替代性爭議解決中心的競爭力

亦正日漸提升。他非常高興看到這一比賽在香港舉行。

王文英博士激勵參賽學生抓住機會在香港結識新交。她也鼓勵有

興趣的學生申請參加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實習。

Eileen Webb 博士為科廷大學法學院與城大法律學院進行合作感到

興奮，並期待在香港度過未來一週。

開幕式最後，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強調所有人都已經是贏家。

今年，共有來自8個不同法治地區的17支隊伍參與角逐。在兩天

激烈的循環賽後，八支隊伍挺進了仲裁程序的八強決賽，他們是

莫納什大學（澳洲）、香港城市大學（香港）、馬薩里克大學 

（捷克）、莫道克大學（澳洲）、香港樹仁大學（香港）、金達

爾全球法學院（印度）、焦特布爾國立法律大學（印度）與伊迪

斯科文大學（澳洲）。同時，四支隊伍躋身調解程序四強賽，他

們分別是金達爾全球法學院、莫納什大學、果阿大學薩爾高卡法

學院（印度）以及莫道克大學。

八強決賽與半決賽後，兩支澳洲隊伍莫納什與莫道克會師決賽。 

7月9日上午，決賽在三位國際級仲裁員與一位調解員的裁判下舉

行；裁判包括 Peter Caldwell 先生、Sheila Ahuja 小姐、龍雲本先

生及楊洪鈞先生。楊洪鈞先生還在仲裁程序之後的調解程序中擔

當了調解員。

7月9日晚，頒獎晚宴假萬麗海景酒店舉行。莫納什大學最終在仲

裁程序中拔得頭籌，而來自莫道克大學的 Katrin Long 女士則榮

膺“唐厚志教授最佳調解員獎”。不少大賽裁判及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教授也參加了晚宴。法學院院長賀教授與Kielsgard博士

感謝晚宴贊助人，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鄭家成先生，並恭賀所有

隊伍：他們都表現得十分出色。最終，在參賽隊員勝利的笑容和

友好的氣氛中，第六屆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比賽畫

上了圓滿的句號。

得獎名單

獎項	 獲獎者	

客戶扮演最佳個人獎	 Kala Campbell (莫道克大學) 

循環賽排名最高隊伍	 莫納什大學 

鼓勵大獎 俄羅斯國立司法大學 

最具模擬法庭比賽	
精神大獎	 加查拉達大學 

最佳調解員—循環賽	 Stephanie McCulloch 
（莫納什大學） 

最佳隊伍—循環賽	
（調解程序）	

莫納什大學

最佳書面陳述（原告）	 國立交通大學 

最佳書面陳述（原告）	
—	亞軍	

馬薩里克大學

最佳書面陳述（被告）	 國立交通大學 

最佳書面陳述（被告）	
—	亞軍	

希達葉圖拉國立法律大學 

最佳調解員亞軍	 Stephanie McCulloch  
(莫納什大學) 

唐厚志教授最佳調解員獎	 Katrin Long (莫道克大學) 

最佳辯論員—循環賽	
（仲裁程序）

Vicky Lau (香港樹仁大學) 

決賽亞軍隊伍	 莫道克大學 

決賽冠軍隊伍	 莫納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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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海事大學代表團	
訪問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

城大舉辦第四屆兩岸四地衛生法	
與生命倫理論壇

2016年5月12-13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榮幸地在校園舉辦了

第四屆兩岸四地衛生法與生命倫理論壇。前三屆論壇分別在中國

南方醫科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與澳門大學舉辦；是次論壇為該系

列論壇的第一輪畫上了完美的句點。約50名來自內地、臺灣與港

澳的專家學者及律師齊聚城大，就醫療糾紛的非訴訟解決機制交

流彼此觀點。

是次論壇由城大法律學院、中國衛生法學會與南方醫科大學合

辦。開幕式上，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陳磊博士向與會嘉賓介紹了

城大及其法律學院，並熱烈歡迎了大家的光臨。其後，中國法律

服務（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杜春先生、中國衛生法協會副會長

及衛生法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姜虹教授、臺灣財團法人立夫醫藥

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穎曾女士分別致辭，預祝論壇圓滿舉

行。

論壇分為六組進行討論，分別涵蓋了醫患關係與醫療糾紛、在大

陸、臺灣與其他法域之醫療糾紛非訴訟爭議解決、醫療責任風險

之管理與分擔、及醫療過失之法律責任等議題。林穎曾女士、賴

萊焜教授（中華國民健康政策于法律學院理事長）、丁春艷博士 

（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柯慶華醫生（澳門衛生局醫療活動

申訴評估中心）、嚴金海教授（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代

院長）與何江山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擔任了各小組討論

的主持人。

在論壇中，各項報告不但探索了醫療糾紛爭議解決的各個問題，

還反映了時事熱點，例如中國公民赴韓整容醫療糾紛及最近的疫

苗醜聞等。專家的激烈討論有望作為立法機關在今後立法上的重

要參考，並有助設立有效的醫療糾紛爭議解決機制。

衛生法學國際研究院院長河山教授與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

教授(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最後發言，宣佈了論壇的圓滿結

束。是次論壇凝聚兩岸四地衛生法學與生命倫理領域的精英，搭

建了溝通兩岸四地的橋樑，促進了衛生法學與生命倫理的研究發

展。

大連海事大學副校長劉正江教授率領代表團 6 月 17 日訪問香港城

市大學法學院，旨在增強雙方的合作關係。

大連海事大學代表團成員包括航海學院院長戴冉教授，輪機學院

副院長程東教授，教育學院副院長劉順博士，工會主席劉志華女

士及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邵廣先生。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

院長陳磊博士、副教授何江山博士和助理教授趙亮博士接待了來

訪人員。

劉正江教授感謝城大法律學院的熱情接待並介紹了此次來訪人員

及交流的目的。

陳磊博士對大連海事大學代表團的來訪表示歡迎。他向代表團成

員簡要介紹了城大的歷史。他指出城大發展突飛猛進。在國際高

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最新公佈的 2016 年亞洲

最佳大學排名榜中，城大位列第七位。陳磊博士從法學院的發展

歷史、師資力量、國際化水平，學科設置和研究中心等方面介紹

了學院的基本情況。

趙亮博士介紹了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法學碩士課程（海

事法與運輸法）及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計劃；並藉此機會歡迎大

連海事大學的學生入讀城大法學碩士課程並申請獎學金。

雙方就暑期項目、內地畢業生留港工作機會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期盼將來在學術和學生交換方面有更全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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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邦德大學代表團訪問城大法律
學院

2016年5月11日，澳洲邦德大學法律學系一行二十二人來訪城大

法律學院，代表團包括三位老師以及十九名同學。三位來自邦

德的老師分別是法律事務訓練課程(PLT)的助理教授 Ian Stevens

先生、副教授 Kay Lauchland 女士和中國項目主任及副教授

Terry Gygar 先生。老友重會，別有懷舊之思：Lauchland 女士

與 Gygar 先生都曾在城大法律學院工作，而陪伴他們同遊的城

大法律學院高級特任講師 Michael Beckett 先生則是邦德大學校

友，並曾於彼任教。

城大法律學院高級特任講師 Jack Burke 先生向邦德大學代表團

簡要報告了香港的法制體系與在香港成為律師的程序。Burke 

先生特別留意到城大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 (PCLL) 受到了來自包

括新南威爾士大學、悉尼大學與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在內的澳洲

頂級法學院學子的廣泛歡迎。大家一致認為，澳洲學生整體上

在城大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學習中表現出色，在就業市場上亦

得到僱主看中。Beckett 先生補充說，香港活力四射，是理想的

工作與生活地點；他鼓勵有志在東南亞工作的澳洲學生考慮香

港的工作機會。

城大法律學院成功舉辦	

2016年4月27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成功舉辦“國際法進校

園”公開講座。中國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高風先生和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李詠箑女士分別為城大師生作了題為

《解讀巴黎大會，講述氣候變化》和《國際經濟法爭端解決實

踐－WTO爭端解決與中國》的專題講座。 

高風先生現任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主要負責氣候

變化公約談判等工作。高先生在氣候變化談判、條約法、海洋

法、外交和領事關係相關法律問題、聯合國和反恐事務等領域

具有豐富經驗。

李詠箑女士現任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主要負責世貿爭端解

決、投資協定談判、投資爭端解決等工作。她曾多次參與中國作

為當事方的 WTO 爭端解決案件，具有豐富的世貿爭端解決經驗。 

高風先生在《解讀巴黎大會，講述氣候變化》講座中詳細介紹了

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的成果、中國應

對氣候變化國內工作和下階段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展望。

高先生說：“氣候變化既是科學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發展問

題、技術問題和全球治理問題。”他強調，作為人類面臨的共同

挑戰，氣候變化的治理需要全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並需接受約

束力強的國際法律規範。

高先生在講座中重點解讀了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達成的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巴

黎協定》就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高先生從全球氣候治理的長期目標，國家自主貢獻，發達國家對

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援，透明度和全球盤點等方面詳細介紹了 

《巴黎協定》的主要成果。

李詠箑女士在《國際經濟法爭端解決實踐－WTO爭端解決與中

國》講座中介紹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的範圍、WTO爭端

解決機制的貢獻、程式、烏拉圭回合的改進和中國參與 WTO爭端

解決的概況。

李女士強調，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成功取決於烏拉圭回合談判的

三大改進：第一，它取消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下爭端解決

機制中的被訴方對爭端解決機制啟動的否決權，採用“反向一

致”原則；第二，爭端解決機構(DSB)裁決的生效；第三，WTO 爭

端解決機構可授權勝訴方進行貿易報復，促使敗訴方執行裁決。 

李女士引用巴西訴美國棉花補貼案詳細解釋了WTO爭端解決機制

運轉的原理。她評論說：“國際法事實上加強其約束力是通過制

度設計將壓力轉到敗訴方國內利益集團，從而利用敗訴方國內的

政策博弈來促進裁決執行。”

“國際法進校園”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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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百餘人參與了這個發人深思的講座，其中不乏城中名狀，

如 Philip Boulding 御用大律師、Ian Pennicott 御用大律師與潘

熙資深大律師等。演講結束之後，聽眾踴躍提問，與French大法

官積極互動（提問環節由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Paul Starr 先生

主持）。陶榮博士（城大法律學院仲裁與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

課程主任與建造業議會常務董事）其後致感謝辭，向講者 Robert 

French大法官致謝，也感謝了所有來賓的光臨；同時，他也希望

香港秉持著樂觀進取的精神，在世界法律的版圖上佔據一席之

地。最後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向

大法官致送紀念品，是次講座圓滿結束。

關於講者：Robert French 法官於 2008 年 9 月 1 日出任成為澳洲高

等法庭大法官。他也在法律的不同方面作出了長足的貢獻。他

曾是澳洲首都領地最高法院之增補委員，亦曾任斐濟最高法院委

員。他亦曾擔任澳洲競爭事務審裁庭副主席，並且是澳洲法律改

革委員會的兼任委員。2001年至2005年，French法官擔任澳洲憲

法協會主席。此外French法官也對學界良有貢獻。他在1991年至

1996年間任伊迪斯科文大學校長，2010年成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

士。他也是澳洲法律協會的贊助人與澳大拉西亞法律教師協會的

終身榮譽會員。

中國合同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提升城大法律學院於中國私法	
與商法領域的國際地位

2016年4月15日至16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從不同角度探討中

國合同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由城大法律學院屬下的中

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以及佛羅里達大學管理學系聯合舉辦。多

位來自普通法地區、民法地區、混合法地區以及中國內地知名合

同法專家學者齊聚城大、分享洞見，從比較法角度探討如何促進

中國合同法的發展。 

研討會伊始，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開場講話、歡迎來賓。他介紹了城大作為一所年輕大學

的光輝發展歷程，並且特別指出法律學院是香港法學教育界的

創新者。合辦單位的 Larry DiMatteo 教授（佛羅里達大學 Huber 

Hurst 合同法與法學講座教授）則反思法學界的內涵與使命，同時

闡釋舉辦此類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性。開幕式最後以城大法律學院

副院長陳磊博士講解舉行本次研討會的目的作為結尾。

是次研討會分成六大單元，分別關注“基本原則”、“合同的效

力”、“合同的訂立”、“履行與違約”、“補償與損失”以

及“中國合同法與國際法律法規及中國合同法的未來”。

第二十一屆戈夫仲裁講座：	
澳洲大法官講解“仲裁——私人	
與公共利益之維度”

仲裁曾被視作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私下解決爭端的手段，最近

卻成為法庭與評論家關注的焦點之一。早在1991年，城大法律學

院已預見了香港對專業仲裁員的需求，設置了亞洲第一個仲裁及

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現為法學碩士）課程。戈夫仲裁講座為慶

祝這一課程的誕生應運而生，此後更成為每年舉辦的活動。今

年，城大法律學院與金杜律師事務所、建造業議會聯手再度舉辦

戈夫仲裁講座。第二十一屆戈夫仲裁講座於2016年4月18日假金

杜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舉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澳洲高等法

院大法官 Robert French AC 主講“仲裁——私人與公共利益之維

度”“Arbitration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 Dimensions”）。 

French大法官在講座中主要探討了仲裁的外在公共政策環境與

內在公共政策限制。他引用了所羅門判案的故事討論了仲裁員的

權利範疇。儘管立法者不時懷疑仲裁的性質限制了它對司法程序

的貢獻，事實上，在其發展過程中，仲裁將經濟性、高效性、中

立性與專業性帶到了司法程序中。然而，就算在有利的公共政策

環境下，仲裁也未必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例如，1925年通過

的《美國聯邦仲裁法》就可能將與大企業對抗的原告置於不利地

位，令被告得以從集體訴訟中脫身。由於強制仲裁條款，原告必

須通過仲裁來解決問題，而無法提出訴訟。French大法官引用

了 AT&T v. Concepcion 這一經典案例來作詳細說明。

在總結部分，French大法官指出：首先，我們要小心不要將法庭

判決簡化為親仲裁(pro-arbitration)或反仲裁(anti-arbitration)；其

次，儘管不同法治地區的良性競爭能有效催生創新的爭議解決方

法，我們必須明確司法裁決並不是為了吸引和司法無關的生意。

“很明顯，公共政策的決策方面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French 

大法官評論道。“所有涉及商業仲裁的人都有責任確保仲裁符合

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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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中，韓世遠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羅列了中國合

同法的各項基本原則。基於八項一般規定條款，他探討了中國合

同法的組織架構、規範作用與發展。Christian Twigg-Flesner 教授

（赫爾大學商法學教授）、Ewan McKendrick 教授（牛津大學教

務主任與英國私法學教授）與劉橋教授（昆士蘭大學TC Beirne法

學院副教授）、以及 Martin Hogg 教授（愛丁堡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及債務法學教授）則分別從英國普通法和蘇格蘭法等角度分享了

他們的觀點。講者們比較了中國與他們母國法律系統的合同法的

不同方面，包括訂約自由和誠實信用原則等等。

第二單元的講者包括王軼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學教授）、 

Mindy Chen-Wishart 教授（牛津大學合同法教授）和鄔楓教授

(Professor Lutz-Christian Wolff)（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法律學講座

教授）。王軼教授和鄔楓教授的報告側重探討合同效力的某一

方面——前者側重於強制性條文，後者側重於無法履行合同的問

題。至於 Chen-Wishart教授，則討論了多方面的問題，暢談合同

的變更、第三者權益以及對合同的不當影響等。

“合同的訂立”單元的討論主要集中探討了先合同責任問題。

沈偉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凱原特聘教授）、Barbara 

Pasa教授（都靈大學比較法副教授）與陸飛鴻教授（城大法律學

院助理院長）報告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小組報告後，台上專家跟

其他與會專家展開了關於合同重新協商問題的熱烈討論。

丁春艷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Ulrich Schroeter 教授 

（曼海姆大學私法、國際金融市場法與歐洲商法講座教授）、 

賀嘉倫教授與 James Devenney  教授（埃克賽特大學法學院

院長與商法講座教授）在第四單元作了報告；他們的研究主要

關注合同的“履行與違約”問題。他們發表關於中國法、德國

法、英國法甚至台灣民法典的研究，激起了台上台下的積極互

動。 

第二日議程的首個單元講者包括陳磊博士與 Michel Cannarsa 教授

（里昂天主教大學法學院院長）。他們的研究論文主要着眼合同

的補償與損失。陳磊博士討論了合同無法履行時的補償範圍以及

損失的程度、計算方法、限制及懲罰等問題。Cannarsa教授則從

民法的角度討論了本單元的主題。

在最後一個單元，André Janssen博士（城大法律學院訪問副

教授）與Larry DiMatteo教授、揚帆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

授）、王金根教授（泉州師範學院陳守仁工商資訊學院國際商

法副教授）作了報告。他們的報告關注與國際法有關的國際法律

法規以及中國合同法的未來，重點探討了司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

際商事契約原則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PICC)) 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與中國合同法的關聯。

在首日的研討會後，城大法律學院更主辦了一場新書發佈會。

陸飛鴻教授、Mindy Chen-Wishart教授、Anselmo Reyes教

授（香港大學法律實務教授）、何錦璇教授（香港大學法學院

教授）、陳磊博士與韓世遠教授受邀就新書《合同違約補償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發言。該書由 Mindy Chen-

Wishart 教授、陸飛鴻教授與 Burton Ong 教授編輯，是牛津大

學出版的“亞洲合同法研究”叢書的一部分。韓教授與 Chen-

Wishart 教授介紹了這個叢書計劃的緣起。因為此書比較與概

述了不同亞洲地區的法制，陸教授認為書籍的編輯過程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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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大開”。作為書籍章節的纂寫者之一，陳磊博士為這一合

同法學術的新成果感到興奮，他認為此書的發行也是城大法律學

院在普通法世界地位的一個實證。

會議第二天，在進一步解釋是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未來出版計劃

之後，Larry DiMatteo 教授與陳磊博士再次感謝所有來賓的光臨，

並宣告此次歷時一日半的研討會圓滿結束。除了法律界的專家學

者，是次約有四十名學生與律師列席研討會並藉此學習前沿的研

究成果。總體來看，是次研討會成果豐碩，同時也展現了城大法

律學院在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方面的實力。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與兩所台灣
頂尖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2016年3月10日至11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代表團訪問了台灣

的兩所頂尖大學法學院與台灣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代表團成員

包括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與助理

教授林郁馨博士。

代表團於3月10日上午造訪國立政治大學。賀嘉倫院長與政治大學

法學院林國全院長簽訂了學術交流備忘錄。雙方同意探索未來在

學術、研究、學生交換與教務共享等方面合作的各種可能性。

3月10日下午，賀院長與林博士訪問了台灣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並

會見了副處長吳政學先生、參議陳加昇女士、賴淑銘女士、科長

莊雅琇女士、及消費者保護官張英美。會議中，他們主要討論了

歐盟最新的線上爭議解決平台、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及其引起的

線上支付潮流與跨境消費爭議問題與對於消費者保護的影響。他

們也探討了台灣消費者保護法的近期發展。

第二天，代表團造訪了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賀院長與台大法學

院詹森林院長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流協議。兩所院校每

年將派遣多至兩名學生前往對方院校進行交流；他們也將加強在

研究與教學方面的合作。

此次行程中，賀院長在兩所法學院以“消費者保護法與契約法

之調和 : 歐洲近來之發展趨勢對亞洲之啟示？“為題進行學術講

座；政大法學院的馮震宇教授與吳瑾瑜教授就台灣消費者保護法

近來之發展與賀院長進行了討論。同時，林博士向兩所法學院的

師生介紹了城大法律學院與其研究生項目。

城大法律學院的台灣之行非常成功。我們期待與台灣的法學院及

相關機構開展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

2 0 1 5 - 1 6  年度入學獎學金頒獎	
典禮、模擬法庭辯論賽冠軍表彰會
和支票捐贈儀式

2016年3月3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舉辦了盛大的2015-16年

度入學獎學金頒獎典禮、模擬法庭辯論賽冠軍表彰會和支票捐贈

儀式。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發表了開幕

演講，感謝捐贈人並祝賀獲獎的模擬法庭辯論賽隊員與學生。”

設立入學獎學金的目的是吸引最優秀的學生，”賀教授特別提

出，“我們法律學院不但致力提供香港最好的法律教育，更提供

世界頂級的普通法法律教育。”

十名學生獲得了入學獎學金，其中包括四名法學碩士學生、三名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學生、兩名法律博士學生以及一名法律學學士

學生。兩位副院長林峰教授與陳磊博士依次分別為獲獎學生頒發

獎狀。所有得獎人都非常高興，並認為此獎學金有莫大的鼓勵與

支持作用。

為表揚學院模擬法庭辯論隊所取得的成績，緊接著就是對模擬法

庭辯論成就的表彰會。由五名學生組成的城市大學代表隊在美國

聖托馬斯法學院對陣多支外國隊伍，於2016年1月31日取得第十一

屆 Susan J. Ferrell 跨文化國際人權法模擬法庭辯論賽的桂冠，實在

可喜可賀。此外城大法律學院代表隊更贏得最佳備忘錄與四項最

佳辯論員獎項。法律學學士學生張麗彤榮獲最佳辯論員第一名。

模擬法庭辯論總監 Mark Kielsgard 博士在致辭中認為是次奪魁

對城大而言是一個重要時刻，因為這證明了城大法律學院是一個 

“電力十足的模擬法庭辯論賽發電廠”。他回憶道，城大隊伍於

2011年的 Susan J. Ferrell 跨文化國際人權法模擬法庭辯論賽首次奪

冠，並在隨後五年中連奪五個冠軍。Kielsgard 博士也對兩位校友

教練李嘉妮大律師與謝卓賢大律師表示感謝。這兩位校友教練均

為 2011年城大模擬法庭冠軍隊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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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進行的是支票捐贈儀式。代表已故的陳道涵先生，馬紹燊律

師捐贈陳先生遺產中的港幣120萬予城大法律學院。該款項用於設

立兩項獎學金，“Chan To Haan Cyber Law Prize”與”Chan To 

Haan Prize for Overall Excellence”。院長賀嘉倫教授向馬律師表

達了誠摯的感謝。 

最後，林峰教授致謝辭，典禮圓滿結束。

入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法學碩士學生：劉兆琪、徐慧雯、王冠朝、宋晨

法學專業證書學生：江慧敏、廖子君、孫玫

法律博士學生：陳佳悅、李鴻武

法律學學士學生：楊逸雄

第十一屆 Susan J. Ferrell 跨文化國際人權法模擬法庭辯論賽冠軍

隊隊員名單

張麗彤（最佳辯論員）、黃俊嘉（最佳辯論員第二名）、關同頌

（最佳辯論員第三名）、李珈儀（最佳辯論員第五名）、謝駿

公開講座 :律師如何運用專業技能改
善社會

你如何理解律師這一群體？律師與其他行業從業者有何區別？他

們如何服務社會？2016年2月25日，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舉辦

的題為“律師如何使用專業技能改善社會”的公開講座上，Edwin 

Rekosh先生提出了這些法律學生普遍關切的問題。

Rekosh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人權、法律及發展”。

他也是PILnet 美國公益法研究所的創辦人。

Rekosh先生總結了律師四個重要的特徵：法律知識、技能、對法

律、法律系統及其與社會的理解和價值觀念。他強調對於一個律

師來說，解決問題的能力、論證推理能力、交際能力和演講能力

至關重要。

簡述了律師貢獻社會的常用方式，例如解決法律問題和減少糾紛

後，Rekosh先生重點指出了不常用的方式，特別是在自願、無償

基礎上的法律援助。他說道“律師在社會法律系統中有其特殊的

作用；他們應該基於自身專業知識和技能參與相關志願活動”。 

律師也可以應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改變法律和政策設計與執

行的方式，Rekosh先生解釋律師可以通過訴訟糾正或改變法律或

政策。

“由於律師具備將複雜的法律信息轉化為簡單實用的信息的能

力，他們也能通過非政府組織向公眾提供法律信息來改善社會”， 

Rekosh先生說“這不僅對公眾有益，而且對提高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也

大有幫助”。

最後，Rekosh先生分享了他創辦 PILnet 的故事。參與的同學在問

答環節積極與Rekosh先生交換意見。講座結束後，同學們依舊意

猶未盡地圍繞在他身邊發問問題。

學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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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制權槓桿與公司治理
林郁馨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當谷歌 (Google) 在 2004 年上市時，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塞吉布

林 (Sergey Brin) 在招股說明書中作出了以下陳述：

“為了此次公開發行作準備，我們將谷歌的企業結構設計得使外

界更難收購或影響谷歌。這個結構也會使我們的管理團隊更容易

達成我們之前所強調的長遠、創新的方向。”

谷歌之前所採納的企業結構是雙層股權結構 (dual-class shares)。 

谷歌有兩種股份類別：A 股為每股一票，而B 股為每股十票。B股

由佩奇、布林及其他行政主管持有。多年來，谷歌發行的A 股是

用來收購其他企業和作為員工酬勞。因此，B股的控制權逐漸減

少，創辦人憂慮他們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失去控制權。為了避免這

種情況發生，佩奇和布林在2011年1月12日向董事會提出新增一種

無投票權股的建議。

在2012年4月12日，谷歌的特別董事委員會和董事會通過了一個資

本重組計劃，增加一個新的股份種類 — C 股，並進行股票分割，

每個 A 或 B 股將收到一股無投票權 C 股的股息。資本重組的目的是

要擴大谷歌的創辦人，佩奇和布林的控制權。他們擁有谷歌56.1%

的投票權，卻只持有15%的股權。這個資本重組計劃引起了對股

東權益保障的關注，在董事會通過方案兩週後，谷歌的股東提出

集體訴訟，指控他們違反董事的信託責任。當資本重組議案提交

至股東會時，85.3%的A股股東投了反對票。然而，該建議仍然在

創辦人超級表決權的B股支持下通過了。谷歌的資本重組是個典型

的上市後所為有利於控股股東的章程變更。本文旨在分析類似谷

歌這類透過槓桿增加控股股東控制權的公司，所面臨的公司治理

挑戰，並建議通過促進機構投資者的參與，賦予小股東制衡槓桿

控股股東的力量。本論文的完整版本將於2017年春季在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出版。

一股一權是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配的關鍵原則。根據此原則，

為公司貢獻更多資金的股東可以透過其投票權行使更大的控制。

當表決權和所有權成比例時，股東有合適的誘因作出適當的決

策，並通過投票對公司進行監督。然而，實務上有很多上市公司

並不遵循一股一權原則，控股股東通過各種強化控制的機制，例

如雙層股權，金字塔所有權或交叉持股來獲取超額控制權。這種

偏離一股一權原則的機制，進一步加劇了股權集中公司的代理人

問題。控股股東不但因此受到過度的保護，並且還有獲取私利的

動機，因為他僅擁有少數的股權。然而，此類公司仍然享有被控

股股東有效監督的正面效益。因此，槓桿控制結構對外部股東來

說究竟是福還是禍，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 

槓桿控制的支持者則認為，本於契約自由原則，應該允許公司自

行決定是否遵循一股一權原則。

儘 管 有 這 些 理 論 上 的 爭 論 ， 槓 桿 控 制 在 公 司 實 務 上 並 不 少

見。44%的歐洲上市公司至少有一種強化控制的機制，而38.7%

的東亞上市公司使用金字塔所有權結構來加強公司控制。雖然

美國的槓桿控制公司的百分比一直很低，但是越來越多新的上

市公司採用了雙層股權結構。在2011年至2013年期間在美國進

行了首次公開募股的企業當中，28%的公司擁有雙層股權結構， 

谷歌，臉書(Facebook)，酷朋(Groupon)，領英(LinkedIn)，星佳

(Zynga)和阿里巴巴(Alibaba)是槓桿控制公司的知名例子。現時需

要進一步的研究來了解影響強化控制機制效益的關鍵因素，以及

法律和治理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一般來說，大多數法域都允許偏離一股一權原則。然而，關於如

何監管不同形式的偏離，卻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歐盟和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於數年前就管制方式進行了一項研究。然而，該報告

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只是建議透過強化披露和透明度來監管強

化控制機制。近年來，由於創業家希望在上市後仍維持控制權，

他們在上市時創造雙層股份結構來掌控公司，這引起香港及新加

坡交易所對此議題的檢討，最終香港證券交易所拒絕允許雙層股

份結構的公司上市，而新加坡交易所為了維持競爭力，通過了允

許上市公司擁有雙層股份的方案。

本文檢閱了有關槓桿控制的現有理論和實證研究，如前所述，這

些理論並沒有指向一個明確的方向，而實證研究的結果也是好壞

參半，然而，總體而言，較多的實證研究發現槓桿控制與較低的

企業價值相關。特別是，有證據顯示折價的原因可能不是來自於

監督的無效率，而是控股股東盜取私利的結果，這個結果更加深

了我們對槓桿控制公司高代理成本之憂慮。

接著，本文批判性地檢閱基於締約自由支持偏離一股一權原則的

論據。為了縮窄討論範圍，本文集中討論跟締約自由主張有直

接關連的槓桿控制機制，包括雙層股份和優先股等，必須透過修

改章程制訂的機制。基於公司契約理論，本文建議區分首次公開

發行跟發行結束後兩個階段，這對於分析外部股東所面臨的代理

問題至關重要。在首次公開發行階段，關鍵問題是首次公開募股

章程中的槓桿控制結構是否是最合適的安排；而在發行結束後，

關鍵問題在於外部股東是否有能力通過對其有利的章程修訂或廢

除對其不利的槓桿控制結構。本文認為，至少在發行結束後的階

段，由於槓桿控制的本質，以及修改章程必須通過股東的超級多

數表決，導致外部股東面臨被控股股東剝削的風險和代理問題。

前述谷歌的資本重組以及近年來在美上市中國公司的私有化風

潮，都是控股股東利用槓桿控制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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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旨在為槓桿控制公司尋找一個最理想的治理制度。考

慮到不同公司擁有不同的特質，本文認為全面禁止某類型的強化

控制機制並不適當，堅持一股一權原則會阻礙企業融資的靈活

性，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我們應該把這些決定權交給股東，因

此，強化股東參與是解決槓桿控制公司內部權力不平衡的最佳解

決方法。

有人可能會質疑股東在股權集中公司，尤其是在槓桿控制公司中

執行投票權的有效性，因為內部股東控制的投票百分比越高，外

部股東能夠挑戰這些控制的機會越小。然而，最近的實證研究報

告指出相反的結果，研究顯示股東投票是有效的，不僅是對美國

公司，對於非美國公司和具有大量內部控制的公司而言，股東投

票都是公司治理重要的ㄧ環。Peter Iliev et al (2015)研究了橫跨43

個國家8,160家公司，調查美國機構投資者在董事選舉和批准企業

合併的股東投票的有效性。這些公司的平均內部控制為38.2%，然

而，證據顯示在這些關鍵的問題上，都有積極的股東投票行動，

而且這些投票行動對於選舉及投票結果都有顯著的影響。尤其

是，外部股東反對票越多，董事的更替和撤回合併和收購議案的

情況就越多。因此，即使在股權集中的公司，通過投票的股東參

與也可以成為有效的監控機制。

此外，機構投資者所擁有的股權在近年也有急劇的增長。在美

國，機構投資者所持有的公眾公司股權，從1950年代的6.1%升幅

至1980年的28.4%，並在2009年達到50.6%。其他國家機構投資者

的持股也在穩步增長。根據一項對23個國家上市公司的調查，美

國以外各法域的平均機構持股在2007年約為27%，從2003年起每

年的平均增幅為2.43%，預計機構投資者，包括退休基金、共同基

金和保險公司將在約束控股股東投機行為方面發揮重要的制衡作

用。尤其是當機構投資者，聯合股東積極主義者一起行動時，可

以解決外部股東的集體行動問題，並引起大眾對於槓桿控制公司

治理失靈的關注。

關於作者

林郁馨博士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

理教授，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取得法學

博士 (J.S.D.) 及法學碩士 (J.S.M.) 學位，曾

任臺灣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專

長為公司治理、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規。林郁馨博士畢業於臺灣大學法律

學系，通過臺灣律師高考，並獲得同

校商學研究所碩士學位，具數年執業

律師經驗，專長為公司籌資、並購及資本市場相關法律。曾擔任

美國斯坦福大學 John M. Olin 法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

法學院訪問學者、臺灣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顧問、

及臺灣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顧問，研究論文散見於國內外知名期

刊，如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NYU Journal of Law & Business、中研院法學期刊及

月旦法學雜誌等，並著有專書「選任獨立董事與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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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酒會：校友之夜

8月24日，超過80名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校友和學生，包括法律

學學士、法律博士、法學碩士與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學生在由法律

學院校友會舉辦的仲夏夜年度酒會上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

此活動的目的是歡迎新同學加入法律學院大家庭，並為他們提供

向校友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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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學院校友會主席陳寶儀律師與校友會學生事務總監陳國維大

律師出席此次酒會並發表講話。法律學院特約教授李大偉先生 

(Mr David Tully)、特任講師徐鳳翎女士亦有出席。

陳寶儀律師在她的講話中強調學校分數對工作面試的重要性。她

叮囑師弟師妹們 “做一名好學生”，並提醒他們第一學年修讀的

基礎科目例如合同法與刑法將會廣泛應用於日後的工作。

“優秀的學術成績固然重要，但是包括社交能力在內的軟技能同

樣重要”。她建議學子們不僅在同學之間建立交際圈，而且要與

法律從業者接觸。她強烈推薦法律學院學生申請香港律師會的學

生會員。她解釋說“香港律師會的學生會員可以閱讀律師會通

告，了解職位空缺，並參加由律師會舉辦的社交活動。”

她寄語未來法律界之星：堅持法治，促進、維持香港的法律制

度。

賀院長進一步強調第一學年分數的重要並與學子們分享了他對於

獲得好成績的見解。“取得好成績的方法就是要對所學的科目感

興趣”，他希望學子們盡情享受在法律學院學習的過程。他特別

鼓勵對未來執業可能感到恐懼的法律學學士新生們：法學學位面

向各種職業，律師並不是唯一出路。

陳國維大律師介紹了即將為法律學學士、法學博士及法學專業證

書課程學生舉辦的兩個 “簡歷撰寫與模擬工作面試”工作坊。

品美酒，嘗小吃，師生校友談笑風生，一陣陣歡聲笑語在香港律

師會會所回響。學子們把握良機，向校友學習法律學習與工作中

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將對他們展開大學新生活大有助益。

城大法學院喜迎新生

8月23日，城大法學院舉辦迎新活動，歡迎新入學的法律本科、碩

士及博士學生。一系列的迎新活動讓新生了解法學院，適應新生

活。

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致歡迎辭。

他熱烈歡迎新同學加入法律學院的大家庭，並建議大家充分利用

學院提供的各種機會。對法學學士課程 (LLB) 及法律博士課程 (JD)

學生，賀教授強烈推薦同學們參加國際化項目（環球法律教育

及認知課程和國際合辦課程），實習項目及國際模擬法庭比賽。 

“大學生涯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他鼓勵學子們享受學習，探

索新知，開拓視野，積累國際經驗 ，思索自身價值。

介紹法學院課程主任及行政人員之後，各課程主任也分別問候了

一眾新生。法學學士課程主任陸飛鴻教授鼓勵同學們享受大學學

習，刻苦努力，培養自身判斷力。法學學士課程副主任關韻姿女

士希望大家利用大學寶貴的時間學習知識，結交新朋，她盼望在

激烈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中見到法學學士課程畢業的同學們。法

律博士課程主任 Rebecca Ong 博士建議法律博士課程的學生抓住

學院提供的寶貴機會開拓國際視野，選擇比標準兩年制多一年的

時間完成法律博士學位。法律博士課程副主任 Eugene Lim 博士建

議新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忘建立社會資本 (個人及職業關係)。法學

專業證書課程主任梁淑儀女士及副主任陳志軒博士總結了法學專

業證書課程的特點並鼓勵同學們探索新知。

午飯後，學院教師為新生詳細介紹了大學及學院的資源。模擬法

庭辯論賽主任 Mark Kielsgard 博士與數名現任及過往的模擬法庭 

比賽隊員介紹了模擬法庭比賽。隊員們與同學分享模擬法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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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如何推動個人成長，增進學術成績，促進職業發展。隨後，大學

相關部門的教職員向新生們介紹法學圖書館，網上學習平臺，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評論》期刊及法學院的職業發展服務。城大

法學院校友會顧問黃幸怡女士作為嘉賓與同學們分享從業生涯的

寶貴經驗。

法學碩士以及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學生的迎新活動在晚間

舉行。賀院長歡迎新入學的法學生並對學科的歷史、中國法官法

學碩士課程以及與巴黎一大的合作做簡要介紹。法學碩士課程副

主任邢立娟博士詳細闡述了課程設置、教學資源及設施與學生活

動。隨後，法學碩士海事與運輸法方向以及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

學碩士學生分別與他們的課程主任會面。

城大法學院歡迎你！

城市大學學生於 2 0 1 6年	
香港法律研究生座談會報告研究成
果

第二屆年度香港法律研究生座談會於2016年4月9日(週日)舉行，

旨在“聚集香港法學博士、法學哲學博士與法學研究型碩士學生

並且為其提供報告與交流研究的機會”。是次座談會的召集人為

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的 Gregory Gordon 教授與博士研究生 Dini 

Sejko。

今年，四位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研究生在座談會上進行了研究報

告。法學博士二年級生周沁在第一場小組座談會中以“‘強勢

方’是否佔盡上風：法庭外的消費金融合同爭議解決”為題作

了報告。隨後，另外兩位城市大學代表也在重點關注人權與僱

員權利的第三場小組座談會中作了報告。法學哲學博士四年級生

Sarfaraz Ahmed Khan 熱情洋溢地報告了他的論文《強調弱點與

需求，阻止印度與孟加拉國之間的性交易：8項案例研究》；而法

學哲學博士一年級生 David Birchall 則展示了題為“輸入正當性的

理論與實踐：多方利益相關者用以監管供應鏈中人權狀況的舉措

之評析”的深入探討。最後一名報告人法學哲學博士二年級生肖

惠娜在一場討論中國公司法與稅法的專門小組座談會中發表了報

告“中國發票：增值稅管理的沿革”，引發了聽眾熱烈的討論和

辯論；大家都認為她的報告饒有趣味，發人深思。

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在活動中擔任了

學生論文的評論人；她也是“歷史與法律”小組座談會的議長。

城大法律學院訪問助理教授 André Janssen 博士也參與了學生論

文的評論，更在活動最後發表了題為“不當得利的追繳及關於怎

樣開展長期研究項目並為其籌募資金的案例研究”的主題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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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時三年級的法律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Laws) 學生，我盡情投

入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的學習

過程 － 要說在這裏讀書大概是我

一個最明智的決定，絕對不是譁

眾取寵。

法 學 院 提 供 慷 慨 的 資 助 ， 鼓

勵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海 外 的  G l o b a l 

Legal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Project (G-LEAP)，好讓同學培養

國際視野。我很榮幸能在2015和2016年的暑假期間，參與澳洲

莫納什大學 (Monash University) 和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 G-LEAP 課程 — 兩者無疑令我大開眼界。除了能夠從

當地著名學者的講師學習外，學生亦有機會參觀當地不同的司

法機構，令我們能反思、並欣賞他們與香港司法機關的分別。 

同學之間建立深厚的友誼，並在此寶貴的海外學習經驗中得益。

另外，法學院與中國的良好關係令學生能參與當地大學的短期遊

學團 — 我在2014年寒假中，參加了華南理工大學的交流團；在出

席講座、以及與當地學生交流的過程中，我對中國司法系統產生

興趣，並增強了對該方面的了解。

再者，法學院提供強大的就業支援。完善的校友網絡令學生能從

不同的酒會及友伴計劃當中，與身為城大法律畢業生的現職律師

聯繫及溝通。校友亦舉辦 “履歷診所 “及模擬面試環節；並邀請

專業的法律界人士評論學生的表現，及對同學的職業規劃作出輔

導。此外，法學院透過 Legal Placement 課程，為同學安排在香港

及中國的實習機會。以上皆為城大法律學生的未來就業旅程奠下

了良好的基石。

無疑，法學院的教職員非常熱心及樂於助人；而學校亦有龐大的

法律資源供同學進行各項搜查與研究。總括而言，至今我在這裏

的學習經歷十分精彩，而我期待在此完成我的法律學士課程，以

及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

岑鈞宜 

法律學士課程（榮譽）

回顧過去兩年在城市大學的法律

學院裡，我經歷了許多讓我多面

變化的挑戰。我非常感謝這次學

校讓我可以分享這些經歷。

在法律學院剛開始作研究生時，

我立刻感受到與我學士不一樣的

地方。法學雖然困難，但就是因

為它的困難而感受到成功感。我

記得上課的第一天，有一位教授已經向我們預告忙碌的時間表和

大量的教材要讀。在這麼繁忙的學習環境下，我身邊的同學依然

每堂出席，而且勤奮地參與課裏的討論。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同

學勤奮，而因為學生和教授之間產生了共同的熱情。我感受到每

位學生對法律的熱愛，而這種熱愛讓我們去發現在法律中新的理

論。這種學習環境成為了一個很享受的過程, 讓我們同學們一起去

欣賞法律領域的細節，也讓我找到我這一生會珍惜的朋友。

除了安排課程外，學校也鼓勵學生參與課堂外的經驗，例如模擬

法庭比賽，寫法律評論的活動，甚至是定期的學習小組活動。對

我來說，最令我難忘的經歷是城市大學提供交換生的機會，讓我

在牛津大學學習歐洲競爭法。出國留學了一個夏天，能夠讓我深

刻體驗到世界上各種社會的不同法律環境。最後，我意識到法律

不是一種學術負擔，而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愛好。

我會珍惜我在城市大學的寶貴經驗。城市大學的法律博士學位提

供了一個很充實的學習環境，令我很期待地迎接我未來的法律職

業。謝謝我這個過程裏遇悉的所有人，使這個學位如此令人滿

足。我很高興能有你們所有人的陪伴。

周啟添 

法律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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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很 高 興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完 成

LLMArbDR 的課程，我將繼續深

造，為將來服務香港法律界做好

準備。回想起來，我十分享受在

城市大學的學習生活。這是一個

富有意義的學習旅程，入學時，

我只是一個剛從英國大學畢業的

LLB學生，現在我已對香港的法律

和法庭調解有更深入的認識，也結識了很多朋友和擁有許多難忘

的回憶。

LLMArbDR 的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為我日後法律深造和職涯發

展打下穩固的基礎。課程以法律資訊、技巧為本，而不是純粹提

供教科書和法規的知識。導師在課堂上會與我們討論香港最新的

法庭案件，確保我們掌握最新的法學知識。課堂內容融合法律基

礎、理論和實踐培訓，使我更有效利用調解處理商業糾紛，亦令

我領略到法律和非法律問題於商業世界中是相互影響的。

除了學習法律知識和參加法律實習外，LLMArbDR 課程使我認識到

許多老師和同學，豐富我的人生。我十分幸運地認識到從事法律

行業的人，他們大多數涉及多個行業或範疇。課程的講師和導師

十分平易近人，關顧全職和兼職學生的需要。學院的行政支援團

隊也非常樂於解答有關課程的疑問 。

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學習過程中，我認識到許多不同教育和

行業背景的朋友。我從來沒想到在法律系課堂上，會與工程師，

醫生和公務員做同學，他們擴闊了我的人際網絡。當我參加校友

會的活動時，喜見許多法律界人士也是城市大學的畢業生，可見

城市大學法律系已在香港的法律界建立雄霸的地位和良好的聲

譽。

我很幸運能有機會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學習，雖然過程是艱苦

的，需要付出努力和時間，但是結果卻十分甜美。

陳凱婷 

法學碩士(仲裁及爭議解決學) 課程

在航運業界渡過了數個年頭後，

去年我決定挑戰自己，選擇了一

個不同的方向進修。一年過去，

我對自己決定在城大法律學院接

受這個挑戰感到非常欣慰並且完

全享受其中。

對於一個從事全職工作並專注於

航運商業領域的我來說，攻讀法

律碩士(海事法與運輸法)課程絕非易事。相反，過去的十二個月可

說是一如所料般的忙碌但卻十分充實。城大法律學院的課堂節奏

緊密並充滿著精闢的見解。全賴法律學院優良的師資以及他們在

行內的豐富的實戰經驗，使繁重的課堂變成無數開闊視野的機會

和具啟發性的引導。隨著教授們的指引和建議，不同背景的同學

們之間的討論增強了彼此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分析能力，為往後的

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城大法律學院努力不懈為學生準備度身訂造的交流活動，其數量

及種類之多往往令我感到驚訝。這些活動包括一系列海事法律以

及由國際知名學者主講的研討會，與不同業界精英的聯誼會以及

實地考察等。可以肯定的是，通過不同程度的參與，我們將渡過

數年豐盛的城大生活以預備迎接香港航運界帶來的機遇。

感謝城大法律學院讓我渡過了愉快的一年，對於來年我感到既興

奮且期待！

劉遠傑 

法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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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的獨特之處，在其

富於探索精神的課程安排。對於

許多學生來說，大學四年不過是

一場盛大的履歷競賽。這場競賽

的獎品，是一份安穩而世俗的職

業道路。相對其他學系的學生，

法律系學生將好成績轉化為好工

作似乎難度更低。然而，城大法

律學院不滿足於為學生提供一個職業發展的避風塘。在課堂上，

老師們不只教授正確答案，更傳授學生答案背後的法律原理。老

師們富有啟發性的課程，讓我將土地法與在地歷史相聯繫，也讓

我將公司法與工業革命相聯繫，更讓我不只思考法律是什麼，而

探索法律應該是什麼。受益於法律學院對“走出去”的重視，我

獲得了去另一個普通法地區學習當地法律的機會。表面上，我學

到的知識也許與社會對律師的期望並無太大關聯，但我相信批判

性思考的能力對律師的職業生涯有重大的意義。畢竟，律師工作

常需要提出新論點，並對新舊事物提出法律解釋。在我看來，培

養出思考的習慣，是法律學院最寶貴的一課。達到公眾的期望也

許不難，因為標準總在視野內。然而，像城大法律學院一樣，不

斷提升對自己的要求，是更艱巨的旅程。我感到很幸運，也充滿

感恩，因為我跟法律學院一同在路上。

曹辰語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在城大法學院學習一段時間後，

我已經越來越深地融入到學校的

生活中。作為一名內地學生，同

時也是一名法官，我非常高興與

大家分享自己有關如何高效學習

的一些體會。時間對每個人都是

平等的。作為法學院的學生，你

一定會為多得讀不完的材料和令

人煩躁的考試而感到焦慮。你可能會覺得除了在圖書館學習，幹

什麼事情都沒有時間。因此，制定詳細的時間計劃、養成良好的

自律習慣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提前預習能夠幫助你更好地理解課堂內容。老師在課堂上

會講授大量的內容。一個知識點可能會涉及很多案例。課前你就

應該清楚地瞭解案例的名稱和案例所體現的審判規則。如果沒有

預習，在課堂上就會完全不知所云。

其次，深入溝通能夠幫助你深化學習體系。如果課上或課下有任何問

題，你應該馬上舉手提問，或者給老師發電子郵件，每位老師都會很

高興並及時地為你做出解答。如果不發問，你就很容易走錯方向。此

外，你還應該高度關注自我展示課程。和團隊成員一起討論特定的題

目是非常有效的學習方法。聽聽其他人的觀點能夠拓寬眼界，啟發思

路。因此，珍視每一次參加自我展示課程的機會、享受這個過程，是

非常明智之舉。

再次，充份利用學校的資源能夠幫助你豐富知識結構。圖書館不僅僅

是上自習的地方，更是一個深入思考的地方。你應該去講習班聽一聽

關於如何充分利用資料系統的講座，這會對你的學術研究大有幫助。

業餘時間可以關注自己感興趣的講座，無論講座的內容是不是法律範

疇。這樣，你會發現自己的學習生活不再枯燥無味，而是充滿色彩。

胡羽 

中國法官法學碩士課程

 

2011年6月，經過嚴格的選拔和面試，

我收到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錄取

通知，有幸成為首屆香港城市大學 (中

國法官) 法學博士班20名學員之一。從

9月11日踏上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進入

校園的第一天起，我們便時刻感受著香

港城大法律學院對學術誠信的高度重視

和對學生學業的嚴格要求。在經歷了長

達四年“痛並快樂著”的學習和論文寫作及答辯過程後，我於2015年10

月獲頒法學博士學位。如今，我的由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已於2016

年8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回首我在城大的求學之路，法律學院嚴

謹、務實、求真的治學模式，活潑、開放、包容的教學方式和精細、

周到、體貼的管理和服務仍然歷歷在目。在城大法律學院學習的經歷

不但會令我終生難忘，而且還將會使我終生受益。

感恩城大法律學院，留戀城大法律學院：今後無論與你相隔多遠， 

“敬業樂群”的校訓我將永遠銘記在心、踐行于身。

任繼強 

中國高級法官法學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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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林曉婷獲取 ( 2 0 1 6 – 1 7 ) 	 張奧偉爵士
紀念基金法學專業證書獎學金

法學專業證書學生林曉婷憑着優異入學成績，成為首名獲頒張奧

偉爵士紀念基金法學專業證書獎學金的學生。

張奧偉爵士紀念基金旨在推動法律教育和培訓，以及促進香港法

律學習的發展。另外，基金為法律學生、見習大律師、研究人員

和教師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為了進一步實現基金的目標，基金

每年會為有志從事執業律師的學生提供年度入學獎學金。

林曉婷表示她非常榮幸能夠獲得獎學金，並表示這不僅是對她過

去成績的肯定，更是對她未來學習、工作的一種鞭策。為了不讓

自己和學院失望，她會提醒自己繼續努力，勇敢面對未來挑戰。

林曉婷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商業學，畢業後回港於香

港城市大學進修法律博士和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從商業轉讀法律

對她來說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學習法律對林曉婷來說確實是一

個巨大挑戰，然而能以法律觀點對世界各地的事務有更深認識，

使她對法學仍充滿熱誠。她認為，即使她未來不是從事法律工

作，從學習法律中學到的知識亦可以於生活中應用。

林曉婷強調：“學習法律沒有捷徑。只有靠自己的積極努力”。

她亦與同學分享學習經驗，“首先，要主動積極發問；其次，要

為上課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能跟上課堂的節奏，並能提出相關

的問題；第三，了解自己的學習風格；最後，認真對待每一個課

堂。”她希望同學們能夠認清自己的目標，並為此而及早作出規

劃和預備。

2015年法律學士(一級榮譽)畢業生李冠倫，在經過重重嚴謹的評

選過程，榮獲著名的英國獎學金“志奮領獎學金”的全額資助，

並於2016年10月赴英國劍橋大學修讀法律碩士課程。

“志奮領獎學金”是英國政府的全球獎學金項目，旨在資助具有

領導力潛質的未來領袖和決策者前往英國知名大學攻讀一年期的

碩士課程。計劃除了提供全面的財務支援，亦為獲獎者提供獨家

參與不同活動的機會。此外，獲獎者亦能成為極具影響力的“志

奮領全球網絡”的一份子，與不同行業的領導者聯繫和交流。

李冠倫表示，他有幸在2013年經由城大法律學院資助，參加了

英國牛津大學的“環球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G-LEAP)”，學習歐

洲競爭法，激發了他將來往海外著名大學進修的興趣和志向。 

“環球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旨在提供優質的法律教育，培育本

科生及法律博士學生全球視野，讓他們到海外著名大學（如英國

牛津大學學院或澳洲莫納什大學法學院）修讀為期一個月的法律

課程。

“志奮領獎學金”的評選過程十分嚴謹，由截止報名到有條件錄

取的過程需時最少八個月。鑑於成為“志奮領學人”的榮譽以及

一系列好處，每年的競爭均非常激烈，全球收到的申請多達四萬

份。李冠倫認為除了決心以及優異的學業成績外，能夠從其他申

請人脫穎而出的關鍵是要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個人和專業抱負，

以及能將它們逐一實現的規劃。與此同時，積極參與非學術範疇

的課外活動或社區服務亦無疑對獎學金的申請有一定幫助。

在遠赴英國劍橋大學的前夕，李冠倫感謝城大法律學院為他的

進修路奠定了堅實基礎。他特別感謝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及林峰教授分別給予他成為其研究助

理的機會，以及感謝關韻姿女士及毛潤清博士的優秀教學和指

導。他亦特別感謝 Surya Deva 博士對他的學術和專業追求的支

持，如沒有他的幫助和鼓勵，他不可能走到這一步、並成功實現

了許多目標。

法律學士畢業生李冠倫榮獲	
“志奮領獎學金“赴劍橋大學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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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學院發展

三名城大法律學院學生在法律比賽
徵文比賽獲獎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 與副院長林峰教授出席了於 2016年6月28日舉辦的法律

改革徵文比賽頒獎典禮。在五名獲獎者中，城大法學專業證書課

程學生蔡若林，法律學學士生何穎姿與謝承琮憑藉說理明晰、分

析透徹的文章勇奪大獎。律政司司長兼法律改革委員會主席袁國

強資深大律師稱讚得獎作品的水準非常高。旨在令法律學生認識

法律改革的重要性，法律改革委員會今年已是第三次舉辦是項比

賽。今年的徵文題目是“香港應否就群眾集資立法？如屬肯定，

則應如何立法？”五篇獲獎文章內容翔實、架構清晰，在十七篇

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獎者將於今年夏季獲派往知名律師行、

大律師事務所、商業機構或律政司實習一個月作為獎勵。

法律學院提供的專業發展服務

注重就業

“專業發展”一詞廣博宏大，本文將重點放於三個核心方向，主

述其如何提升法律學院學生的就業能力。

為學生做好投身法律界的準備不容小覷，當中需確保學生在擇業

和就業諮詢方面得到適當的指導和支持。面對本港法律行業競爭

日益激烈，學生更須出類拔萃，才能獲取尤關重要的律師事務所

實習合約。本學院致力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提升他們的就業

率。現時學院已從學生發展、校友會及與法律界的聯繫三方面，

使就業率節節提高。

學生發展

此詞涵蓋了多項重要領域，包括：以高質素的教學，促進學生的

學術發展；提供專業訓練，讓學生透視法律界運作、律師及大律

師的工作和職業發展。這些範疇均對提升就業能力有直接幫助。

目前，學生在法律市場求職時面對激烈競爭，尤其是爭取國際律

師事務所的實習合約。然而大型的律師事務所一般都會提早兩至

三年招聘實習律師，意味著很多學生一旦未能於修讀PCLL課程之

始獲取錄，便需考慮其他工作機會。此外，未能入讀PCLL課程的

學生亦須考慮於其他行業發展。

現時，學院已推出職業諮詢課程，為學生以一對一方式，就申請

實習、工作機會，以及其他職業發展上提供專業協助。截至本學

年，已有大約100名學生參與其中，而學院將會繼續推廣這些課程

至新生，以支持與協助他們的職業發展。

校友關係

法律學院與其校友會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並於過去一直支持及

聯合舉辦了一連串活動，讓學生們能在不同社交場合中（如雞尾

酒會、職業發展工作坊）建立校友網絡。工作坊的成效顯著，其

中為學生準備撰寫履歷表及提供模擬面試的技巧訓練均能促進學

生就業。學院亦致力與各大律師事務所和夥伴合作，為學生提供

模擬面試的機會。這不僅為學生提供了面試實戰的機會，更可向

僱主“展現”城大法律學院學生的潛力。

合作夥伴對計劃的反應非常正面，更為學生帶來更多實習機會，

成效令人滿意。雖然學院與校友會的工作關係在過去發展良好，

但我們仍需進一步努力增加連結校友人數。在未來幾個月中，校

友陳國維與一眾作家將與香港城市大學校友聯絡處合作，協調日

後的活動以配合2017年法律學院的30週年慶祝活動。

校友實為學院之大使，我們應努力促進與校友的友誼，使他們能

與學院建立更密切的聯繫。而即將推出的師友計劃亦為校友們提

供機會，參與及協助學生尋找就業機會。

與法律界的聯繫

律師行及律師事務所是聘用法律學院精英畢業生的真正“用家”，

學院近年與他們尋求建立緊密的聯繫，確保畢業生所學能致用於

職場。畢業生就業能力備受重視，因為這不僅左右法律學院於法

律界的市場地位，更是會影響新生入讀及現有學生確立志向。 學

院須致力確保未來僱主對學院和學生有良好印象，以鼓勵他們僱

用學院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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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發展

透過與業界的定期對話，我們積極推廣學院之理念及學生具備的

質素。多年來，我們與高級人力資源人員及業界會面和對話，與

多家律師事務所建立了緊密聯繫。這不僅提升學院形象，更為學

生帶來更多就業機會。最近，學院成功為一位法律學士學生爭取

全額獎學金及實習機會，冀望未來能有更多學生受惠。除了大型

律師事務所，學院亦會繼續擴展至更多中小型本地律師事務所，

令我們能聯繫佔法律界大多數比重的一群。未來數月，學院亦會

爭取接觸於香港拓展業務的中國律師事務所，為具有中國背景或

有志於中國發展的學生尋找更多就業機會。

最後希望學院同仁能共同協力推動上述工作，令學生不僅能在學

術上表現卓越，更能獲得充足支援，令學院聲譽日隆。

原作者：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兼職教授暨學生發展顧問李大偉先生

(Mr David R. Tully)。

研究中心

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 2 0 1 6 - 1 7證書
頒獎典禮

2016-17年度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證書頒獎典禮於2016年11月

14日舉行。本屆四位傑出獲得獎學生包括陳承恩、陳卓爾、 

江樂燊及李淑貞。出席頒獎儀式的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院長，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主任賀嘉倫教授 (Professor 

Geraint Howells)；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城市

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邢立娟博士及趙亮博士。

賀嘉倫教授代表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歡迎各位出席的來賓

並對獎學金獲獎者表示祝賀。他說“每年都有大批的獎學金申請

者，能夠從中脫穎而出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邢博士希望

獎學金能夠成為同學們更加勤奮、敬業的動力。趙博士則提醒獲

獎者恪守自己的承諾，日後為香港海運界貢獻才華。

陳承恩表示她在課堂上學到不少專業知識並希望畢業後在航運律

師事務所工作。

在海運業工作超過十年的李淑貞分享到，法學碩士課程（海事法

及運輸法）實踐性強；她從中學到了很多對在海運業工作至關重

要的法律原則。

江樂燊說他很榮幸能獲得獎學金並對城大法律學院及指導委員會

頒發此項獎勵表示感謝。

陳卓爾說他非常高興能獲得2016-17年度獎學金並表示會盡一切努

力為香港海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舉行中國
司法改革研討會

司法改革一直是中國法治發展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一些重大的

改革措施更於2014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

會議之後開始推行。在實施了近兩年後，現在是時候對有關改革

措施的實施過程，以及它們在政策上帶來的含義和影響進行嚴格

的審視和批判。有鑑於此，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屬下的中國法

與比較法研究中心於2016年8月19及20日舉行了一場研討會，旨在

研究中國司法改革的實施情況及其理論含義。這個為期一天半的

會議，邀請了19名學者出席，共同探討與近年中國司法改革相關

的問題，並以實證分析及比較學等不同角度對中國司法改革進行

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19名學者當中，包括了多位對中

國司法改革從事了多研究的國際著名中國法學者。

這個為期一天半的會議，邀請了19名學者出席，共同探討與近年

中國司法改革相關的問題，並以實證分析及比較學等不同角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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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環節由 Susan Trevaskes 教授主持，旨在對中國司法改革作 

一個整體上的討論。巴黎政治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 Stéphanie 

Balme 教授透過視像會議發表了她對中國過去35年司法改革的評

判。而本環節另一位發言人吉林大學法學院的李擁軍教授則探討

了當下中國司法改革背後的理論問題。侯猛博士及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鄭陳蘭如基金教授(憲法)陳弘毅教授擔任本環節點評人。

第五環節於會議第二天舉行，由李玲博士主持。該環節中，汪慶

華教授討論了中國法院在社會控制方扮演的角色，而我校媒體與

傳播系的林芬博士則發表了她跟我院賀欣教授關於中國誹謗訴訟

的實證研究。陳柏峰教授及于曉虹博士就兩位學者的報告作了點

評。

會議第六環節，亦是本次會議的最後一個環節定為書評時間，由

侯猛博士主持。賀欣教授及吳貴亨博士首先就他們籌備中的出

版項目發言。接着，劉忠教授及李玲博士對有關出版項目發表意

見，並給予兩位作者寶貴的建議。其他與會者亦熱烈地參與了討

論。

總括而言，雖然本次會議的時間短促，但卻取得豐盛的成果。 

會議上與會者的很多發言和評論，更是發人深思，而整個會議的

氣氛亦非常熱烈。會議上各位專家對關於中國司法改革各方面問

題的精闢且具啟發性的意見，以及其他與會者的尖銳問題和具建

設性的意見，成就了本次會議的成功。我們相信，本次會議為日

後關於中國司法改革更深入的討論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司法改革進行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19名學者當

中，包括了多位對中國司法改革從事了多年研究的國際著名中國 

法學者。

會議首先由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賀欣教授向各參會者致

歡迎辭揭開序幕。接着，會議的六個環節一一展開。第一個環節

由我院王書成博士主持。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傅華伶教授、我院

的陳志軒博士，以及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的 Susan Finder 教授分

別於本環節中發表了他們關於文革之後第一代法律畢業生的就業

情況及成就的研究、中國司法調解的實證分析，以及中國實行對

庭審直播的重要意義的意見。之後，澳洲格裡菲斯大學人文、語

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的 Susan Finder 教授及東南大學法學院的馮煜

清博士對三位學者具洞察力的研究作了點評。其他與會者在討論

環節中亦積極參與了討論，並向講者提出尖銳性的問題。

第二個環節由我院 Mark Kielsgard 博士主持，集中討論習近平主

席領導下的中國司法改革。 Susan Trevaskes 教授及維也納大學

東亞研究學系的李玲博士發表了她們的相關研究，而美國聖地牙

哥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吳貴亨博士及我院王書成博士則擔

任本環節的點評人。

第三環節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柏峰教授主持。三位於本

環節發言的學者分別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的侯猛博士、清華大學政

治學系的于曉虹博士，以及同濟大學法學院的劉忠教授。他們就

司法改革面對的各種架構障礙發言，之後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的汪慶華教授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傅華伶教授作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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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順利舉行	
第十一屆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和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三個中

國法官課程，即中國高級法官法學博士課程（第四屆）、中國法

官法學碩士課程（第七屆）及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第十屆）的

開班典禮已於2016年10月12日晚在香港城市大學范彭綺雯多媒體

會議廳舉行。

當晚，來自兩地多位舉足輕重的法律專家出席該開班典禮，其中

的主禮嘉賓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榮大法

官，國家法官學院院長黃永維教授，城大校長及傑出教授郭位教

授，香港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博士，外交部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條約法律部主任周露露博士，香港律師會

會長蘇紹聰先生，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杜茂先

生，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賀嘉倫教授及城大司法

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法律學院副院長林峰教授。

賀榮大法官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感謝城大及各界對法官課程

的支持和幫助。她表示，隨著當前內地司法體制改革全面推進，

將來法官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會更加凸顯。在給予法官學

員問候和祝福的同時，她也希望每一位到城大法律學院學習的法

官，都能珍惜此次寶貴的機會，勤學善思，思有所悟，將來承擔

起中國司法改革的重任。

郭位教授指出，在當今世界4,000多所大學裡，城大是排名上升最

快的兩所大學之一，相信在座的城大法官學員也會為此而自豪。

同時，他還指出法官們不僅要主持公義，更要肩負社會責任；他

有信心無論城大的法律教育還是法律社會責任感都是世界第一流

的。

王振民博士認為，為內地精英法官開設此類課程的主要目的是

說明他們加深對普通法的認識和瞭解。城大法律學院二十多年來

一直與內地保持緊密的法律學術和人才培養交流合作，為國家法

制，特別是司法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周露露博士致辭表示，無論是從歷史角度重溫國家對國際法的貢

獻，還是當前形勢下對國際法規則把握的重要性，我們都能強烈

感受到增強制定國際規則能力的價值。正因為這樣，她對國家法

官學院與城大聯合舉辦此類法官培訓課程感到鼓舞，對雙方的韜

略、睿智以及擔當表示深深的敬意。

杜茂先生表示，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改革的

進程，城大高級法官課程的開辦顯得尤為重要。我們需要大量具

有國際視野和高素質的法官，營造公正透明的法制化環境，為經

濟社會發展提供更有保障的司法服務。

賀嘉倫教授亦感謝林峰教授用心將課程重組，同時他也感謝郭

位教授對法律學院長期的支持與鼓勵。他感謝最高人民法院和法

官學院為保證高質素課程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也感謝香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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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對法官課程身體力行的支持。但他更欣慰見到法官學員對

知識的渴望。他希望法官學員能在城大法律學院這樣一個大家庭

中，享受知識的洗禮，感受家的溫暖。

第十屆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學員代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汪利民

法官表示：“各國各地區在保持自身司法的同時，都在不斷地借

鑒與融合。世界各大法系彼此參照已成為當代法學的主旋律。在

這一趨勢下，司法裁判需要具有全球化視野的高素質法官，法官

也需要融匯中西，內外兼修。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是香港與內地

法律界學習互動的平台，也是內地法官了解香港法律制度，進而

了解普通法系的重要橋樑和媒介”。

第四屆中國高級法官法學博士課程學員代表段曉娟法官表示： 

“內地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法制發展突飛猛進。隨著案件數量的

增多，無法直接解決的難題、爭議也越來越多。這對大陸的法官

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除了豐富的審判經驗，法官也需要了解

更多前言的法學理論，從而更加智慧地去解決問題。在城大學習

正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

第七屆中國法官法學碩士學員代表胡羽法官說：“珍惜此次學習

的機會，她希望自己透過參與此課程能與時俱進，與同業交流，

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她認為法律本身注重經驗，更注重實踐，

所以希望將所學的書本知識，運用到日常的案例中，體驗法律的

生命力。”

林峰教授最後致辭時先向所有支持幫助過中國法官項目的同仁表

示感謝。“為了讓所有法官學員都能學有所獲，城大法律學院今

年對中國法官課程都進行了多項改革。例如，針對法官普通法碩

士班項目，我們邀請了在商事審判方面享有盛譽的倫敦商事法院

的法官來給我們的學員講授判決書的寫作和案件管理制度；針對

高級法官博士班項目，我們要求所有學員帶著研究題目入學，而

且所有第一年的課程都是圍繞如何完善研究計劃並確保每個學員

在第一學年結束時能夠交出論文提綱。我們希望能夠確保所有學

員三年內完成論文；針對高級法官研修班，我們在授課方面圍繞

香港法律制度中最核心的部分 — 民事和刑事訴訟制度，來安排課

程，希望大家能夠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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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著作

Jack BURKE

Jack Burke and Sheldon Leung, ‘Making Good: Dealing with Illegal 
Drug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aw Journal, 46(3) 
2016.

顧敏康
Antitrust Law and Practice in China and Hong Kong, Wolters Kluwer, 
January 2016, 246 pages.

何天翔
“Control or promote: China’s Cultural Censorship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7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 1 (forthcoming) (SSCI).

“Private Infringement of Digital Copyright and Respons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with the Entry Point of 
Industrial Copyright Enforcement Strategy against Internet Fan 
Creativity,”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no.8, pp. 72-79 (何天翔：“
國際貿易視野下的個人數字著作權侵權與應對——以針對網絡粉
絲創作行為的企業著作權執法策略為切入點”，《暨南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第72-79頁)(CSSCI).

David HOLLOWAY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ith Eric De Brabandere), 
in Larissa van den Herik (ed.) (forthcoming), Research Handbook on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47000.

André JANSSEN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Contracts, Principles & Practice’, Munich 
(Hart/Beck/Nomos) 2016, 1138 pages (co-edited with Larry 
DiMatteo, Ulrich Magnus and Reiner Schulze).

‘Examination and Notice of Non-Conformity, in: Larry DiMatteo /  
André Janssen / Ulrich Magnus / Reiner Schulze (eds.),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Contracts, Principles & Practice, Munich 
(Hart/Beck/Nomos) 2016, pp. 429–465.

Andra LE ROUX-KEMP

“The recognition of health rights in Constitution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6), Vol. 24 (1), pp. 142-157.

“Criminal Procedure and Sentencing”, Annual Survey of South 
African Law, 2014 JUTA (2016 publication), pp. 315-363.

Fozia Nazir LONE

‘Hong Kong’. IEL Tort Law in Hong Kong’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Supplement 47, December 
2016.  (Available as Paperback monograph – Fozia Nazir Lone, Tort 
Law in Hong Kong (Wolters Kluwer, December 2016) 232pp.

Daniel PASCOE

‘How can Legal Education Speak to the Discovery Enriched 
Curriculum?’, (2017) 4(1) Asian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17

‘What the Rejection of Anwar Ibrahim's Petition for Pardon Tells 
Us About Malaysia's Royal Pardons System’, (2016) 18(1) Asian-
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63

揚帆
“Foreign-related Arbitration in China: Commentary and C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Volume Hardback Set, ISBN: 
978-110-70821-9-9.

Noam ZAMIR

'International Law', The Annual Register (2016), pp 432-436. 

趙亮
 “Maritime Salvage under Con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Salvage Convention” [2017]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286-302

Zhao Liang, Li Lianjun, Maritime Law and Practice in China (Informa 
Law from Routledge, Feb 2017) 493 pages

朱國斌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ssessing Chinese Practice again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Surya Deva (ed.), Socio-Economic 
Rights in Emerging Free Markets: 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India 
and China, Routledge, 2016, pp. 312-341. 

“Review and Com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KSAR in 2014”, co-authored with LI Xiaobing, in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Gang’ao Jibenfa Shishi Pinglun), Vol. Year 2015, Law Press, pp.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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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匯報

Jack BURKE

Jack BURKE 先生與學者兼演講嘉賓 Hugh Zillmann 於2016年 
11月10-12日，在昆士蘭科技大學舉行的“亞太教育者年會”中，
發表“Fuzzy thinking and uncertain outcomes. The state of play 
concerning practical legal train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Hong 
Kong.” 匯報。

協辦在2016年12月2日舉行題為“學習法律語言：法律和語言從業
者的跨學科研討會”，該研討會由Legal English in Hong Kong主辦。

何天翔博士在2016年11月20-22日舉行“2016亞太版權會議”中，
發表“China’s cultural censorship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on 
copyright protection”的匯報。該會議由亞太版權協會聯同香港大
學法律與技術中心聯合主辦。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 在2016年3月3-4日參加由德國
海德堡馬克斯普朗克比較公共法和國際法研究所舉辦的 “國際衛生
治理(IHG)疾病爆發警報和反應國際研討會”，並發表“International 
and Operational Responses to Disease Control: Beyond Ebola and 
Epistemological Confines” 的匯報。

於2016年5月19日至20日北京大學法學院主辦的“第13屆亞洲
法律研究所（ASLI）年會：亞洲法律全球化” 中發表 “In search 
of common values amongst competing universals: An Asian 
perspective” 匯報。

教員成就

Daniel PASCOE 博士 在2016年12月5日牛津大學犯罪學中心舉
行的 “Changing Contours of Criminal Justice 研討會”中發表“Elite' 
Interviewing in Closed or Partially-Close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匯報。

於2016年11月21日由墨爾本大學亞洲法律中心和墨爾本印度尼西
亞法律，伊斯蘭教和社會中心聯合主辦的“Dodging death row?  
Victim-perpetrator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s in death penalty 
cases”seminar” 中發表“Dodging Death Row: Victim-Perpetrator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s in Death Penalty Cases” 匯報。

揚帆博士於2016年4月8日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易法委
員會）—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中心 (RCAP)和泰國曼谷的泰國仲裁中
心共同主辦的“2016年貿易法委員會泰國研討會”發表“CISG 
in China and beyond, The Future of Legal Harmonization - New 
Horizon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匯報。

於2016年3月1日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  亞洲及太平洋區
域中心 (RCAP)和英國特許仲裁員協會 (CIArb)東亞分會 (EAB)共同
主辦的“UNCITRAL Model Law Workshop”發表“Arbitration 
Agreements under the UNCITRAL Model Law”匯報。

Noam ZAMIR 博士於2016年5月19-20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北
京大學共同主辦的“亞洲法律學會（亞洲法律研究所，ASLI）第十
三屆年度會議”發表“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ligh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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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委任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Surya Deva 博士	為聯
合國工商業與人權工作組成員。他於2016年5月1日正式擔任該職位，初
步為期三年。Deva博士是商界和人權領域的的領先學者。他是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創始主編之一，最近
受到Edward Elgar邀請編輯其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顧敏康教授獲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任為特邀顧問，任期由2016年
9月13日至2017年9月12日，為期一年。

趙亮博士於2016年至2019年獲委任為中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國際航運法
律及政策中心的外部研究員。他亦是 Informa UK 出版的中國海商法律報
告的海外編輯。

榮譽
Andra LE ROUX-KEMP 博士經過同行評審後，獲南非國家研究基
金會(NRF)授予Y級評定為“有前途的年輕研究人員”。她的Y級評估有
效期由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LE ROUX-KEMP 博士在此期間
獲得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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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法律學院副院長陳磊博士
恭賀：四名教職員獲得2016-2017
 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法律學學士畢業生榮獲
英國志奮領獎學金赴劍橋大學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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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通訊編輯委員會感謝王宇馨小姐、蔡迪雲小姐、徐迪小姐、林海鷹小姐、郭思琪小姐，
以及其他負責籌備此通訊的職員。陳志軒博士 （主編）、何天翔博士、Ms MAHTANI Lavee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