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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好的材料，難以製造出好的成品。學生
的素質絕對重要。去年，法律學學士課程的
新 生 的 中 學 文 憑 試 六 科 平 均 成 績 ， 包 括 四
科主科及兩科選修科，是全城市大學最優異
的。他們的英文科成績平均也是在新生中最
高的。我們的學生素質相當之高。

古 語 有 云 ： 名 師 出 高 徒 。 師 資 同 樣 十 分 重
要。由2013–14年下學期起，我們有中國法
律專家坐陣，教授與中國有關的法律實務科
目，亦有最出色的刑法案執業者於法律學學
士課程、法律博士課程、及法學專業證書課
程任教相關學科。另外，法學碩士課程會於
下學年度開設新的知識產權法專業。

以上兩點，足以令我們的畢業生受到本地及國際的律師行歡迎。而且，在過
去兩年，約十名法律學學士及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畢業生得到在國際名校如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深造的機會，反映我們的學生潛
質豐厚。

同事及學生的成就亦令人十分欣喜。模擬法庭比賽已是城大法律學院的招
牌。今年三月，我們的學生隊伍在Phil ip C. Jessup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香
港區比賽奪冠，連續兩年贏得冠軍。去年，我們也獲得相當好的成績。2013
年的春季，我們贏得了第二十屆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其實在
2012年，城大隊伍也在其姊妹賽事─第九屆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模擬
法庭辯論賽中奪冠。城大是史上第一支隊伍先後兩年在這兩項比賽勝出。靠
著同事及學生的不懈努力，城大成為了以模擬法庭培訓未來律師的佼佼者。

學院在培訓內地法官方面同樣領導同儕。我們與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法官學
院一直緊密合作，為中國法官開設不同課程。迄今為止，中國法官法學碩士
課程已有五屆畢業生，第六屆課程已於今年1月開始。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
亦已開辦至第三屆。此外，每年我們舉辦兩次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全部計
起來，已有超過400位內地法官參加過我們的課程。內地法官的到來給我們
的師生及香港的法律執業者難得和獨特的機會，了解內地的司法制度及其發
展。為更凸顯培訓內地法官課程的重要，城市大學在2013年9月成立司法教育
與研究中心，我相信中心會不斷發展壯大。

以上只是部份師生近期努力的成果，法律學院的活動繁多，未能一一盡錄。
請你花一點時間了解法律學院的工作，你必能從我們出色的教員、學生、舊
生和職員為維持這個獨特群體而作的努力得到鼓舞。

林峰教授
署理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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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F THE ISSUE

2013年8月開始，林峰教授出任法律學院署理院長。林教授在法

律學院任職超過二十年，他亦兼任法律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

中心主任。

署理院長一職為林峰教授的日常工作帶來很大改變。以往他主要

從事教學和研究，和一些行政工作。現在作為署理院長，他需要

花更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上。雖然署理院長一職十分繁重，他仍堅

持花時間做研究，參加學術會議，與國際學術界保持聯繫。

吸引好的學生
回顧2013年，林教授認為學院有不錯的發展。首先，2013年的

法律學學士課程新生的中學文憑試平均分數是城大最高的；其英

文科平均分也是城大的一年級生中最高。

法律學院在所有課程都有提供入學獎學金予傑出的學生。「我們

正計劃提供更多的獎學金給學生，以吸引最優秀的同學加入城大

法律學院。」林教授說。

為提供學生全面的訓練，讓學生發揮潛能，法律學院一直支持模

擬法庭比賽的訓練。2013年，城大隊伍在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得

到絕佳的成績。

交流計劃
法律學院與世界各地更多的學術機構建立交流計劃。學院分別在

2011年11月30日及2013年5月28日與維也納大學及巴黎第一大

學簽署合作協議。今年3月，14名學生到維也納大學修讀法學碩

士課程。其中一位同學還獲得了國際律師行Lansky, Ganzger & 

Partner的獎學金，學費獲全額資助。

學院亦在考慮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學院合辦雙學位課

程，我們正探討雙法律博士課程的可能性。學生只要有一半時間

在合資格的海外法律院校就讀，便能取得兩地的法律博士學位。

這樣，學生無需額外修讀轉換課程，已能得到兩地的資格。「學

生獲得雙法律博士學位，可以在香港以外另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直接申請修讀法學專業證書和擁有法律執業資格，省上很多時

間。」

學院一直努力為學生安排優質的交流計劃。現時，學院透過「環

球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安排學生到三所海外法律學院交流。

「『環球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的好處是讓學生接觸其他法律文

化，但參加課程的學生鮮與當地本土的學生交流。」林教授道。

因此，為鼓勵學生融入那些海外法律學院所處之地的文化，學院

正研究與不同的法律學院設立更多定期、長達一個學期或一年的

交流計劃。

聘請出色的教職員
為進一步提高學院的質素，林峰教授說學院正在聘請更多優秀的

教職員。

「法律學院剛聘請了一位來自牛津的教職員（見＜新任教員＞），

還有兩位來自南非與美國的教員將快上任。期望下學年學院會

有6至8個新教職員。我們也在嘗試增聘教學助理 (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s)，由大學及負責學術單位共同出資。我希

署 理 院 長、學 者、老 師 ─ 
訪 問 林 峰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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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充份利用這些資源，為學院增加6至8個教學助理。這些成功

的申請者均來自著名學府，如牛津大學、倫敦國王學院、與諾

丁漢大學。」林教授說。

為鞏固學院在普通法的教學與研究，林教授也在嘗試聘請更多

世界級的普通法學者。學院也聘請了頂尖的執業者及資深大律

師在法律學學士課程中任教行政法，和在法律博士課程中任教

證據法。在法學專業證書課程，11位來自清洪大律師事務所的

執業者會教授刑事訴訟實務 。另外，學院也邀請了McDermott 

Will & Emery LLP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Winston Zhao先生—中

國法律實務的專家，講授與大陸有關的法律事務基礎課程。

中國法官訓練
學院現時與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及國家法官學院合作為中國法官

開設的課程包括：「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中國法官法

學碩士」課程、及「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2013年，中國

法官法學博士課程錄取了24位學生，中國法官法學碩士課程

錄取了28位學生。第七及第八屆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亦分別在

2013年5月及2014月1月舉行。這些課程為內地法官提供高級

司法教育，提高其國際視野，幫助中國大陸的司法服務水平提

升至新的層次。

推動本土法學研究
「在研究方面，最理想是法律學院可在理論性與應用性法學研

究有所混合與平衡。城大法律學院作為本地法律學院，應推動

本土法學研究與香港司法制度的發展。」

作為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說：「自中心成

立以來，中國法及比較法已被確認為城大法律學院的卓越學科

領域。學院獲得的外界研究資助，除一項外，都是資助這個領

域的研究。這些研究資助，除一項外，都由中心的核心成員所

得。」

委任為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
林峰教授最近獲委任為「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他感謝行

政長官、律政司司長、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委員會其他成員的

信任。他對這項任命感到榮幸，更加覺得是法律學院的光榮。

「法律改革委員會多年來都沒有城大的代表。」林教授期望以

其專長為法改會的工作作出一些貢獻。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80年1月成立，負責就律政司司長或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轉交該會的香港法律問題考慮進行改革。

給學生的話
當被問及有甚麼說話給學生，教授說現時法律界競爭劇烈，學

生必須努力學習，為未來的挑戰作好充分準備。

「學生若渴望成為律師，必須十分勤力，因為入讀法學專業證

書課程的競爭激烈 。」

林教授鼓勵學生勇敢迎接挑戰。他們需要選讀自己真正感興趣

的科目，而不是只讀容易的科目。

「城大的學生有很多機會參加不同的活動，諸如環球法律教育

及認知課程的交流體驗、模擬法庭比賽、律師事務所實習等。

學生應該珍惜每個遇到的機會。」林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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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學士課程講座與模擬法庭比賽訓
練工作坊

2013年10月19日是城市大學的資訊日，法律學院舉行了法律學學

士課程講座與模擬法庭比賽訓練工作坊。兩個活動反應熱烈，吸

引了超過200名中學生及家長參加。

講座闡述了課程特色和收生程序，其中亦包括海外交流計劃與畢

業生的就業前景。法律學學士課程副課程主任關韻姿女士分享了

準備面試的技巧，和課程的收生標準。三位法律學學士課程學生

大使亦分享了他們在城大法律學院求學的體會，包括參加「環球

法律教育及認知課程」和模擬法庭比賽的點滴。

參加講座的中學生亦有機會參與模擬法庭比賽。法律學院模擬法

庭比賽總監羅俊旭助理教授聯同「2013年國際替代性爭議解决

機制模擬法庭比賽」的隊員，向一眾中學生示範進行模擬法庭比

賽。舉行是次工作坊的目的是推廣法律教育，介紹有關香港司法

制度的知識，提高學生辯論、公開演講、及寫作的能力。完成示

範後，中學生參與了模擬法庭辯論試驗賽。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

康教授頒獎給試驗賽的得勝者。

—Rebecca Ong 副教授

出席法律學學士課程講座的學生

羅俊旭博士講解模擬法庭比賽。

法律博士課程：Davis	Polk	獎學金

有賴著名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的慷慨捐贈，法律學院為

法律博士課程學生設立了年度Davis 

Polk 獎學金。獎學金自2011–12年

起開始頒發，得獎者可獲港幣一萬

元，及在Davis Polk & Wardwell律

師事務所擔任夏季或冬季有薪實習

生。獎學金得主由法律學院與Davis 

Polk & Wardwell成員組成的評選委

員會選出，委員會考慮一籃子因素

作出評估，包括學業成績（本科學

位及法律博士課程）、口頭滙報及

面試表現等。

2013年Davis Polk & Wardwell獎學金得主伍樂詩說：「贏得Davis 

Polk & Wardwell獎學金，讓我有幸在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個月。與

法律界的精英一同工作，同時探索自己的事業發展，是很有滿足

感的經驗。應用我的法律知識及研究，解決商業上的問題，是我

很享受的事情。另外，我亦十分投入公司聯誼及社交的活動，令

實習的生活更有趣味。想了解國際知名律師行如何運作的同學，

必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Surya Deva 副教授

第二排第五個（左至右）：伍樂詩

2013 Davis Polk & Wardwell
獎學金得主伍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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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課程：重點
及新發展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課程著重解決爭議理論，亦重視技巧

訓練，課程由國際知名學者、從業員學者、及本地經驗從業員教

授。課程提供不同種類的爭議解決方法、獨特的理論與實踐整合

訓練，包括但不限於協商、調解、本地及國際仲裁方法，及與爭

議解決有關的法律概念、證據與程序基礎。另外，論文元素讓學

生掌握研究方法、制訂研究計劃及運用創意分析，提交一份有條

理的論文，展示爭議解決技巧應用於解決複雜的問題，從而貢獻

社會，並促進爭議解決領域的發展。

近期發展

去年，本課程繼續與本地

及 國 際 的 爭 議 解 決 機 構

建 立 專 業 夥 伴 關 係 。 透

過這些夥伴關係，本課程

的學生只需符合特定要求，便有資格申請這些機構的專業認可。

這些夥伴關係包括：特許仲裁學會會員（MCIArb）或資深會員

（FCIArb）、香港仲裁司學會資深會員（FHKIArb）、香港調解

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HKMAAL）認可調解員、和香港律師會

的CPD積分等。

自2011年起，本課程與特許仲裁學會合作，成為全港首個及惟一

課程，開設高級仲裁裁決寫作科目（LW6409B）。課程由富經

驗的仲裁員團隊執教，提供學生獲取特許仲裁學會資深會員資格

（FCIArb）的獨特機會。

2013年9月開始，本課程讓學生有機會豁免必修課程，修讀其他

可推進他們在爭議解決範疇專業發展的選修單元。尤其是，學生

若持有本地大學法律學位、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學位、

城市大學的香港法律深造文憑 (PGCHKL)、或其他同等學歷，便

自動豁免修讀LW5303（商業合約）及LW5400（法律概念）科

目。獲豁免的同學可利用機會修讀本課程或法學碩士課程提供的

選修單元。

2011年起，本課程學生有機會參加與維也納大學合作的交流計

劃。2014年1月下旬標誌著課程與備受確認和尊重的學府緊密合

作協議的開始。合作協議增加課程的國際性；透過與奧地利維也

納大學合作，學生除了可獲城市大學頒授的學位外，有機會同時

獲頒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歐洲及亞洲司法研究法學碩士。不久將

來，本課程學生有機會透過與法國巴黎第一大學開辦的聯合碩士

課程，同時獲得巴黎第一大學的碩士二學位證書。

2014年2月1至5日，本課程學生獲邀擔任在城大舉行、由法律學

院協辦的2014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之學生大

使。透過是次及其他將舉行的活動，本課程致力提供機會讓學生

全面投入爭議解決的群體，建立爭議解決技巧，在專業資格更上

一層樓。

學生的成就及機會

本課程的學生一般是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包括工程界、金

融界、科技界、教育界、投資行業、與銀行業。學生多元化的背

景不但豐富其學習經驗，也有助他們探究使用爭議解決技巧幫助

解決業界的複雜問題的方法。學生透過參照、分析爭議解決理

論，在互動的技術評估中應用爭議解決知識，有機會提高自己的

專業技能及獲取資格，在其選擇的領域上獲得職業晉升。

本課程的學生也可透過積極參與不同活動有所獲益，諸如參與在

維也納舉行的年度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在城大舉

行的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及法律學院主辦的

大型調解/仲裁模擬法庭比賽─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

比賽。

—Avnita Lakhani助理教授

4

課程聚焦



法學碩士課程：「知識產權與科技法」
新專業

法學碩士課程旨在提供對中國法與比較法、國際經濟法、普通

法、海事法與運輸法、及知識產權與科技法有關法律議題及實務

的深入研究。學生亦可選擇一般課程。學生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專

業能力、專門知識及對行業的關注。

本課程最新開設了「知識產權與科技法」新專業。該專業探討有

關版權、專利、商標、設計、商業袐密及網絡空間的最新議題，

並研究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商業、工業、技術創新、管治、教育之

間的作用與互動，以及法律與每一方面的關係。所設科目涵蓋本

地法及國際法，並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及專業人士教授。該專業讓

學生增進對知識產權與科技法的了解。

—陳磊助理教授

花旗銀行法律部門的嘉賓講員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特點

我們的法學專業證書課程教學包含很實用、著重相關技巧的科

目。由司法機構備受尊敬的成員及法律執業者作示範或嘉賓演

講、高等法院裁判、嘉賓執業者飾演客戶的角色扮演、法庭導

賞、對專家證人作直接詢問和盤問、模擬教學等，都是本課程的

部份特點。

不少執業者都獲邀發表演講或給予示範，包括「大律師科目」、

「公司及商業實務」、「刑事訴訟實務」、「家庭法實務」、

「金融監管實務」、「非正審訟辯及面談」、和「審訊訟辯」。

角色扮演在「調解及談判」、「非正審訟辯及面談」、「專業操

守及實務」科目中經常被強調。

另外，在「遺囑及遺囑認證實務」，執業者會在小組中扮演客

戶。司法機構成員與執業者均在「審訊訟辯」的模擬法庭及「非

正審訟辯及面談」的訟辯評核中擔任法官。不少參與者對城大法

學專業證書課程的學生的素質有很高評價。

—高級特任講師Sushma S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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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際刑法的歷史淵源—法律學院合
辦國際研討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刑法的歷史淵源」於2014年3月1至2日在

香港城市大學舉行。會議是「國際法研究與政策中心」轄下的「

國際刑法和人道法論壇」舉辦之2014年李浩培講座暨專題研討

會，由國際法研究與政策中心與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城大法

律學院、歐洲大學學院法律系合作召開。國際法研究與政策中心

旨在促進國際法領域的學術活動，並致力推動國際法領域的從業

者和決策者的合作交流，而國際刑法和人道法論壇則旨在提出、

設計並組織討論國際刑法、國際人道法、過渡時期司法以及其它

更廣法律領域的重要課題。

Mark Kielsgard助理教授代表法律學院合作組織研討會。作為大

會協調員的他，負責會議的後勤安排。他亦發表開場致辭及主持

首個專題討論。此外，署理院長林峰教授亦發表開場致辭。Fozia	

Nazir	 Lone助理教授及Surya	 Deva副教授各自也主持了一場專題

討論。

Kielsgard博士強調歷史對國際刑法研究的重要：「國際刑法

歷史是很重要的學科，因為它總是回顧歷史。或許那就是我喜

歡它的原因。在我的人權法及國際刑法課堂上，我努力將歷史

貫穿其中。」

大會的協調員Mark D. Kielsgard助理教授

林峰教授作開場致辭。

國際刑法專家雲集「國際刑法的歷史淵源」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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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一向為其國際化及具競爭力的研究自豪。作為

法律學院，合作召開研究會討論這個國際法裡如此重要及適時

的題目是十分合適的。國際刑法近期在國際法中十分重要，而

對於國際社會如何處理國際罪行，也出現新的共識。這研討會

雲集了國際刑法領域裡最重要的學者和專業人士，必定會提供

新的見解。」林峰教授開場致辭時說。

兩天的研討會，超過五十個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大學及研究中

心的學者發表了論文，包括中國（與香港）、美國、德國、澳

洲、新加坡、荷蘭、加拿大、肯亞、意大利、英國、紐西蘭、

印度、丹麥、芬蘭、波蘭、捷克、及匈牙利。發表的論文範疇

廣泛，由古代皇帝及戰爭罪犯的檢控，到在國際罪行審判上國

家與國際之間的角力，到中國的儒家主義均有涉及，但都是環

繞國際刑法這主題。討論深入又富啟發性。

此研究專案由莫滕‧伯格斯默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謝薇

伶助理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易平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法

學院）協調。

兩天的研討會總共有十場專題討論。緊接著開場致辭及主題

介紹，是「根源的探討：超越國際刑法傳統的歷史想像」。

第三節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查及檢控工作之批判檢

視 」 ； 第 四 節 是 「 兩 戰 之 間 時 期 及 紐 倫 堡 與 東 京 大 審 判 之

前」。第一日研討會以「對紐倫堡的記錄及遺產更完整的跨

學科分析」作結。

研討會第二天以第六節：「把二戰後在日本的檢控工作檢視及

定位」開始。第七節是「紐倫堡與東京大審判之後：二戰後在

中國及東南亞的檢控工作」。中午之後，研討會以兩節的「紐

倫堡與東京大審判之後：二戰後在歐洲的檢控工作」繼續。會

議最後是討論及總結發言。

2014年11月29日及30日，在印度新德里將舉行第二次跟進研討

會。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及其他文章）會以兩冊綜合性論文集

出版。

會議由國際法研究與政策中心與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城大法律
學院、歐洲大學學院法律系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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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社會影響」─史丹佛法學院勞倫
斯‧弗里德曼教授在城大發表演講

「法律教育一直忽視法律的社會影響。」勞倫斯‧弗里德曼教授在

城大演講時說。「任何法律、規則、決策、條例的社會影響，不

能單靠討論條文本身作假設；這是一個實證問題。我們的法律教

育很大程度上完全忽視了法律的影響和副作用。」

史丹佛大學法學院勞倫斯‧弗里德曼教授

中國司法改革研討會

2014年1月16日，城市大學與香港律師會合辦中國司法改革研討

會。研討會由城市大學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及法律學院中國

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王貴國，與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

會副主席黃江天主持。

王貴國教授首先介紹研討會三位講者，他們均是第八屆中國高級

法官課程的學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呂岩峰、青海省高

級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羅鵬先、及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

任羅登亮。王教授說，講者不但司法實務經驗豐富，而且對中國

司法問題有廣泛知識；能夠邀得三位大陸法官與香港律師討論法

律問題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第一位講員呂岩峰的題目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思考」。他

指出司法審判的關鍵是法官；法官公正審裁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第二位講者羅鵬先分享了自己在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政治部工作

的經驗，以及解釋保障司法獨立對國家發展的意義。第三位講者

羅登亮回顧人民陪審制度自上世紀初以降的歷史發展，並指出國

家的司法改革應擴大人民陪審制度的實際功能，同時加強法官在

法律實務方面的專業性。

第八屆中國高級法官課程學員主講研討會

法律學院很榮幸邀請了史丹佛大學法學院勞倫斯‧弗里德曼教授

在2014年2月14日給予了一小時的演講，題目是「法律的社會影

響」。弗里德曼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法律歷史學家，其對美國司法

歷史的論述，對全世界一整代律師或大眾影響深遠，亦是「法律

與社會」學術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尤其因為把司法歷史歸類為社

會通史的分枝而為人熟悉。無論是1973年出版的得獎作《美國法

的歷史》、或2003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等，他的經

典作都已成為法律和大學教育的經典教科書。弗里德曼也寫了很

多關於罪與罰的書，很多本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他擁有六個法

學榮譽學位，亦是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

弗里德曼教授認為，有兩個宏觀的問題主導著法律社會學的理論

和研究：一是法律的來源，二是法律的影響。雖然很多研究隱含

對法律影響的研究，但令人驚訝地，很少研究明確有關特定法律

如何影響社會。

任何關於影響的研究需要考慮法律信息如何傳遞給受眾；受眾如

何理解或誤解信息；什麼因素影響受眾回應。這裡有三串因素：

懲罰與獎賞、同儕壓力、道德因素，包括合法性這富爭議的概

念。弗里德曼教授認為這些因素如何互相協調，和衝突時產生何

種效果是一個有趣和困難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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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與法學博士學生見面

「法律無法單靠文字去完成任務，因此，法庭和法官是實現公正

的重要元素。」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說。黎局長在2013年

11月13日與24位法學博士課程學生和教師分享他的經驗。

黎棟國先生在保安局工作已有四年，對保安局的系統有深刻的理

解。他向學生介紹保安局不同部門的職責，指出香港特區和內地

在某些結構上之相似。

「每個國家和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法律政策，亦會不時對政策進

行修訂，以配合城市的發展。」黎先生認為每一天都會面對新的

挑戰；他特別提到香港具爭議的「W案」。此案與人權有關，提

出了變性人是否有結婚權利的問題。他認為相關政策的持續討論

會繼續發展。

黎局長還與法學博士學生討論了近期水貨客帶奶粉過關引起的種

種問題，這亦觸發關於中港矛盾的討論。他提到有七成五的訪港

旅客是內地人，比例還在上升中。保安局轄下的香港海關會盡力

精簡通關程序。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與法學博士課程學生見面。

韓國領事館接待中國法官學生

2013年11月6日，第三屆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程學生及第五屆

中國法官法學碩士課程學生參加韓國駐香港領事館舉行的交流

活動。

交流活動由吳重根領事首先介紹韓國現狀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開始。簡報結束後，中國法官學員、出席的教職員、及韓國領事

館人員前往韓國餐廳作晚宴。趙鏞天總領事對城大法律學院對韓

國領事館一貫的支持表示感謝。

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教授感謝韓國領事館的熱情招待，並

表示了解到中韓之間日益增長的友誼。事實上，中國法官課程與

韓國組織司法交流活動已有數年時間；中國法官學員能夠參觀高

麗大學、當地的司法機構及律師事務所，開拓了眼界，和了解到

當地的司法文化。他相信這些經驗能幫助法官更全面、更能夠秉

持公義。

來自江蘇省的法學博士生徐清宇法官說，此次交流活動讓他感受

到大韓民族的熱情；他更認為，韓國社會的繁榮必定植根於深厚

的司法文化。他盼望將來能夠促進中韓人民的交流，對韓國的司

法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來自北京的法學碩士生郝卉法官則分享了2013年7月與其他中國

法官學員到訪韓國時的所見所聞。她們能夠見證韓國法官在推進

社會發展、保持國家傳統、及維持社會穩定取得微妙的平衡。她

們亦欣賞韓國的法官、司法學者和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氣。最後，

她衷心祝願中韓友誼永遠長存。

中國法官學生聆聽韓國領事吳重根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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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貿仲委代表團到訪法律學院	 	

2013 年 10 月 22 日，來自北京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簡稱貿仲委）在香港舉辦名為「中國內地仲裁：法律與實

踐」的專題研討會後，特地派出代表團，於 10 月 24 日到訪城

大法學院。

代表團由貿仲委副主任兼秘書長于健龍先生，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民四庭（即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庭）庭長羅東川法官帶領。

于健龍先生讚揚2013年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模擬法庭比賽成

功舉行。該比賽是城大法學院、貿仲委及其他機構合辦，是結合

仲裁及調解過程的獨特比賽。他盼望貿仲委與城大未來可進一步

合作。

羅東川法官指出，內地對培訓具國際視野的法官需求日殷，而仲

裁在內地也逐漸成為重點開拓的領域。代表團表示，貿仲委未來

可與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課程分享資源，如讓學生透過視

頻連線同步收看貿仲委每月的講座。

羅俊旭助理教授向代表團闡述了2014年國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

制模擬法庭比賽的最新發展。他亦感謝貿仲委榮譽顧問唐厚志教

授。于健龍先生回應時建議，貿仲委可協助於亞太區域推廣比

賽，以增加參賽隊伍的多元性。 

貿仲委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王文英女士說，其中心於 2013 年 3 

月投入運作，現階段的工作以推廣仲裁員的意見和促進交流為

主。貿仲委在香港成立中心，因香港擁有國際化運作模式的優

勢，也是與世界各地接軌的窗口。統計顯示，超過2萬宗案件在

香港以仲裁形式得到解決。迄今，有105宗仲裁裁決申請在港執

行。最後，她感謝法律學院過去數月對中心的支持，並期待更

多合作的機會。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代表團與城大法律學院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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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紐黑文學派法理學會議

每年舉行的紐黑文學派法理學會議

王貴國教授 Jurisprudence for a Free Society: 
Studies in Law, Science and Policy
中譯本《自由社會之法學理論：法
律、科學和政策的研究》

法律學院與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於2013年9月17至18日成功合辦

第五屆紐黑文學派國際會議，主題為「紐黑文與其他法理學派在

處理衝突與現今法律問題上的不同觀點」。

第五屆紐黑文會議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國際專家分享他們對爭端處

理過程的法理學基礎的觀點與經驗。是次會議聚集了超過20位來

自世界各地─如北美、歐洲、中國大陸及亞洲─的國際際專家及

學者。兩天的會議不僅運用了紐黑文的方法闡釋法律問題，也討

論了其他法理學的進路。
耶魯大學法學院Michael Reisman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大法官引用拉丁文諺

語：「讓人民的幸福作為最高法律」，盼望紐黑文學說可用來有

效解決國際爭端。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認同過去的紐黑文會議豐富了香港的法律思

維，並提供了極好的討論平台。他指出「沒有一個區域是一座孤

島」，國際的法律研究非常重要。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會議尾聲，王教授代表法律學院向 Anton	Cooray	教授致送他與

揚帆助理教授合編的紀念文集：The Rule of Law: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estschrift for Anton MJ COORAY，表彰Cooray

教授對一系列學術會議的大力支持，及其在法律學院23年的忠心

服務。

學院活動

紐 黑 文 學 派 是 發 源 於 二 十 世 紀 的 創 新 學 派 ， 由  M y r e s  S . 

McDougal、 Harold D. Lasswell與W. Michael Reisman

在20世紀的美國耶魯大學法律學院成立，提供了跨學科的框

架，分析及解決社會問題，旨在不同的社會實現人性尊嚴。

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王貴國教授很高興看到是次會議聚集了

不同法理學背景的學者。他說紐黑文學派最近才引進中國社會，

已獲得廣泛好評。他向 Michael Reisman教授致送 Lasswell 及

McDougal 教授合著的Jurisprudence for a Free Society: Studies 
in Law, Science and Policy剛推出的中譯本：《自由社會之法學

理論：法律、科學和政策的研究》。

耶魯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家 Michael	 Reisman教授說此經典著作

中文翻譯的出版是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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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隊伍晉身華盛頓Jessup模擬法庭賽
國際賽

城大法律學院學生在2014年3月8日舉行的Philip C. Jessup國際法

模擬法庭比賽香港地區賽事勝出，代表香港躋身4月在華盛頓特區

舉行的國際賽。

隊伍亦贏了最佳辯方書面陳詞獎、最佳控方書面陳詞獎；陳世皓

同學也奪得最佳訟辯員第三名。

城大隊伍隊員包括陳世皓（LLB四年級）、梁銘賢（LLB四年級）、

樊兆樑（LLB二年級）、廖穎心（LLB二年級）、與譚希晉（LLB

二年級）。教練由Mohammed	Talib先生出任，

Jessup是世界最大型的模擬法庭比賽，參加者來自超過80個國家

550所法律院校。其競賽內容是模擬國家之間在聯合國司法機關海

牙國際法庭進行訴訟。參賽隊伍要代表申請人和答辯人雙方作書

面陳詞及口頭辯論。

數千個來自全球的法律學生一年前已經開始為今年的Jessup問題

準備。今年的假設案件是關於海事發展與保育、及刑事司法管轄

權與海事救助權之間的衝突。大部分學生都先要在自己所屬地區

上勝出，才獲得資格晉升到美國舉行的國際賽。

陳世皓已是第二次參加比

賽和贏得最佳訟辯員第三

名。他說今年再度參加比

賽 ， 因 為 有 信 心 表 現 得

更好。梁銘賢也是法律學

學士課程四年級生，曾參

加維斯國際商事仲裁模擬

法庭辯論賽，是富經驗的

辯論隊員。廖穎心、樊兆

樑、和譚希晉則首次參加

模擬法庭比賽。

比賽十分緊湊。城大隊員連環擊倒港大及中大。隊員認為成功歸

因於他們在資料搜集上的努力，及眾多人士的支持，包括有參加

Jessup經驗的舊生、Mark	 Kielsgard助理教授、邢立娟助理教授

等教職員的意見、及模擬法庭比賽總監羅俊旭助理教授的支持。

最重要是教練Mohammed Talib在過程中諄諄善誘的指導。

「今次是法律學院首次連續兩年得到此項比賽的冠軍。早期我們

隔十年才勝出一次，但過往四年我們已贏了三次。這反映城大的

學生充滿贏取模擬法庭比賽的動力和熱情。我們的學生相當厲

害。」羅俊旭博士說。

左至右：廖穎心（LLB二年級）、樊兆樑（LLB二年級）、譚希晉（LLB二年級）、梁銘賢（LLB四年級）、陳世皓（LLB四年級）

城大參賽隊伍代表香港參加Jessup
國際賽。

模擬法庭

最佳控方書面
陳詞獎

最佳辯方書面
陳詞獎

最佳訟辯員第三名

「城大隊伍一直十分勤力及專注為Jessup比賽預備。由很早開始，

去年九月起，他們已高度集中精神，為撰寫書面陳詞而全力以赴。

在Jessup香港區賽事取得冠軍，證明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今年的

比賽水平尤其高，參賽對手及評判都不容易應付，各參賽隊伍勢均

力敵。城大隊員的努力和長時間的準備給予他們優勢，最終贏得控

辯雙方的最佳書面陳詞獎與總冠軍。」Talib先生說。

12



成為出色的訟辯員—訪問模擬法庭辯論
賽舊生教練

歐律治	(LC) (LLB 2011, PCLL 2012) 與林浩恩	(Mike) (LLB 2010, 

PCLL 2011)是城大法律學院的舊生，現為主要處理民事訴訟的大

律師。兩人回母挍擔任模擬法庭教練已一段時間，他們樂於與我

們分享參加模擬法庭辯論賽的經驗和心得。

法庭辯論賽能讓學生摸索自己是否適合當訟務律師，還是在法律

界的其他方面發展。」LC說。

賽前訓練是很花時間的，隊員要學習好好分配時間，以兼顧功

課、課堂、和訓練的要求。另外，透過訓練，同學能逐漸掌握法

律文章的寫作技巧，並能快速找出文章的重點議題。模擬法庭辯

論的原創性不在乎新穎的論點或論據，而在於訟辯員的表達手法

和說服別人的技巧，並且以大量的研究資料佐證。

有隊員在訓練期間都要學習訟辯和蒐集資料。LC和Mike的訓練方

式要求隊員挑戰自己的極限，嘗試在隊中擔任不同角色，發揮他

們所有的潛能。直至真正比賽前數星期，他們才會調配隊員，決

定每個回合的人選。

如何持續推廣模擬法庭文化
模擬法庭辯論近年開始成為城大法律學學士課程的必修科，這為

培養隊員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兩位教練都感覺到，近年的學生對

模擬法庭辯論的知識基礎普遍都比他們當年好。當然，要達到參

加國際比賽的水平，同學還需要多加訓練。

談到進一步發展模擬法庭文化的策略時，他們認為，法律學院應

該不斷鼓勵舊生返回母校，訓練模擬法庭辯論的接班人。另外，

學院也可聘請更多海外的資深老師訓練同學。不同的教練會帶來

不同的訓練方法和視野，這對同學的訓練會很有幫助。 

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LC認為，學院可參加更多不同的模擬法庭

賽，讓學生有更多接受訓練的機會。Mike則指出，學院應繼續保

持傳統，舉辦校內模擬法庭賽，訓練學生的訟辯技巧。

模擬法庭辯論賽舊生教練歐律治（左）與林浩恩（右）

Mike and LC 於2010 年在悉尼參加曼弗雷德‧拉克斯空間法模擬
法庭賽。

模擬法庭

如何成為出色的訟辯員？
LC和Mike合作無間，他們早在2008至2009年度的維斯東方國際

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已初次合作，2009至2010年度又在曼弗

雷德‧拉克斯空間法模擬法庭賽攜手應戰。畢業後，LC和Mike二

人一同擔任2012至2013年度曼弗雷德‧拉克斯空間法模擬法庭賽

的教練。今年他們也負責培訓2013至2014年度曼弗雷德‧拉克斯

空間法模擬法庭賽的隊員。

LC認為，要成為優秀的訟辯員，最重要是勤力和擁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Mike補充道，作為教練，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傳授學科知

識給隊員，但表達技巧卻不可一蹴即就；所以，在有限的備戰時

間下，最理想的就是隊員本身已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

兩位教練在為曼弗雷德‧拉克斯空間法模擬法庭賽進行面試時，

會考慮同學的態度是否認真、其溝通技巧，以及學業成績。他們

也會向面試者發問突如其來的問題，以測試學生的常識、對國際

時事的認識和想法。在面試的限制下，他們認為這些條件足以讓

他們選取最適合參賽的學生。

訓練方式
LC和Mike的訓練方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整個訓練需時6至9個

月。頭兩至三個月，他們會向同學闡釋空間法的課題。然後，同

學需要做大量的資料蒐集研究課題，並著手撰寫控辯雙方的書面

陳詞。最後，他們會邀請來自海外大學的辯論隊伍，透過視像會

議與城大的隊員比賽。訓練目的除了要贏得比賽外，LC和Mike

也希望幫助隊員更加了解法庭實際運作的程序，並訓練出法律學

生應有的分析能力和邏輯思維─這才是比賽長遠給他們帶來的好

處。此外，學生還可在過程中探索自己將來的職業方向。「模擬

給同學的話
「成功無捷徑，勤力是在任何領域中成功的不二法門。不論比賽是勝

是負，你已盡了最大努力。」

—歐律治(LC)

「您要用心投入模擬比賽辯論。至於將來當你進入業界工作時，更要

持守作為法律人的道德界線。」

—林浩恩(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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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學生在模擬法庭辯論賽的成績

在2012– 13年，法律學院參加多項國際法庭模擬賽，收獲甚豐。

上期通訊報道過2012-2013年Susan J. Ferrell跨文化人權模擬法庭

辯論賽、2013年菲立斯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及第二十屆維斯

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其他參與了的比賽及成績如下：

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

香港，2013年3月11– 17日

成績：最佳口頭陳述隊伍半準決賽、最佳口頭訟辯優異獎（翁朗／

何樂添）、 最佳仲裁答辯書優異獎

隊員：周曦婷 (LLB 2011)、馮奕聰 (JD 2012)、何樂添 (LLB 

2009)、 Kaur Kamaljeet (LLB 2011)、 梁睿知 (LLMArbDR 

2012) 、 梁方 (JD 2011) 、 Mahtani Sharina Nanik (LLB 

2011) 、吳嘉晞 (PCLL 2012) 、肖慧婷 (JD 2012) 、 翁朗 

(LLB 2010)

第六屆法蘭克福投資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

德國法蘭克福，2013年3月18– 22 日

成績：第五名

隊員：張文傑 (PCLL 2012)、周欣璉 (LLB 2009)、佘漢姬 (PCLL 

2012)、王穎 (LLM 2012)、張一倫 (PCLL 2012) 

曼弗雷德拉克斯空間法模擬法庭比賽（亞太地區賽）

日本東京，2013年6月1– 2日

成績：第三名、常規賽第二名

隊員：歐穎芝 (LLB 2009)、莫善麟 (LLB 2009)、單朗 (LLB 

2010)、鄧詩齊 (LLB 2011)

第14屆國際海事法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

英國修咸頓，2013年7月8– 12日

成績：半準決賽

隊員：鍾穎怡 (LLB 2009)、張展僑 (LLB 2011)、許珉諾 (LLB 

2010)、葉晉豪 (LLM 2012) 

國際替代性爭議解决機制模擬法庭比賽

香港，2013年7月28日至8月3日

成績：準決賽、常規賽最高分

隊員：朱喬華 (JD 2011)、張加祐 (LLMArbDR 2012)、謝家茵 

(LLB 2009)、唐英豪 (LLB 2012)、莫倬原 (LLB 2012)、王一 (JD 

2012)

模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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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

第四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院學術年會：國家治理能力與中國人權保障制
度新發展	
2014 年 1 月 17 及 18 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屬下的中國法

與比較法研究中心舉辦了「第四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

人民大學法學院學術年會」。該年會自 2009 年開始，由城大及

人大兩所法學院輪流在香港及北京主辦，是兩所法學院每年的一

項重要學術活動。 

適逢 2013 年是中國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五

周年，以及批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十二周年，

我們把本年度年會的主題定為：「國家治理能力與中國人權保障

制度新發展」。 

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從比較視角看「中國特色的
法治精神」		
2013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及中國社會

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於城大成功舉辦「中國特色的法

治精神」國際會議。超過30名來自美國、歐洲、澳洲，以及中、

港、澳的傑出學者於會上發表論文，就此甚具爭議性的主題交流

意見。

第四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術年會

研究中心

本屆年會為期一天半，合共參與人數約 50 人，當中包括超過 20 

名來自城大法律學院、人大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華

南理工大學法學院，以及本港其他法律學院的專家和法律學者。 

會議上，講者發言的題目涵蓋多個方面，包括人權與民主的關

係、反腐敗、司法保障人權、刑事案件中的人權保護、憲法與法

治的關係等。各位講者精彩的發言不單為與會者提供了相關方面

的知識，並且啟發了對有關問題的深入思考。而其他與會人士在

自由討論環節亦積極地參與討論、互相交流不同的觀點。 

本屆年會不單為各位與會者提供了一個平臺，讓他們能聚首一同

討論關於中國人權的問題，同時亦為來自中港兩地參與會議的學

者及其所屬的大專院校提供了學術交流和日後更緊密的合作機

會。本屆年會最後在熱烈的討論氣氛中圓滿結束。

國際會議討論「中國特色的法治精神」

2011 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

經形成。本會議即是以此為背景，促進有關「中國模式」法治精

神的學術交流，並提供不同的比較視角，以增強中國與其他地區

在此方面的交流。 6 月 5 日會議開幕，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

時任城大法律學院院長王貴國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所長李林教授於典禮上致辭。林峰教授歡迎所有與會的學者參加

會議，透過富有意義、大膽的意見交流，探討現時轉型中國的法

律體系特色。與會者包括處於中國法律研究前沿的內地學者、於

外國進行中國法律研究的學者、以及能為中國法律體系發展提供

比較視角的其他學者，可謂濟濟一堂。  

王貴國教授指出，會議主題從許多方面來說都甚具啟發性。很多

國際經濟法的學者都知道，國際規範的實施、以及實施過程中的

標準及準則，都正逐步被納入國內法的系統，包括執法體系。在

現今日益全球化的環境底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能獨立存

在而不受國際規範所影響；換言之，要一個司法系統完全獨立於

國際規範之外，是極其困難的。因此，探討中國的法治特色有否

隨著她融入世界體系而受到影響，是很有研究價值的議題。  

李林教授分享到，中國用了二十年的努力將中國司法體系由法制

轉化為法治。其中，私法和經濟法的領域和全球化接軌的地方會

比較多，而在公法及憲法的領域，則中國特色或會比較鮮明。他

深信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學者在此聚首一堂，他們的經驗和學

識，對中國的法治改革和進步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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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於 6 月 7 日中午來到尾聲，研究中心副主任賀欣教授於閉幕

禮上致辭，總結會議中討論過的精彩議題。隨著中國的政經力量

日趨強大，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理解中國的法律制度發展、以及其

對世界的影響。與會者嘗試為中國法治精神的特色下定義、又就

「以法治國」和「法治」的分野進行辯論，以及討論中國的實際

情況是否符合此兩個概念的定義、探討了構成中國法治軌跡的各

種法律及建制改革。會議成功深化了與會者對主題的認識。

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主任顧敏康教授

顧：中心成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協助開辦海事及運輸法法學碩士

課程。我們中心的職員都是海事法專家，他們負責教授海事法課

程，並指導有關研究，期望學生在實踐和研究上都有傑出成績。

當然中心另一個重點是放在研究活動方面，因此我們一直也有邀

請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傑出專家及著名學者，擔任研討會講員。作

為研究中心，我們也希望自行或透過合作出版期刊，作為發表研

究結果的平台。很高興地《中國海洋法學評論》─一本海事法研

究方面很專業的期刊─邀請與我們合作。總括來說，教學和研究

也是中心的重點工作。

編：學院在早前的會議上提到今年會舉行「香港海事法論壇」學

術會議。可以談談會議的最新進展嗎？

顧：會議定於今年11月舉行，我們正尋求本地的研究機構及業界

組織的經濟支持，以爭取更多海事及運輸法專家參與會議。會議

旨在提高香港市民對海事及運輸法的關注。雖然香港擁有全球最

繁忙的港口之一，但關於海事法的討論仍很少。因此我們期望透

過邀請與海事法相關的法律界和學術界人士參與會議，引起更多

人關注香港海上情況，及提供建議促進海事法的未來發展。

研究中心

教學與研究並重─訪問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
心主任
2014年1月10日，編輯們訪問了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主任

顧敏康教授。他分享了中心今年的計劃和展望。（編：編輯；

顧：顧教授）

編：根據你們的網頁，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

是「回應海事及運輸界人士、執業律師、及地區的需要，並且從

本地及比較的角度，展開海事及運輸法的實踐和研究。」你如何

評價中心成立至今的成績？

顧：我認為中心的表現達到期望。海事及運輸法法學碩士課程的

反應不錯；我們舉辦過不同的研討會，與香港的不同組織建立了

合作關係。我接任中心主任只有很短時間，但我與中心其他職員

都已有一些計劃，希望今年可以具體落實，例如定期舉行午間研

討會，介紹海事及運輸法最新研究和發展。我們亦計劃出版電子

通訊，發放關於中心、業界和海事法的最新消息。

編：研究中心與海事及運輸法法學碩士課程有甚麼關係？中心在

教學和研究上的焦點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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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除了舉行學術會議外，中心還有其他提升研究水平的活

動嗎？

顧：我們也與海外的海事法研究中心合作。迄今為止我們已與

Swansea 大學法律學院，及華東政法大學國際航運法律學院展開

合作。亦與高麗大學保持協作關係，及參與東亞海商法論壇。

編：中心是否會為航運業界人士開設短期課程？

顧：對。為培育更多航運業界人士，由2014至2015學年起，中心

計劃每年開辦一至兩個短期課程。每個課程分開三堂，每堂三小

時，共12小時。每個課程計劃吸納20至30個學員，課堂由中心職

員或兼職的業界人士教授。課程會涵蓋海上貨物運輸法等題目。

顧：我們還未有今年的學生人數；去年海事及運輸法法學碩士學

生有20人。若有更多學生選讀海事及運輸法，這個課程可能由研

究中心參與獨立管理。選修海事法專業的學生始終與其他法學碩

士生有別；在海事法的研究上，航運業界的工作經驗比法律學位

可能更為重要。

編：網頁上也提到中心的目標是發展成為「創新的跨學科中

心」。達到目標會有怎樣的策略？

顧：我認為中心必須發展成為地區內首屈一指的海事法研究中

心，招聚有質素的學者及學生，同時爭取更多研究基金。要成為

真正跨學科研究中心，我們需要與更多行業建立聯繫，例如保險

業和金融機構。

編：香港的港口正面對附近地區的競爭，如廣東的港口和深圳的

港口。你認為中心應向政府建議加強海事法研究，以提高香港港

口的地位嗎？

顧：香港港口面對諸如新加坡的激烈競爭，我們一直也有研究提

升香港業界地位的措施。香港航運業界與澳門和廣東一直都有緊

密的聯繫。我認為香港政府在前海發展上應有更大的參與；有說

法指香港未預備好在前海經濟特區上的合作，但我認為政府應盡

快展開工作。中心希望在前海的發展上有所貢獻。

研究中心

編：可否介紹海事法律獎學金的頒發標準？

顧：獎學金的頒發標準有四點。申請者需要對香港海事業有長期

貢獻、具備海事法及航運業界的專業知識、優秀的溝通及表達技

巧、與優良的學業成績。業界人士可獲優先考慮。所有申請者也

要經過面試。

編：預計2014至2015年的法學碩士課程學生裡，有多少會選讀海

事及運輸法專業？過去數年在收生上的趨勢如何？你如何看課程

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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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海事法院訪問城大法律學院
2013 年 12 月 19 日，廣州海事法院代表團到訪城大法律學院。 

海事與運輸法法學碩士學生獲頒獎學金。

本屆五位傑出的獲獎學生包括陳敏、陳子健、魏舒晨、岑家琪及

Nari	Pinky。

陳子健說他很幸運能獲得獎學金，並會盡一切努力回饋社會。

Nari Pinky說：「我很榮幸獲得獎勵，希望在未來能從事海事相關

領域的工作。」

魏舒晨表示獎學金是推動她堅持不懈的動力。

普通法抑或歐盟法？學者深入剖析跨境商業航
運訴訟
2013年6月6日，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邀得倫敦城市大學

法學院的Jason Chuah教授於城市大學主講公開講座，題目為

「跨境商業航運訴訟—航運律師面對的挑戰」。 

Jason Chuah教授是倫敦城市大學法學主任及商業及海事法教

授。他自劍橋大學畢業，並持有英國出口學會所頒授的「出口證

書」（榮譽）。Chuah教授著作甚豐，曾發表超過200份學術期刊

論文，並廣為英美、歐盟國家的法庭及機構所引用。

倫敦城市大學法學院Jason Chuah教授

廣州海事法院成立於 1984 年 6 月 1 日，是中國最早成立的海事

法院之一。管轄區為廣東全省海域及通海的內河可航水域。廣州

海事法院總部設於廣州，而派出法庭則位於深圳、汕頭、湛江與

及江門四個城市。 

廣州海事法院副院長詹思敏女士代表訪問團感謝法律學院安排是

次訪問。她說法院每年需處理超過 2,000 多宗案件，而法院旗下

的海事法官都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她期望法院與法律學院將來

會有合作的機會。

2013–2014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證書頒發典禮
2013年11月18日，香港海事及運輸法研究中心舉辦了2013–14年

度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證書頒發典禮。

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計劃於2011年起，為在學術與其他領域有突

出表現的海事與運輸法法學碩士課程新生，提供每人108,960港元

的全額獎學金。

廣州海事法院代表團

談到航運及商貿，其全球化的本質意味著每當有爭議發生，就會

衍生出為了確定合宜的司法管轄區、適用法律等而引起的法律衝

突。因此，經常牽涉大額金錢的跨境商業航運訴訟在英國國際私

法中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Chuah教授於講座上解釋，為何管轄

權問題對跨境商業航運訴訟如此重要，以及歐盟布魯塞爾系統對

非歐盟國家訴訟人的影響。 

本講座吸引逾40人參加，當中包括不少學者及業界人士。講座過

程中，與會者與講員有甚多交流的機會，啟發良多。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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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傑出大學的合作計劃及聯合課程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與中國大陸、歐洲、北美、及亞太地區的大

學均保持緊密聯繫。學院與澳洲、中國大陸、歐洲、及美國等

大學也有協辦交換生計劃，讓學生在不同司法管轄權的地區學

習法律。

學院與維也納大學重新簽署合作計劃，開辦歐洲與亞洲法研究

法學碩士課程。詳情可參考Lansky, Ganzger & Partner頒授獎

學金的報道。

以下是在維也納大學完成司法理論法學碩士課程的學生之感想：

「這個城大與維也納大學合作的課程，讓我們大開眼界，機會難

得。我們在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經歷的日子很短，但很充實。我

誠意向法律學院各學生推介這個課程。」

趙思寧（法學博士）

「維也納多姿多彩，講師來自世界各地，同學來自不同國家，令

人難忘。」

姬厚實（法律博士）

「城大的普通法課程，和維也納大學的法律理論課程，互相補

足。城大的課程探討『法律是什麼』和『如何應用那些法律』；

維也納大學的課程探討社會『為何需要法律』。歐洲是個令人難

忘的地方。」

陳申（法律博士）

另一方面，城大法學碩士課程的學生、法律博士課程最後一年的

學生、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法學碩士/文學碩士課程（同時擁有法

律學位）的學生，都可申請與巴黎第一大學合辦的聯合碩士課

程。參加課程的同學，可從以下課程選讀五個：世界貿易組織法

律、國際投資法律、國際商業訴訟、國際仲裁、國際合約、國

際經濟法、與法國法律入門，以及提交論文。城大的課程獲確認

後，巴黎第一大學會頒發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二證書給修畢課程

的同學。

海外交流

最近法律學院便與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及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簽署

了合作協議。參加計劃的學生在城大上課之餘，會抽一個學期遠

赴維也納大學或巴黎第一大學上課。他們在維也納大學或巴黎第

一大學修讀的30個歐洲學分（包括論文），只要成績達到標準，

能轉移成城大的12個學分。學生在其合作大學及城大的成績都達

標準後，能獲頒發兩個學位。

事實上在2012年，城市大學已與維也納大學開始合作，開辦司

法理論法學碩士課程。由於學生的興趣不限於司法理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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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碩士學生沙曉宇獲得 L a n s k y ,	
Ganzger	&	Partner頒授獎學金

2014年2月13日，獎學金頒獎禮在法律學院舉行。獲授獎學金的

是法學碩士課程學生沙曉宇。在三月，她與其餘十多位學生到維

也納大學修讀第二學期的課程。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與維也納大學

簽署了合作計劃，兩所大學參加計劃的同學一個學期在城大學

習，另一個學期在維也納大學上課；若成績達到要求，可同時獲

得城大頒發的證書，及維也納大學頒發歐洲與亞洲法研究法學

碩士證書。獎學金用於支付在維也納大學整個碩士課程的學費

（5500歐羅）。獲獎者會在Lansky, Ganzger & Partner律師行完

成一個月的實習。

碩士課程，會令她對在急速發展的中國裡發生的問題更加了解和

有更深入的思考。

「這課程的開辦反映中國及歐洲合作無間。」奧地利香港總領

事Claudia	 Reinprecht博士說。她告訴同學，維也納是個文化之

都，她肯定這個歐洲城市及歷史悠久的維也納大學會帶給同學難

忘的回憶。

維也納大學的Bea Verschraegen教授

海外交流

法學碩士學生沙曉宇接受Gabriel Lansky博士頒發獎學金。

Lansky, Ganzger & Partner 律師行高級合伙人Gabriel	 Lansky博

士是獎學金的授予者，他在獎學金頒獎禮上致辭說：「『歐洲與

亞洲法研究』法學碩士課程讓學生充實學科知識，爭取實戰經

驗，以應付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

Heinz	 Mayer教授是維也納大學法律學院院長，他亦感謝Lansky

博士的慷慨贊助。據他透露，原來Lansky博士多年前也是維也納

大學的講師，他深知學術理論與實際經驗對法律學生同樣重要，

這合作課程在這兩方面也同樣重視。

Bea	 Verschraegen教授是歐洲與亞洲法研究法學碩士課程主任。

她亦提到維也納大學與城市大學的合作數年前已開始，雙方一直

討論合作開辦課程，最後「跨境貿易的形成及控制」成為這法學

碩士課程的主題。

沙曉宇同學說當知道獲頒獎學金時感到意外，因她認為比自己優

秀的申請者也很多。雖然如此，這份不可辜負別人期望的壓力反

成她把課程讀好的動力。來自上海的沙同學，提到上海自由貿易

區的成立及利率自由化等議題，她期望在維也納大學修讀的法學

Lansky博士在同日下午，在學院作一場名為「歐盟的遊說與公

共事務」的演講。他認為代表歐洲及美國在歐盟的利益的遊說組

織已有不少，但代表亞洲國家利益的遊說工作，尤其是代表中國

的，仍與它們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成比例。他在演講裡簡單介

紹了歐盟內部的決策過程，和一些在現行法例架構下可以影響政

策制定的方法。

在2月17日，總領事連同副總領事Roland	 Rudorfer先生、領事館

人員Merty	 Wong先生，再度蒞臨法律學院，向準備前往維也納大

學的十多位學生簡介奧地利概況。他們除了介紹奧地利著名的人

和事外，也強調今年是香港與奧地利建立友好關係160年。當然領

事館人員亦提醒學生要申請簽證。Reinprecht博士最後祝願同學

在維也納的學習順利，並歡迎有問題時隨時聯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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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暑期實習計劃

城大法律學院是香港第一所大學將計算學分的法律實習課程融入

法律學榮譽學士課程中。課程於2007年6月開始實施為學生提供

於暑期到香港或中國內地法律實習的機會。

六星期的法律實習裡，學生到中國人民大學上課，學習中國內地

的司法制度。他們亦得到難得機會，探訪很多司法機構，甚至可

以到不同省份的人民法院工作，獲得寶貴經驗。除了內地的法律

實習機會，學生也可選擇到本地的國際律師樓實習近一個月。

「是次大陸法院實習活動是在讓我獲益良多，在上海二中院的短

短數星期，讓我體驗到大陸法制的實際運作，人民法官用心的為

人民服務，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凡事都易地而處。在一國兩制

底下，作為一個法律學生必須熟悉兩地法制的異同，各取優點互

補不足。期望將來能有更多機會和內地的法律精英作深一步的交

流與合作。」

方恩諾 (LLB) 

「北京是我國的首都，上海是中國其中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繁榮

城市，這次為期一個半月的北京、上海交流之旅，讓我獲益不

淺。尤其是有機會在上海海事法院實習一個月，機會十分難得，

希望我們以後有更多交流學習的機會。」

宋彩鳳 (LLB)

「暑期北京上海之行已經過去三個月了，但是這一次的實習卻讓

我記憶猶新。同學們的互助友愛，老師們和法官們的悉心指導都

讓我受益匪淺。感謝城大提供了這次機會，我會帶著實習中老師

與同學的祝福，努力成為一個優秀的法律人。」

董芸汶 (JD)

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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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官校友會華南分會及東北分會正
式成立

所有曾就讀「中國法官法學碩士課程」、「中國法官法學博士課

程」及「中國高級法官研修班」的大陸法官均為香港城市大學法

學院「中國法官校友會」之終生成員。城大法律學院一直與中國

法官校友保持緊密聯繫，協助他們成立校友會。

學院認為這樣的組織，能促進中國法官校友之間的交流和聯繫。

二○一三年春，王貴國教授聯同陳磊助理教授、關文偉助理教授

以及來自各省份的代表，商議成立校友會的相關事宜。考慮到校

友的人數和分佈，法學院現已初步召集好校友會的骨幹成員，成

立分會。經過老師及校友的辛勞籌備，華南分會於同年7月6日在

珠海成立，而東北分會亦於10月10日在瀋陽舉行成立儀式。

「中國法官校友會」擬於大陸和香港定期舉辦校友聚會、周年大

會，並邀請法學界精英主講名家論壇、舉行特定主題的聚會、講

座，讓畢業生與城大老師、各屆人士聚首一堂，增進友誼，拓寬

人脈。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城大中國法官校友會華南分會成立的溫情

場景仿佛發生在昨日，屈指一算卻已半年有餘，回憶此事，感想

頗豐，多有可記。2013年7月5日，盛夏的珠海以藍天白雲熱情

擁抱城大老師和華南地區（廣東、廣西、海南、福建）校友的到

來，32名師生歡聚一堂，傾情交流。7月6日上午九時，城大中國

法官校友會華南分會成立大會在珠海中級法院如期舉行。大會由

城大法學院關文偉博士主持，第一屆法官博士課程班學生徐素平

代表籌備組報告了校友會華南分會的籌備情況，我很榮幸擔任了

首任會長，有4位優秀的校友代表在會上發言，感謝城大為我們

成長所做的努力，感謝城大為中國法官與境外交流提供的寶貴平

臺。法律院前院長王貴國為大會致辭，對城大中國法官校友會華

南分會的成立表達了誠摯的祝賀和殷切的希望。

成立大會後安排了法學論壇，王貴國教授與賀欣教授分別作了「

全球化與法官」、「司法調解的內部矛盾」的專題講座，並與到

場法官交流，校友們再次汲取了最為需要的學術營養。下午，師

生們前往珠海斗門，品閱原生態的水鄉文化，盡情享受大自然的

景致，敘說著濃濃的師生同窗情誼！

城大中國法官校友會華南分會成立後，校友們秉承城大「敬業樂

群」的校訓，在實踐中堅持學習與研究，在應用法學理論研究等

各個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和驕人成績。李慶、馬雪濤、黃孝發等

校友的多篇學術文章在《法律適用》、《人民司法》、《中國審

判》等期刊發表。

城大為中國法官提供的交流與教育平臺，使每位學生受益終生，

城大中國法官校友們也必將為中國司法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華南分會會長黃志堅

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華南分會成立留影

校友近況

(左起) 黃志堅會長、徐春健、王貴國教授及徐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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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東北法官校友滙聚瀋陽，共

襄主題為「敬業樂群，效酬東北」的盛會。香港城市大學法院前

院長王貴國教授、副院長顧敏康教授、關文偉助理教授、陳磊助

理教授等到會。

會上張祥楹同學代表籌備組彙報了香港城大校友會東北分會籌備

情況，陳磊博士宣佈了校友會組織架構成員名單，推選出了高級

法官研修班學員宋景春、李威、呂強、崔軍、賈玉敏、郭淩川、

張祥楹、任繼強、孫為群等為會長、副會長及秘書長。宋景春會

長代表香港城市大學東北校友回顧了在城大求學過程中的收穫和

感受，盛讚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對推動香港與內地司法交流所做

出的巨大貢獻，表達了東北校友立志發揚「敬業樂群」的校訓精

神，效酬東北司法事業的堅定信念，共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之

大計的願望。王貴國教授代表城大法學院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

辭，向城大東北校友會的成立表示熱烈祝賀，對城大校友「敬業

樂群，效酬東北」的立志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對全體校友要在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發揮各自所能及優勢，為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

標不懈努力與追求提出了殷切希望。會上學員們還對如何開展香

港城大與內地的司法合作專案諫言獻策，並就校友會如何開展活

動、發揮作用等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成立儀式後，王貴國教授和顧敏康教授分別就「研究方法與論文

寫作」及「競爭政策與反壟斷法司法」作了精彩的專題講座，與

會學員們受益匪淺，再次領略香港城大博學、審問、慎思、明辯

的學者風采。

瀋陽的聚會在校友的依依不捨中落下帷幕。濃濃的師生情、同學

誼，讓校友們尋回了難忘的城大情愫；敘友情、結新友、享資

訊，也分享與交流了大家在工作、生活和事業上的經驗與智慧。      

感謝香港城大，

擁抱我的母校！

東北分會會長宋景春

遼寧省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校友近況

東北分會成立留影

(左起) 王貴國教授及宋景春會長

23第九卷 第一期 2014年5月



PASCOE,	Daniel
Daniel Pascoe博士於2014年1月2日加入法律學院，擔任全時間助理教授。

研究範疇：

刑法、刑事訴訟法與量刑、法律與東南亞社會、從比較角度看死刑、轉型正義

代表論文：

‘Clemency Frequency in Southeast Asian Death Penalty Cases: Explan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Asian Law (forthcoming 2014)

教育背景：	

哲學碩士、 哲學博士 (牛津大學) 

教員成就

會議論文
高級特任講師John	 Burke 於2013年11月，在澳洲阿得萊德舉行
的「澳洲法律專業教育理事會會議」中，發表「Postcards From 
the Edge: Proposed Changes to Practical Legal Training in Hong 
Kong」論文。

霍詩婭助理教授在2013年3月7日於瑞士日內瓦聯合國萬國宮
舉行的「國際婦女節：保障及推廣女性權利」研討會上，發表
「Caught in Crossfire: Women, Conflict and Kashmir」論文。

陳博文助理教授於2013年10月25至26日，在韓國高麗大學舉
行的第六屆東亞海法論壇，發表「Marine Insurance Law in 
Hong Kong: English governing law clause, Direct actions, and 
Warranties」論文。

邢立娟助理教授於 2 0 1 3 年 9 月 在 牛 津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發 表
「Competi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Harmony Under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2012」論文。

揚帆助理教授於2013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 Generations in 
Arbitration Conference VII中，發表「Implic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n 
Recent Amendments to the PRC Civil Procedure Law」論文。

研究資助
高級特任講師	John	Burke 成功得到教學發展補助金，主研關於保
釋申請的光碟製作。

陳博文助理教授得到10萬港元的Strategic Research Grant，用在
「Striking a Right Balance? A Prospect of “Rotterdam Rules” 

in Hong Kong」的研究項目上。

關文偉助理教授成功申請城大的種子研究基金，獲批10萬港幣，

主研由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與上海財經大學的經濟學者合作的

跨學科研究項目：「汽車特許經營中垂直限制的反壟斷執法含義

的一個法律經濟分析 」。

會員

陳博文助理教授獲「香港海商法協會」委任為理事。他是 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認可調解員，及香港調解資歷

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認可綜合調解員。

揚帆助理教授是特許仲裁學會資深會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

有限公司認可綜合調解員、與 Arbitralwomen會員。

精選著作

DEVA, Surya and Hood, Roger (ed) Confronting Capital Punishment 

in Asia: Human Rights,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DEVA, Surya and Bilchitz, David (ed)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Beyond th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DEVA, Surya “Taking Nature Seriously: Can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Tame Corporate Profiteering?” in Voigt, Christina (ed.) 

Rule of Law for Nature: New Dimensions and Ideas in Enviro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新任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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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MA, Rajesh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in the Context of India. (2013) 1 (1) Journal of India 
International ADR Association 37–40 

SHARMA, Rajesh and Moens, G. A. The CEAC Hamburg Arbitration 
Rules: A European-Chinese Trade-Related Adaptation of the 
Revised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2010. (2013) 79 (2) Arbi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 137–157 

SOOKSRIPAISARNKIT, Poomintr “A common law position for a 
choice of law in internet defamation—the case for Hong Kong” in 
Kierkegaard, Sylvia (ed) Law & Practice Critical Analysis and Legal 
Reasoni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T Lawyers 2013

SOOKSRIPAISARNKIT, Poomintr Fraudulent Claims Yet Again 
—Summers v Fairclough Homes Ltd [2012] UKSC 26. (2013) 1 
Frontiers of Legal Research 87 

SOOKSRIPAISARNKIT The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2006 — 
Tim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Interests of Seafarers’ 
Welfare. (2013) 2 (1) Journal of Civil & Legal Sciences 1–2  

TAI, Sik Kwan and Ng, J. The Collision of N67 and Yiu Hai in 
2008. (2013) Journal of HK Shipping Circles Asso 16–18

ZHU, Guobin and Price, R. Chinese Immigration Law and Policy: 
A Case of "Change Your Direction, or End Up Where You Are 
Heading? (2013) 26 (1)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6–40 

朱國斌	<探索「一國兩制」新空間—以「一地兩檢」與「一島兩
轄」為例>。 (2013) 29 港澳研究32–48

LONE, Fozia “Rule of Law from Tort Law Perspective” in Wang, 
G. and Fan, Y. (ed) The Rule of Law: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Festschrift for Anton MJ COORAY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y–fifth 
Birthda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3 

LONE, Fozia “Extraterritorial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Irresponsible Sovereign Financing” in Bohoslavsky , Juan Pablo and 
Černič , Jernej Letnar (ed) Human Rights and Sovereign Financing  
Hart Publications (Forthcoming, 2014)

LONE, Fozia Edict in Pre-Colonial India: Analysis of the New Haven 
Approach. (2014) Beijing Law Review (Forthcoming)

XING, Lijuan Behi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Legal 
Indigenization and the WTO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S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4 

XING, Lijuan and Head, John W. Legal Transparency in Dynastic 
China: The Legalist-Confucianist Debate and Good Governance in 
Chinese Tradition US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3

DING, Chunyan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in China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2013) 43 (1) Hong Kong Law Journal 
245-278

GU, Minkang and Srivastava, D. K. Tort Law in China Sweet & 

Maxwell 2013 

GUAN, Wenwei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TO: The Hope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WTO Decision Making,” in Guiguo, WANG 

& Fan, YANG (eds) The Rule of Law: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estschrift for Anton MJ COORAY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y-

fifth Birthda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3

GUAN, Wenwei How General Should the GATT General Exceptions 

Be? A Critique of the “Common Intention” Approach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2014) 48 (2) Journal of World Trade (Forthcoming) 

HE, Xin Frank and SU, Y.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 (2013) 10 (1)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121–145

HE, Xin Frank and Ng, K. H. In the Name of Harmony: The Erasur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s Judicial Mediation. (2013) 27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97–115

HE, Xin Frank Judicial Innov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Judici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in East China. (2013) 69 China 
Journal 20–24

HE, Xin Frank and Ng. K. H. Pragmatic Discourse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2013) 47 (2) Law & Society Review 279–310

LAKHANI, Avnita Required legal skills for the 21st century lawyer: 

legal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 (2013) 6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vate Law 38–51 

LAKHANI, Avnita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Balancing benefits with navigating minefields. (2013) 29 (2)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164–174  

LAKHANI, Avnita The Strategic Use of Mediation for Resolving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2013) 19 (1)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60–73 

LAKHANI, Avnita Towards a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tionality 

in Managing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nhancing Global 

Security. (2013) XIV (1)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1–95

ONG, Rebecca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The liability for defamatory 
posting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2013) 29 (3)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274–281

教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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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通訊編輯委員會感謝廖港森先生、郭思琪小姐、以及其他負責籌備此期通訊的職員。
陳志軒先生（主編）、Mr Michael BECKETT、 李瀟博士、 Mr John BURKE、 Dr Avnita LAKH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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