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亞洲法學院協會（ALSA）舉辦「法律教育的新挑戰和新機遇」學術研討會（2021 年 4 月

27 日- 28 日） 
 

2021 年 5 月 7 日 

馮綺婷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各個界別均面對重大挑戰，法律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只有少數

的課程和評估以面授形式進行，相反，大部分已轉為以線上形式進行。在不久的將來，新

型冠狀病毒將不再阻礙法律教育的面對面交流，此後，課堂亦將以更多不同的方式進行，

包括創新的面授學習、線上學習、混合學習，這些學習方法均十分有效，並能在疫情過後

廣泛應用於教學上。 

 

     
                                                                                                       Jack Burke 先生 (左) 與呂凱恩女士(右) 

 

為鼓勵學者分享有關研發及運用創新教學法的經驗，以及讓法律教育邁進新里程，亞洲法

學院協會（以下簡稱「ALSA」）的兩個成員單位，吉林大學法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

學院（以下簡稱「城大法律學院」），於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合辦了首個 ALSA 學

術研討會，名為「法律教育的新挑戰和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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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鵬教授 (左）和陳清漢教授（右）致歡迎辭 

 

學術研討會以何志鵬教授（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的歡迎辭展開序幕。對於能夠與城大

法律學院合辦是次研討會，何院長表示榮幸。他認為吉林大學法學院與城大法律學院理念

一致，亞洲法學院應更多交流意見，並共同探討如何推廣法律教育。他還強調全球所有法

學院都有著共同目標，旨在培育更多法學學生，並提升課程質素，改進教學方法，以及向

其他法學院和國際法律教育組織學習。何教授指出，在這新時代，有三個元素在法律教育

中擔當重要角色，即網路通訊禮儀、法律議題及（去）全球化之間的緊密聯繫，和文化多

樣性。他邀請所有法律學者思考如何在現今政治環境下優化法律教育，而是次研討會正是

促進法學院交流的良好開端。 

 

何教授致辭後，陳清漢教授（資深大律師、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首席教授）歡迎

所有與會者出席由 ALSA 舉辦的首個學術研討會，並為能夠與吉林大學法學院合辦是次活

動感到十分高興。作為新成立的協會，他認為是次活動標誌著 ALSA 的重要開首。 ALSA

由 22 個著名亞洲法學院組成，並期望邀請更多成員加入，最終包涵所有亞洲區內法學

院，旨在為所有亞洲法學院發聲，與美國法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 Law 

Schools）的角色相似。陳教授其後談及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認為在過去 15 個月，疫情迫

使大學及教職員步出安舒區，並試著為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限制提供解決方案。以城大法

律學院為例，學院致力於改善科技應用，最近更獲得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撥款，以支持

「全球課堂」的研究項目，幫助城大法律學院迎接線上學習 2.0。他感謝所有參與研討會

的講者，並特別向 Jack Burke 先生（城大法律學院高級特任講師）、呂凱恩女士（城大法

律學院特任講師）、何志鵬教授及其同事致謝，也感謝所有與會者對 ALSA 的信賴。得到

大家的支持，學術研討會才能順利舉行。 

 

是次學術研討會共有 21 位主講嘉賓發表演講，討論與研討會主題相關的各個議題。研討

會分為五個環節，每節均設問答環節。演講主題如下（按演講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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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主持人： 何志鵬教授）： 

• 主講人：Kate Galloway 博士（格里菲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出版法律教育研

究：未來之影響」 

• Kelley Burton 博士（陽光海岸大學法律與社會學院 LEAD 共同召集人）、Julian 

Laurens 先生（LEAD 高級項目主任）、Judith Marychurch 女士（墨爾本大學法律學

院 LEAD 共同召集人）及 Michael Nancarrow 博士（LEAD 共同召集人（任期至 2020

年 7 月）、麥覺理大學法律學院顧問和特約學者），「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學

生對教學的評估：提升教學質量的替代措施」 

• Helena Whalen-Bridge 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法律學院的法律

倫理：挑戰與機遇」 

 

   

   

 

第一節的主持人及講者： 

第一行（左至右）：何志鵬教授；Kate Galloway 博士； 

Kelley Burton 博士 

第二行（左至右）：Julian Laurens 先生；Judith Marychurch 女士； 

Michael Nancarrow 博士 

第三行：Helena Whalen-Bridge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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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主持人：Jack Burke 先生） 

• Joel Lee Tye Beng 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教授法律實踐技能之

教學：原則、教學法和陷阱」 

• Elena Sychenko 博士（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副教授），「學生參與法律課程的數碼工

具」 

• Elena Sherstoboeva 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及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及 Maria 

Dubrovina 女士（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傳播、媒體及設計學院學生），「針對創意

媒體和藝術專業學生的法律教學新方法」 

 

   

  

第二節的主持人及講者： 

第一行（左至右）：Jack Burke 先

生；Joel Lee Tye Beng 教授；Elena 

Sychenko 博士 

第二行（左至右）：Elena 

Sherstoboeva 博士；Maria Dubrovina

女士 

 

 

第三節（主持人：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何天翔博士） 

• Robert Chalmers 先生（福林德斯大學講師），「創新法律」 

• Mark L Shope 先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用戶界面：虛擬教

室中各種技術的素質分析」 

• Aleksei Dolzhikov 博士（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憲法副教授），「俄羅斯法律教育中的

案例方法與批判性法律研究」 

• Anna Rozentsvaig 教授（薩馬拉國立研究大學內部控制部主管），「俄羅斯的法律

教育：新前景、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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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的主持人及講者： 

第一行（左至右）：何天翔博

士；Robert Chalmers 先生；Mark L 

Shope 先生 

第二行（左至右）：Aleksei 

Dolzhikov 博士；Anna Rozentsvaig

教授 

 

 

第四節（主持人：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周博研博士） 

• Daniel Pascoe 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刑法課程綱要與香港法律實務現

況」 

• Shaun McCarthy 先生（紐卡斯爾大學法律學院法律中心主管及法律培訓計劃召集人) 

及李斌博士（紐卡斯爾大學法律學院講師），「在數碼時代為未來的法律專才提

供支援：法律教育中科技的重要性」 

• Jack Burke 先生，「展示與講述：於法學院實踐法律培訓課程創新教學法之應用」 

 

   

  

第四節的主持人及講者： 

第一行（左至右）：周博研博

士；Daniel Pascoe 博士；Shaun 

McCarthy 先生 

第二行（左至右）：李斌博士； 

Jack Burke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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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主持人：Daniel Pascoe 博士）： 

• Carolina Fabara 女士（美洲大學厄瓜多爾共和國法院律師），「全球律師於法學教

育（線上）面對的新挑戰和新機遇」 

• Lim Lei Theng 博士（艾倫格禧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學習與服務：2008 年至

2020 年星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的臨床法律教育」 

• Christoph Hafner 博士（香港城市大學英語系副教授），「模擬法庭互動：現況及可

預視的錯誤」 

 

 
 

 

第五節的主持人及講者： 

第一行（左至右）：Daniel Pascoe

博士；Carolina Fabara 女士 

第二行（左至右）：Lim Lei Theng

博士；Christoph Hafner 博士 

  

 

 

研討會在何志鵬教授和 Jack Burke 先生的致辭中結束。何志鵬教授表示為期兩天的研討會

成果豐盛，許多議題都為法律教育工作者提供啟示，亦說明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的重要

性。他亦感謝吉林大學法學院和城大法律學院合辦此次研討會，並感謝與會人士分享他們

的想法及理念。各位發言者都是法學教育領域的專家，他們的精闢見解為進一步討論法學

教育問題奠定了重要基礎。 

 

Jack Burke 先生其後宣佈，ALSA 計劃在法律教育領域開創一個新的分會，並會就此發表

公告。分會將通過設立討論委員會，並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夠舉辦面對面的會議，促進學術

交流。Jack Burke 先生還特別感謝 Kate Galloway 博士的主題演講，為推動環球法律教育的

高水平學術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本次研討會中演講報告水平相當高，Jack Burke 先生

更鼓勵講者們向《法律教育評論》（Legal Education Review）投稿，該期刊將出版一期特

別版，發表本次 ALSA 研討會上的優秀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