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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區 放眼全球 達致國際法律領域領先水平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成立於 1987 年，創立以來一向注重國際視野，致力立足
本區，放眼全球。學院不僅致力令課程與時並進，更開創先河推行多項嶄新教學
方式，培育既熟悉內地及香港法律，又具備國際視野和實務訓練的法律專才。

學院目前提供下列課程：
本科生及授課式研究生課程
法律學學士 (LLB)
法律博士 (JD)
法學專業證書 (PCLL)
法學碩士 (LLM)
法學碩士 (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 )(LLMArbDR)
專業博士課程
法學博士 (JSD)
研究式研究生課程
哲學博士 (PhD)
哲學碩士 (MPhil)
關注城大法律學院：
有關課程資料及招生詳情，請與我院聯繫。

@
School of Law
Website

School of Law
WeChat

School of Law
Facebook

電話 :(852)3442-8008
電郵 :lwgo@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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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亞洲法學院協會(ALSA)
首次院長會議就法學院及
法學教育的未來發表意見
亞洲法學院協會於202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並于當

入行的助理處理乏味且費時的工作，這也對法學

日舉辦院長會議，來自22個創始成員法學院的院長和

院提出了挑戰，該如何確保學生對法律事務所及

學術領袖就法學院及法律教育的未來進行了別具啟發

其他雇主仍有價值。

性的多角度討論。

4. 另一個引發廣泛討論的議題為跨學科教育的重要
院長會議的意見摘要如下：

性（或許能部分解決以上提及的問題），法學院
不應只局限於學院自身範疇，反而應更完善地與

1. 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下的數字化發展是熱門的話

整體大學體系相結合，除了已有成功案例的人文、

題，大家普遍認為，混合式教學已被廣泛應用，

社會科學和商業學科有關的雙學位課程外，亞洲

亦有聲音表示混合式教學應成為未來常態。此教

各國的法學院正開辦與科學及科技有關的全新雙

學模式雖會給行業帶來挑戰，但同時迎來不同創

學位課程，把更廣泛的範疇融入法律課程。不同

新機遇，例如普及「全球教室」的可能性，成員

成員均認同學科整合的重要性，這將會使學生不

就亞洲法學院協會首創不同形式的全球教室提出

再把跨學科教育視作獨立課程，並能夠更好的融

了意見。

會貫通自已遇到的不同知識及觀點。

2. 數位院長認為，創始成員可為特定課程（在線授

5. 針對教學方法，成員認為學院不應視自己為教室

課或混合在線及面對面教學）增加在線授課的選

內的「專家權威」，反而應該扮演促進者的角色，

項，讓其他創始大學的學生在線修讀課程。這不

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能力。在一個互聯互通的世界，

但能為學生提供更多選擇，他們亦無須親赴其他

提供充足全英文授課的課程亦變得十分重要。

大學修讀由著名學者教授的課程，省卻龐大的旅
遊住宿費用。

6. 成員憂慮2019冠狀病毒對經濟和高等教育資助造
成負面影響，因此需要更有效的成本管理，獲取
研究資助的能力也變得重要。由於資助申請競爭

發表獨到的見解，繼而討論此互動對法律界及法

激烈，與健康和科學特定範疇相關的項目往往獲

學院的影響。從中期來看，我們不再需要交托剛

優先考慮，故此與法律有關的申請須橫跨更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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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員就未來人類和科技的互動如何變得越加重要

本期焦點

U8304_UP_Macau_History_Book
_Video_20210310
在線簽署亞洲法學院協會諒解備忘錄

同學科，並對社會有更廣泛的影響，才可望在競
爭中突圍而出。

7. 由於混合式教學將成常態，而且面對未來經濟困
境，成員對在線國際會議及研討會表達相若意見，
不同成員均對在線活動持樂觀態度。除了能幫助
節省經費外，在線會議及研討會也可在教學時間
段舉行，更為便捷及時。

8. 儘管舉辦在線會議的好處眾多，但仍然存在時差
問題，以及缺乏非正式的討論和交流亦是一大缺
點。因此這類會議及研討會應當切分成小的時間
段，並在多日之間進行，亦可善用虛擬電子會議
室，讓參與者實時加入會議，充分利用會前及會
後會面。
關於亞洲法學院協會
亞洲法學院協會由22個著名亞洲法學院組成，致力
推動亞洲法學教育及學術發展，以及透過會議、研
討會、工作坊、圓桌會議和其他學術活動促進各方合
作。更多有關亞洲法學院協會的信息載列於：

https://www.cityu.edu.hk/slw/A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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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新聞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及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接受香港 01 訪問，
探討香港法律學院與
香港法律研究及教育改革問題
2021 年 1 月初，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以下簡稱

至於在面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以「國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及中國法與比

際化」作為「研究評審工作」（RAE）的評核標準

較法研究中心（「CCCL」）主任王江雨教授接受香

對學界所造成的壓力，陳院長坦言自己並不會過於強

港網絡新聞媒體《香港 01》訪問，探討於近日在香

調有關標準。他指出自己只會考慮雇用優秀的人才、

港社會備受爭議的香港法律研究及教育改革問題方面

提供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讓學院同事可以最大程度發

上，香港的法律學院所擔當的角色。

揮他們的潛力，包括為城大法律學院設定廣泛的研究
方向、為法律學院同事的研究提供種子資金、鼓勵同

在訪問中被問及有關法律學院應擔當的角色時，城大

事與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合作研究及與國際上優秀的

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認為，法律學院應在「本

研究人員建立夥伴關係等。對於學院同事們的研究，

地」和「全球」之間做好平衡。在「本地」方面，由

他亦會對他們的學術自由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並只會

於法律學院與其所在的司法管轄區緊密相連，所以法

給出一個大致的研究方向而不會就 RAE 或其他因素

律學院具有服務本地小區的責任。因此就香港而言，

向同事施加任何壓力。

香港的法律學院需要培育適合在香港法律市場執業的
律師; 在「全球」方面，由於法律學院是國際社會的

CCCL主任王江雨教授在訪問中首先談及香港對中國

一員，因此亦應為國際社會服務，成為國際對話的一

法律發展的貢獻。他指出，中國法在過去三、四十年

部份，讓國際社會瞭解香港的法律體系在國際層面的

間已由原本粗疏的簡單規範發展成今天相當完善和技

位置，同時加深香港法律學院自身、香港法律界，以

術化的龐大而複雜的法律體系。而在這個法制現代化

至香港社會對不同司法管轄區處理各種法律問題的不

過程中，香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中國法中

同手法的認識。

對英國法律的「移植」，就是透過中港兩地在香港的
學術領域及市場上的法律交流而生成的。

同時，他認為基於香港的法律學院一直享有良好的國
事實上，在學術領域方面，基於「一國兩制」政策和

律研究的中心地帶。香港絕對有條件打造出世界上最

香港在中國及國際上「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再加

好的法學院，而這亦是城大法律學院的目標，其屬下

上香港法律學者的國際化背景，香港的法律學術界在

的CCCL更早已成為全球領先的中國法研究中心。此

作為中國法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橋樑的地位實在無可

外，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漸提升和中國法的發展不

替代: 一方面，有別于內地法律學者在中國法研究方

斷加快的情況下，法律服務市場對同時精通普通法和

面受到學術訓練、政治大環境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中國法的香港律師的需求亦必然將會增加。因此，城

等限制，香港法律學者能以國際上所能接受的表達方

大法律學院亦會致力培訓相關人才。

式，去解釋、解構、解讀及推廣中國法律;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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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聲譽，而香港的地理優勢亦造就了香港成為中國法

學院新聞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教授

基於內地對比較法的強大需求—尤其在新興法律問
題上（例如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眾籌等）的國外法
律經驗方面，香港法律學院提供的法律課程和香港法
律學者的國際化及比較法研究亦正好能在相關方面服
務內地。
有鑑於此，王教授表示，作為一個設立於香港的研究
機構，CCCL亦希望能對香港本地的研究有所貢獻，
協助厘清香港的地位和確立香港對中國法律的影響和
貢獻。因此，香港在中國法制建設過程中已經發揮和
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將會是CCCL未來的其中一個重點
研究課題。
就有關香港法律學術界的研究方向和指標的問題，王
教授直言，教資會的RAE不應將「國際化」作為「唯
一」標準而忽視本地的資源和議題; 反之，他認為要
對本土的知識和資源給予關注。香港應該抓住自己的
優勢，用國際化的視角，站在獨特的位置探討整個中
國的問題，或紮根本土研究香港本地議題，這才是香
港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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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新聞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新增三個雙學士學位課程
城大法律學院將開設三個雙學士學位課程以滿足社會需求：

• 法律學學士與理學士（計算數學）

JS1121
社會科學學士（犯罪學）與法律學學士

Bachelor of Laws and Bachelor of Science in Computing
Mathematics

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及行為科學系）與法律學院聯合增設的雙學

• 社會科學學士（犯罪學）與法律學學士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in Criminology and Bachelor of Laws

位課程，旨在讓學生掌握相關的犯罪學和法律知識，並拓寬他們包
括刑事司法和相關法律知識的視野。

•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 與法律學學士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in Public Policy and Bachelor of Laws

學生將獲得從事犯罪學和法律研究的專業能力，以解決組織、小
區、社會、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問題，特別是保護公眾秩序和維持

JS1220
法律學學士與理學士（計算數學）

香港作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此雙學位課程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深入、多元化的知識，還大大提升

鑒於近年來律師處理需要數學分析技巧的法律案件的需求日益增

了就業市場前景，促進多學科之間的理解與合作，推動本港的專業

長，法律學院與數學系合作增設一項全港首創的五年制本科雙學

發展。

位課程，即法律學學士與理學士（計算數學）雙學位課程。
瞭解有關本課程的更多信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學生可通過法律理論與實踐及數理邏輯的訓練，掌握概率及統計、

http://www.cityu.edu.hk/class/ug/bachelor_degree_prog.aspx

量化分析及形式邏輯等方面的重要技能，以滿足法律行業的市場
場歡迎。

JS1122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 與法律學學士

瞭解有關本課程的更多信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全球化和融合的趨勢在香港本地對具有多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專業人

https://www.cityu.edu.hk/ma/ug/law-math_doubledegree.htm

士產生了強烈的需求。在城大，與另一所學院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

需求。再者，兼備法律知識及數據分析能力的畢業生更受就業市

將極大地造福學生，包括政策、社會和法律研究等多個學科的學術
培訓，這些學科可以為學生在社會上競爭作好準備。
人文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學系）與法律學院合辦的雙學位課程，
正朝向滿足本土需求及挑戰的方向邁進。此雙學位課程不但為學生
提供深入和多元化的知識，更大大增強他們的就業市場前景，而且
可促進多方面專業的瞭解與合作，推動本區域的專業發展。
瞭解有關本課程的更多信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cityu.edu.hk/class/ug/bachelor_degree_pro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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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新聞

教資會授予城大法學碩士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及
法學碩士(公司與商事法)
獎學金計劃名額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的法學碩士（仲裁及爭議解決學）（LLMArbDR）及
法學碩士（公司與商事法）（LLM）已成功納入2021/22年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指定研究院修課課程獎學金計劃。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
優秀的本地學生在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優先領域內深造。
在本計劃的資助下，LLMArbDR及LLM課程將分別提供13個及3個獎學金名額。
每名獲獎人在繳交不少於港幣42,100元的學費後，便會獲頒發最多港幣120,000元
之獎學金，以支付課程學費余額（以整個研究院修課課程計算，不論修課年期）。
以上課程2021/22入學年度的招生程序已於2020年11月中旬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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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新聞

姚定國先生、梁永強先生、
馬耀添博士、麥嘉豪先生及
陶榮博士連任特約教授
姚定國先生畢業于城大法律學院並獲 LLMArbDR 學位。姚先生是香港認可的調解員，更於

2019年獲《Who’s Who Legal》評為「香港精英調解員，在國際調解界享有盛譽」。他現獲律
政司司長委任為「評估式調解特別委員會」主席及「調解督導委員會」成員。
姚定國先生獲委任為一邦國際網上國際仲調（eBRAM）董事會成員，並繼續擔任郭吳陳律師事
務所的顧問律師。

梁永強先生于 2003 年在城大法律學院畢業，現為有利集團顧問，並從事調解，仲裁和專家證人
及鑒證工作。現時任教的課程為LLMArbDR。

馬耀添博士是執業大律師，曾擔任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于2006年在北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
學位，現時任教的課程為法學碩士（LLM）和法學博士（JSD）及精進教育課程（GE）。

麥嘉豪先生是香港的執業大律師，于英國劍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現任教的課程為法學專業證
書課程（PCLL）。

陶榮博士是仲裁、調解方面的公認權威，身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前任秘書長，陶博士積極向
外國推廣、吸引更多國際爭議案件在香港進行調解，並大大提升香港作為亞洲區內的爭議解決
中心的地位。他現為LLMArbDR課程主任，並任教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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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學生于聖誕假期間
予目睹家暴兒童及低收入家庭兒
童分享愛與關懷「See You Zoom
See You Soon」在線英語故事班
及聖誕聯歡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轄下的恬甯居婦女庇護中心乃是一個專為受家

家庭服務中心兒童及家庭服務部舉辦的一個網上研討會，瞭解目睹

暴影響婦女而設的庇護中心。自2015年起，城大法律學院學生及校

家暴兒童、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數族裔兒童之需要。及後更有四個

友已積極參與為現居或曾居於恬甯居的兒童及青少年舉辦的不同義

家庭之兒童獲得義工提供為期三個月的在線私人補習，讓兒童在匱

工服務，這包括城大法律系學生及校友當導師陪伴學童于書展選購

乏的資源下仍能獲得適切的學習援助。

課外書、中學生師友計劃及聖誕聯歡會等。這些活動讓超過200位
兒童及青少年受惠，讓他們在家庭暴力的陰霾下，能夠從義工身上

公共服務課程在剛過去的聖誕節再度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恬
甯居及天水圍小區服務處合辦一個名為「See You Zoom See You

感受到關愛。

Soon」的活動服務有需要的兒童。是次活動有23位城大法律系學生
在過去一年，城市大學法律系學生參與服務的熱情並沒有受到疫情

參加。他們於聖誕及新年假期間提供了合共12堂的在線英語故事班

影響而減退。在2020年9月，一群法律系學生參與了由城大法律學

予43位現居或曾居於恬甯居的目睹家暴兒童及居住于天水圍之低收

院學生專業發展及公共服務課程（「公共服務課程」）以及基督教

入家庭兒童。

2位法律學生作為在線英語故事班導師，教導一群居住在天水圍的兒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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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故事班均有兩位義工跟小朋友讀有關聖誕節及德育為主題的英

工都形容參與是次服務很開心，而且覺得是次活動非常有意義，

語故事書。除了講故事之外，義工們還特意鼓勵兒童反思及用英語

因為他們能夠幫助有需要的兒童並為他們帶來歡樂，他們感恩有機

討論他們對這些故事內容的看法及從中學到的道理。其中有些故事

會參與其中，並從中學會如何與兒童相處及訓練耐性。其中有一位

是特別根據參與兒童的需要而選擇的，例如，受家暴影響的兒童往

法律學生指出：「我透過是次活動能瞭解更多弱勢社群的情況及需

往會在與人的交往中缺乏信心。透過討論「If You Give a Moose A

要。」而另一位學生表示：「我對於這些兒童的處境有更多的瞭解，

Muffin」這本故事書，義工帶出人與人相處時要建立信任的重要性，

從而使我懂得欣賞及珍惜我目前所擁有的東西。」

義工們亦在討論中分享自己與朋友間互相信任的經驗，成為兒童的
除了在線英語故事班外，公共服務課程創辦人兼客座教授馮女士及

榜樣。

義工也幫忙與天水圍小區服務處為居住在天水圍的兒童舉辦了一個
參與是次活動的兒童及義工均給予這次活動非常正面的響應。根據

在線聖誕聯歡會，當中活動包括唱聖誕歌、講故事及製作聖誕樹的

天水圍小區服務處所收回的兒童響應表，所有兒童同意活動可以讓

環節。他們更為居住于恬甯居及天水圍的兒童親手準備了聖誕卡及

他們認識到新的英文生字及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他們都很滿意是

禮物。希望這群小朋友收到這些聖誕卡及禮物後，就算在寒冷的天

次活動及義工的表現。而根據法學院學生義工的響應表，大部份義

氣下都能夠在家中享受一個愉快的聖誕節吧！

為居住在天水圍的兒童舉辦的在線聖誕聯歡會。

居住在天水圍的兒童收到義工用心親手準備的聖誕禮物。

第十五卷第一期

—

法律學院通訊

—

12

學院活動

法律學院–商學院聯合研討會
系列：「在許可的區塊鏈中實
施交易費用機制： 經濟分析」
法律學院–商學院研討會系列：「在許可的區塊鏈中實施交易費用機制：經濟分析」
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舉行。研討會首先由城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及城大
商學院院長陳友華教授致歡迎辭揭開序幕。陳清漢教授感謝所有與會者對本次研
討會的支持，而陳友華教授則表示很高興看到兩個學系之間的合作，並預祝此研
討會系列圓滿成功。
緊接著的是由城大商學院信息系統學系教授、信息系統學系副系主任余偉圖教授
以「在許可的區塊鏈中實施交易費用機制：經濟分析」為題的演講。通過使用排
隊和博弈論模型調查在許可的區塊鏈環境中實施交易費用機制的經濟分析，余教
授的研究評估了其社會福利結果，並將其與使用 FCFS 機制的結果進行了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在某些商業情況下，應在許可的區塊鏈中考慮交易費用機制，以達
到更大的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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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戈夫仲裁講座：
獨立仲裁員闡釋「仲裁員的
『自我約束』：David Caron
的X規則」
2020 年 10 月 14 日，城大法律學院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合作，通過 Zoom 平臺舉
辦了第二十五屆戈夫仲裁講座。今年，學院很榮幸邀請到紐約的獨立仲裁員REED

Lucy女士主講「仲裁員的『自我約束』：David Caron 的 X 規則」。
講座由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陳清漢教授（Prof TAN Cheng-Han）致
歡迎辭揭開序幕。陳教授解釋了戈夫仲裁講座的背景和目的，並介紹了 Reed 女士且
感謝所有參與者對講座的支持。

Reed 女士在講座中探討了對仲裁員而言，自律在處理案件和工作中的好處。她進一
步發 展已故的 David Caron 的「X 規則」，簡單來說就是，每位仲裁員都應設置一
個數字「X」作為他∕她能夠同時負責任地處理案件的數量上限，與此同時也可以在
仲裁之外平衡自己的生活。Reed 女士認為這個數字因人而異，亦會隨著個人情況包
括經驗、年齡、當前的迫切任務、職業階段以及他∕她的工作量要求（包括主席與聯
席仲裁員的責任）而變化。

Reed 女士說，當她擔任國際法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時，「X」為最多 8 至 10 個案件；
但就她目前作為全職仲裁員而言，「X」為 10 至 15 個案件。她建議仲裁員應確定影
響「X」的潛在因素並運行自己的「X方程式」。
演講結束之後，聽眾向講者提問，與講者積極互動。提問環節由獨立仲裁員嘉柏倫先
生 （Mr KAPLAN Neil CBE QC SBS）主持。最後，城大法律學院客席教授、法學
碩士（仲裁及爭議解決學）課程主任陶榮博士向講者致謝，感謝她為大家帶來一場富
有啟發性而精彩的講座。陶博士亦鼓勵參與者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城大法律學院，獲取
更多學院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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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戈夫仲裁講座：
戈夫仲裁講座於 1990 年首次由香港城市大學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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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Goff of Chieveley）主
持，並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本講座為仲裁界的學者和業界人士提供一個互相討論
和交流意見的良好機會。過去多年來，講座已邀請 24 位傑出仲裁學者來分享他
們的洞見。

關於講者：
REED Lucy女士現為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管理委員會主席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法院副院長。在她的職業生涯中，Lucy 代表私人和公共客戶處理投資條約和複
雜的商業仲裁，並擔任了約 50 餘個案件的仲裁員。她早期曾擔任過瑞士休眠賬
戶索賠解決法庭聯合主任、朝鮮半島能源發展組織總法律顧問，以及在美國國務
院擔任過美國機構有關美國－伊朗求償法庭律師顧問。她是紐約州執業律師，畢
業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和布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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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討營
網絡研究研討營於2020年9月30日舉行。研討營首先

今年學院還邀請了ONG Rebecca博士（城大法律學

由城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及城大人文社會科學

院副教授）和丁春豔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分

院副院長何敏賢教授致歡迎辭並揭開序幕。陳教授感

享她們在獲取資助方面的策略。Ong 博士強調項目

謝所有與會者對本 次研討營的支持，並預祝這個重

目標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並指出研究主題應同時滿

要的研討營圓滿成功；而何教授則表示很高興看到兩

足法律和非法律相關的議題。丁博士則建議同事們應

個學系之間的合作。

謹慎選擇研究方法來解決研究問題。

是次研究營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與人文社會科學

然後，研究營進入下一部分 — 自2020年5月上屆會

院的聯合會議，由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溫慧儀教授主

議以來不同研究中心的工作計劃和成就。中國比較法

持。演講的主題如下（根據演講的順序）︰

研究中心（CCCL）主任王江雨教授、公共法和人權
論壇（CPLR）主任朱國斌教授、司法教育研究中心

• 《質性的實證研究：訪談、調查、內容分析》
PASCOE Daniel 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 《從協作、跨學科、多方法的角度探討「調情簡訊
與青年：認識、實踐、政策和法律」》

CROFTS Thomas 教授（城大法律學院教授）
• 《透過裁決書瞭解司法態度》
陳志軒博士（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 《眼動追蹤研究的實驗方法》
楊婉蘭博士（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

• 《輿論調查》
• 《在法律教育（語言）技能研究中使用質性探究》
HAFNER Christoph 博士（城大英文系副教授）

第十五卷第一期

—

—

法律學院通訊

舉辦過的學術活動。儘管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多項活動仍然未曾中斷。各中心在未來將出產更多研
究成果，加強影響力。
研討營結束前，陳教授公佈法律學院副教授關文偉
博士為「2020 年度傑出研究獎」的得獎者。另外，
「2020 年度傑出研究獎（新晉教員）」的得獎者為
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志軒博士。
會議由溫教授致辭總結。她讚賞同事們提出具建設性

鄭煒博士（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

16

（CJER）主任林峰教授及香港商務及海事法研究中
心（HKCML）主任陸飛鴻教授詳細回顧了各個中心

的意見，並很高興看到人文社會科學院和法律學院之
間的合作。

學院活動

城大舉辦「網上爭議解決
的潛力及未來」會議
2019冠狀病毒（COVID-19；新冠肺炎）導致不少地方實行封鎖措

（eBRAM）的國際總監。她的演講題目為《網上爭議解決的法

施，以致傳統面對面形式的法庭訴訟案件都改以網上方法進行。

律程序和〈紐約公約〉：符合〈紐約公約〉標準網上爭議解決的

因此，越來越多的法律專業人士和學者將焦點放在網上爭議解決

公平和透明的法律程序的必要性和內容》；Mitchell Hamline法學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為 ODR）。以《網上爭議解決的

院法學教授LARSON David Allen以《網上爭議解決可以改善訴諸

潛力和未來（The Potential and Future of ODR）》為題的網上會議

司法但必須包括所有人》為發言主題；城大法律學院特約教授、

討論了網上爭議解決及其在國際背景下的發展的優點、缺點和潛在

Gilt Chambers大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陶榮博士發表了題為「黑暗

影響。

中總有一線光明—冠狀病毒對網上爭議解決的影響」的演講；智

此次會議由城大法律學院和《城大法律評論》主辦，後者是由城大

Alessandro博士介紹了《去中心化的「司法」：今天和明天—區

法律學院出版，並由學生編輯、同行評審的法學學術期刊。為了提

塊鏈如何影響爭議解決領域》；Brunel法學院法學高級講師WANG

高學者和學生有關網上爭議解決對法律行業未來的潛在影響的認

Faye博士的發言主題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在線仲裁》。城大法律學

識，《城大法律評論》邀請了學者討論與網上爭議解決領域有關的

院助理教授TOMASSETTI Julia博士為是次會議的統籌，並主持了

問題。對於從業者、學者和學生來說，這是一次分享他們對未來網

圓桌會議討論。

能爭議解決初創公司「JUR」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PALOMBO

上爭議解決的見解的寶貴機會。是次網上會議大約有70位嘉賓出席
參與。

會議由Tomassetti博士致辭總結。她感謝所有會議發言人的貢獻，
並鼓勵與會人士向《城大法律評論》積極投稿。是次會議富有成果，

應邀請出席的演講者包括Gilt Chambers大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

發人深思，整個會議的氣氛熱烈。

ROONEY Kim女 士， 她 亦 為 一 邦 國 際 網 上 仲 調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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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生迎新日
城大法律學院於2020年8月25日舉行了網上迎新活

隨後，學院教師為新生詳細介紹了大學及學院的資

動，吸引超過450名新入學的法律本科生及碩士生參

源，包括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和辯論訓 練、專業發展

加。一系列的迎新活動旨在讓新生認識大學學習和生

指導服務、學生輔導計劃、《城大法律評論》期刊、

活的概況，瞭解大學的教學資源和設施，幫助他們適

法學圖書館和網上學習。城大法律學院前任校友會主

應新生活。

席黃幸怡女士和城大學生會第 31 屆法律學生會執行
委員會主席屈華恩先生被邀為嘉賓，他們分別從法律

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首先代表城大法律學院熱烈

工作和學習方面與同學們分享了他們的寶貴經驗。

歡迎一眾新生。在講話中，他建議大家一定要花時間
閱讀和思考法律，而不是期待老師給予答案。「大學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學 生 的 迎 新 活 動 在 下 午 舉 行；

生涯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他鼓勵學子們享受學

LLM和LLMArbDR學生的迎新活動在晚間舉行。院

習，充分利用大學時間：「不要害怕在課程上提問；

長陳教授和教職員分別歡迎了一眾新生。接著，各課

不要害怕犯錯；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智力技能；

程主任向學生簡要介紹了各個課程的學科特點、課程

建立終身的人脈關係；開拓視野，尋找機會。」

設置、評分方法、教學資源等等內容。

之後，法律學學士課程和法律博士課程的課程主任歡

2020新生迎新日圓滿結束。通過一系列的迎新活動，

迎各位新生，並對他們提出期望。

新生們對大學生活有了初步認識， 並取得了對學習
有用的信息。再次歡迎各位新生加入城大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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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法律學院
舉辦2020年研究生課程
招生在線宣講會
為了使有志報讀城大法律學院的同學們詳細瞭解學院的教學特色以及 2020 年的
研究生招生政策，我院於5月12日通過在線直播方式舉行了研究生課程招生宣講
會。法律學院助理院長丁春豔博士、LLM 課程主任林郁馨博士、LLMArbDR 課
程主任陶榮博士出席此次宣講會，並吸引了500余人參與。
丁春豔博士在會上首先介紹了城大法律學院的最新排名。據最新公佈的 2020 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學學科排名，城大法律學院
位列全球第25位、亞洲第3位。隨後，丁博士、林博士和陶博士分別就學院的

JD、LLM及LLMArbDR專業的課程設置、獎學金計劃、入學要求等做了詳細
介紹。
宣講會也邀請了3位畢業生分享他們的讀研經驗和學習心得。
在最後的互動問答環節，與會者踴躍提問，老師們在線解答了有關入學英語水平
要求、海外交流項目、就業方向等問題。
如欲重溫宣講會內容，請至：https://m.lizhiweike.com/classroom3/1772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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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與比較法
研究中心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及公法與人權論壇聯合主辦「新冠肺
炎疫情與東亞治理模式」網上國際研討會
新冠肺炎首先於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爆發，及後迅速蔓延至不同國家和地區，並成為世界性瘟疫，蹂躪全
球至今已近半年之久。雖然最近疫情在各國似有稍為緩和跡象，但由這個疫症引發的法律、社會及政治問題
卻剛開始逐漸浮現，並對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管治，以至全球治理構成重大挑戰。
在2020年5月22日，城大法律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 (CCCL)首先就新冠肺炎疫情成功舉行了一場
網上座談會，主要討論新冠肺炎對國際法、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影響。在該座談會的基礎上，CCCL 聯
同同為城大法律學院轄下的另一個研究中心—公法與人權論壇 （Public Law and Human Rights Forum；

CPLR）—於2020年6月12日舉行了另一場關於新冠肺炎的網上研討會，集中討論由疫情引起的政府管治、
區域治理（尤其東亞地區的治理）及全球治理問題，當中包括各地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管治手段及措施對法
治和人權保障（例如生存權、言論自由、私隱權、信息自由）的影響；疫情對商業貿易和經濟的影響；疫情
之下緊急法和公共衛生政策的關係；以及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及不同政府管治模式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的異同和經驗。
本次研討會的開幕禮，首先由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溫慧儀教授向各位與會者致歡迎辭，之後兩個主辦單位的
中心主任，分別為CCCL主任王江雨教授和CPLR主任朱國斌教授向各位介紹本次會議的背景和目的。
為時一天的會議共有21節既具信息性又發人深省的發言，主題包括：1）中國的衛生治理與人權保障；2）新
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引起的經濟及法律問題；3）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應對新冠肺炎的手段和措施，以及疫情對
政府管治帶來的挑戰；及 4）新冠肺炎對全球治理的影響。
本次疫情確實引發了很多全新的問題和情況的出現，自疫情爆發起全球很多專家學者（包 括本次會議的講者）
都一直密切注視其發展並積極展開深入研究。雖然基於時間上的限制，很多講者的研究都仍屬初步階段，但
他們慷慨地在會議上跟各位與會者分享自己的初步研究結果、拋磚引玉，不但充實了與會者對相關問題的知
識，而且亦為日後就有關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學術交流和研究奠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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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答問環節同樣精彩：觀眾們就講者的發言提出尖銳的跟進性問題和批判性的意見，而講者們則努力響
應這些挑戰，詳細解釋自己的論點。
整個會議以兩位中心主任為會議作總結及感謝各位與會者的參與作結束。
新冠肺炎是一個人類史上史無前例的疫症，而這個疫症在各個領域引發的無數問題，對各 個國家和地區，甚
至對全球社會亦同樣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這些繁多且複雜的問題當 然不能於簡單的兩個研討會上徹底探
討，所以CCCL日後在適當的時候必定會再次舉辦同類學術交流活動，為相關的專家學者和具共同研究興趣
的人士提供平臺，就這個前沿問題進一步交流。
這次會議以研究成果為導向，會議上宣講的部分文章，將會在匿名評審後以「特別專輯 （special issue）」的
形式出版於一家國際比較法學術期刊。此外，CCCL和CPLR也會根據會議發言的內容和精神，合作出版一份
中英雙語的關於新冠肺炎與東亞治理模式的政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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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及海事法
研究中心
「重組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全球和
亞洲視角」研討會

本次會議含括主題演講和小組會議。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CASEY

Anthony以《美國破產法第11章的重新談判框架和公司破產的目的》
作為主題演講開展是次會議。其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與經濟學院
教授李曙光教授以《中國困難企業的重組和跨境破產的發展》為題，

城大法律學院香港商務及海事法研究中心（HKCML）於2020年6
月10至11日舉辦了為期兩天的「重組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全球
和亞洲視角」研討會。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此次會議改以
網上形式進行，而這亦為本中心網上活動的先導。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全球許多司法管轄區已經改革或正在考慮改
革其破產及重組法，其中包括改進有助於重組具商業價值的公司
的法律制度，並促進跨境重組框架的協調；可是，在最佳重組框
架上仍存在很大分歧。
有見及此，此次會議召集了來自美國、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學者、

發表另一則主題演講。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共計發表了12論文，
涉及論題包括：

•
•
•
•
•
•
•
•

美國破產法第11章對全球重組改革的影響
跨境重組（包括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重組）
跨境破產示範法：理論與實踐（包括司法協助）
評估重組工具的效力：臨時清盤、援助計劃、危機管理工作
過去十年間重組改革的影響
持份者在重組、代理成本方面的衝突
破產從業員在重組當中的作用
法院在重組當中的作用

從業員和決策者分析全球重組模式和改革的當前趨勢和未來挑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本次會議額外加插了關於新冠肺炎對破產

戰。是次會議提供了一個學術平臺，以比較角度、實際和政策導

法的影響的特別單元。該單元重點討論了英國、德國與奧地利、澳

向的觀點進行討論，以獲得新的見解。

洲和新加坡等司法管轄區有關的新冠肺炎問題，涉及論題如下：

會議以我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陳清漢教授致歡迎辭展開
序 幕。 陳 教 授 熱 烈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及 演 講 者 的 參 與。 然 後，

HKCML 主任陸飛鴻教授代表中心歡迎與會者，並簡要介紹了中
心的背景。此次會議的統籌溫慧儀教授和渠震博士通過介紹當前
香港的情況，解釋了本次會議的背景和目的。他們亦感謝《國際
破產評論》法律雜誌編輯OMAR Paul博士同意為是次會議的論文
發表特刊。他們希望學者和參與者在這次會議都有所得益，並期
待具啟發性的評論和討論。

•
•
•
•
•

受新冠肺炎影響的債務人的財務問題的解決方案
應否在新冠肺炎期間更改破產法
預測新冠肺炎對破產法的長期變更
政府對破產制度或陷入困境的公司的干預和支持
其他改革以最大程度減少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害處

演講者圍繞上述分題進行發人深省的演講，與會者亦積極評論及響
應演講，並參與討論。
本次會議以溫慧儀教授的閉幕致辭作結，她再次感謝來自不同司法
管轄區的專家就破產問題進行演講和評論，使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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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
程，多年來培育不少精英為業界效力。為慶祝國家法官學院與城
大合作十周年，國家法官學院與城大合作舉辦「辦學十年座談會
暨判例法與案例指導制度論壇」，並已於2019年12月8日在北京
國家法官學院順利舉行。此次座談會旨在對項目實施十年以來的
成果進行總結回顧，研討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進一步加強兩
地司法交流合作。
當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地方法院、
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香港高等法院、香港律師會的代表，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家法官學院、城大的專家學
者以及該合作項目的教師學員代表都有參加會議。主禮嘉賓包括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大法官、胡雲騰大法官，高等法院上
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蔣惠嶺高級法
官，香港律師會副會長陳澤銘先生、城大協理學務副校長（策略
規劃）李端教授以及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陳清漢
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先生致辭時表示，國家法官學院和城
大合作辦學，開展內地法官培訓，是兩地積極開展司法法律交流
合作的重要內容，也是香港法律界、教育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重要舉措。項目的成功實施，培養了大批通曉兩地法律規則、
精于處理區際法律事務的高層次審判人才，拓展了兩地法學交流
的路徑，有力推進了粵港澳地區的司法交流與協作，在司法合作
交流領域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實踐。
楊先生強調，党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我們開展內地與香港司法交流
合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化兩地法律與教育資源共享，進一步加強高

化營商環境；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實現法律資源的互聯互通。
城大協理學務副校長（策略規劃）李端教授致辭時表示，中國法官課
程一直在以與時俱進，既順應內地司法改革的需要，又系統化地向法
官學員傳授普通法知識和和國際接軌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強調，中
國法官課程貫徹了城大的一個宗旨：大學的任務不僅是教育、培養人
才，還要推動社會進步和知識創新。最後，他冀望城大和國家法官學
院在未來會有更多的合作機會，進一步推動國家的法治建設。
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陳清漢教授致辭時表示，國家
法官學院和城大合作辦學十周年，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是法律學
院與國家法官學院之間牢固夥伴關係的標誌，也是兩個機構從該夥
伴關係中獲得共贏的反映。
陳清漢教授承諾城大法律學院會繼續努力工作，以確保只要這個合
作項目還在繼續，法官們都會得到法律學院高質量的教育。他亦有
信心，於法律學院的學習定能幫助法官們更為傑出地履行他們的司
法職責。
當日下午舉行的「案例指導制度論壇」由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李曉
民主持，並由四位資深法律學者作點評人，十位專家學者于會上發
言。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林峰教授就《指導性案例的指導性分析及
案例指導制度的完善》發表主題演講、副教授關文偉博士則發表題
為《標準必要專利中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歐美適用案例比較》的演
講、助理教授趙亮博士就《中國案例報告體系》題目進行了探討，
而助理教授何天翔博士亦有參與論壇。
論壇由胡雲騰大法官致辭總結。他感謝所有發言人對論壇的貢獻。
是次論壇富有成果，發人深思，整個論壇的氣氛熱烈。法律專家在
會上發表的深刻見解是日後進行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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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CJER）和法律學院聯同中華人民共和
國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法官學院自2009年起合作舉辦中國法官課

層次審判人才培養；要加強司法交流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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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官學院與城大舉行辦學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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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和人權論壇
香港國家安全法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
城大法律學院公法和人權論壇（CPLR）與中國法與比較法中心
（CCCL）和中國人民大學「一國兩制」法學研究中心於2020年9
月11日共同成功召開了一次大型學術會議，聚焦討論《香港國家安
全法（「國安法」）》的理論和實踐諸方面。
來自海內外的26名法律學者與執業律師在星期五彙集於Zoom網上
論壇，分別在六個小節裡圍繞國安法主要方面展開討論，交流觀點
和看法。每個討論小節由各自領域的權威法律學者主持。當天的網
上反應熱烈，迎接了超過100位在線參與者。在上午的環節，會議
第一個討論小節首先討論《國安法》對「一國兩制」政策以及對香
港政治、管治和法制所帶來的影響，第二小節則探討全國性法律在
香港的適用、以及《國安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在下午的
環節，第三小節的學者們集中討論國際法背景下的《國安法》，而
第四小節則著重研討《國安法》與現行香港刑事和刑事訴訟法之間
的聯繫、協同與可能的衝突。第五小節集中討論在《國家法》下確
立的的香港國家安全機制，而第六小組則集中關注《國安法》下香
港人權保護的維持。

思了與之關聯的香港政治衝突背後的文化認同等問題。同樣地，發
言者在第一和第二小節會議期間也指出《基本法》與全國性法律的
關係，及其在香港各個法院的執行問題。在會議上被提出的其他學
術觀點還包括：香港刑法體系在適應《國安法》面臨的困難。與會
者以「唐英傑案」為例，深入展開討論法院如何適用現行法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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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與會者還研究了《國安法》對法治和現有的人權保護機制
的實施和框架可能帶來的影響，並指出《國安法》下落實人權法
的進路。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引人注目，發表的論點具有理論和
學術價值，發人深省。
在開幕式上，城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院韓大元教授和城大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主任朱國斌教授
分別致辭。
週五發表論文和演講的學者包括（未按特定順序）；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
法學院陳弘毅教授；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人權與責任教授傅華
玲教授；香港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常務副院長（文學及科學）
盧兆興教授；香港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副總
監賈廷思副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程潔副教授；
北京大學法學院江溯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璿副教授；
清華大學法學院屠凱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左亦魯助理教授；
天津大學法學院王建學教授；以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講師

與會者不但探討了《國安法》對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影響，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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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性質的案件，以及《國安法》在法院落實的可能問題。

章小杉博士等。
會議閉幕式上，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一國兩
制」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黃明濤博士與城大法律學院 CCCL 主任
王江雨教授分別致辭。

學生成就

城大法律學院學生于
2020 Vis East
國際模擬法庭比賽榮獲
Fali Nariman Award for the
Best Respondent Memorandum
城大代表隊于第17屆Willem C. Vis East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勇奪Fali Nariman Award for the Best Respondent Memorandum。
教練： HERBERT Campbell及AHUJA Navin G.
成員： 盧元勝（LLB）、鐘韻盈（LLB）、彭岩冰（LLMArbDR）、FANNING Megan（LLMArbDR）、洪華毅（PCLL）及左兆雯（PCLL）
今年的比賽於2020年3月22至29日在網上進行。Willem C. Vis East國際模擬法庭比賽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學生參加。比賽項目
包括為原告準備書面備忘錄，為答辯人準備書面備忘錄和口頭辯論。今年比賽題目牽涉複雜的國際商事仲裁議題以及由《聯合國國際貨
物銷售合同公約》衍生的問題，而適用規則為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規則(2014)。
城大法律學院代表隊除了在Vis East取得佳績，他們亦在維也納的第 27 屆Willem C. Vis 國際模擬法庭比賽獲得Honourable Mention for

the Best Memorandum for Respond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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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夏竹立（CHAISSE Julien）
教授榮獲Smit-Lowenfeld獎
夏竹立（CHAISSE Julien）教授憑著他與BAUER Cristen合著的《網絡安全與數字資產的保護—
評估國際投資法和仲裁的作用》一文，獲紐約國際仲裁會（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lub of New

York）授予Smit-Lowenfeld最佳國際仲裁論文獎。該文章亦在《Vanderbilt娛樂與技術法期刊》（2019
年）刊載。

Smit-Lowenfeld獎由紐約國際仲裁會每年頒發，該協會由紐約市地區的頂級國際仲裁律師組成，旨
在表彰上一年度發表關於國際仲裁任何方面的優秀文章。此獎項的設立目的是為了紀念已故的哥倫
比亞法學院的SMIT Hans和紐約大學法學院的LOWENFELD Andreas F.。他們都是國際訴訟和仲裁
領域的著名學者，知名仲裁員，亦是紐約國際仲裁會永遠懷念的會員。

祝賀LANDO Massimo博士
獲授予Daniel Vignes獎
LANDO Massimo博士憑著他與在《國際法和比較法季刊》（2017年第66卷）上的題為《根據〈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5條對領海劃界的司法不確定性》的論文，與IOANNIDES Nicholas博士一同
被授予Daniel Vignes獎。

Daniel Vignes獎由國際海洋法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de la Mer）設立，以紀念該
協會創始成員之一、首任主席Daniel Vignes教授（1924 － 2011）。該獎項向40歲或以下的學者開放，
每兩年向一位或多位致力於海洋法領域發表文章的作者頒發。該獎於2014年首次頒發，至今已是第
三屆。作為該獎的獲得者，Lando博士已自動成為該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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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法律學院同仁欣獲
2020-21「優配研究金」資助
研究資助局剛公佈了2020-21年度「優配研究金」的資助名單。城大法律學院繼續傳承、推動研究氣氛，並取
得三個在法學及跨領域的「優配研究金」研究資助，足顯城大法律學院擁有優質的研究環境。
三個研究資助共取得超過港幣2,000,000元資助,獲資助的教職員包括 (按英文姓氏順序) : 夏竹立（CHAISSE

Julien）教授、丁春豔博士及ONG Rebecca博士。「優配研究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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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期待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對在這次申請中所有付出辛勞、提交高質量研究課
題的同事表示感謝。
而對於與此輪研究資助失之交臂的教職員，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日後可以以先前提交的研究計劃書內容作
藍本，積極準備下一輪的申請。
三項獲資助的研究項目詳情如下：

ONG Rebecca博 士 的 研 究 項 目

種『法律動員』：非政府組織

為「相信我，我是一名醫生：

易投資法之剖析：單邊主義、

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與檢察院

對於影響香港採用電子健康紀

雙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理論和

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獲資

錄互通系統的因素的實證研

影響」，獲資助港幣952,000元。

助港幣794,883元。

究」，獲資助港幣489,500元。

法律學院通訊

第十五卷第一期

27

—

丁春豔博士的研究項目為「兩

—

夏 竹 立（CHAISSE Julien） 教
授的研究項目為「香港國際貿

教員成就

祝賀劉發健教授、林郁馨博士
和PASCOE Daniel博士獲晉升
城大法律學院教授劉發健教授將于2021年1月起獲得城大教授的終身聘任期。劉教授的研究興趣主要集
中在財產法和信託法上。澳大利亞、英格蘭和威爾士、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法院，澳大利亞、
英格蘭和威爾士、新西蘭和蘇格蘭的法律委員會，新加坡法律改革委員會、愛爾蘭銷售法評論小組、
以及不少英聯邦的著名期刊都曾引用他的著作。
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林郁馨博士和PASCOE Daniel博士于2020年7月起晉升為終身聘任的副教授。
林博士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公司法和資本市場監管的實證和經濟分析上。她曾在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文
章，並曾作為公司法專家接受《經濟學人》和《彭博》等主流媒體的採訪。

Pascoe博士的研究興趣包括比較刑法、東南亞法律、伊斯蘭法和過渡時期司法。他在學術期刊上廣泛
發表文章，並且是兩本書的作者。他在國際媒體上發表有關亞洲犯罪、懲罰和赦免問題的定期評論。
衷心祝賀他們！

劉發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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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馨博士

PASCOE Daniel博士

教員成就

DEVA Surya 副教授獲邀
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
目標性別平等全球聯盟
我院欣告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聯合國商業與人權問題工作組成員DEVA Surya
博士獲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邀請，加入其目標性別平等全球聯盟。該聯盟是一個
由多個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團體，聚集了性別平等和商業領域專家。該聯盟將協助
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制定和實現目標性別平等，這一倡議的重點是增強婦女在公
司董事會和執行管理職位中的代表性。
此次邀請肯定了Deva博士作為聯合國工作組成員所作的貢獻。他於 2019 年 6
月制定並向人權理事會提交了一份題為《Gender Guidance for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的報告。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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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我院朱國斌教授
獲委任為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祝賀城大法律學院教授及公法與人權論壇主任朱國斌教授獲委任為團結香港基金
顧問，任期由2020年4月1日起生效，為期三年。
團結香港基金是一個香港智庫組織，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
先生于 2014年創立並擔任主席的非政府、非牟利機構。其宗旨是集合本港、內地
及國際精英，以香港長遠及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為香港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廣
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建議，務求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經濟
繁榮及可持續發展。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賓夕法尼亞大學頂尖世界智庫名錄中名
列第112位。
迄今已有百多位具有影響力的政、商、專業及學術等各界代表加入團結香港基金
擔任顧問。

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
榮獲校長嘉許獎
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林峰教授榮獲校長嘉許獎。該獎旨在表揚優秀教員在研究及
專業教育上的突出貢獻，使大學在本地和國際上獲得肯定。衷心祝賀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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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成就

精選著作
BURKE Jack

LIU Qiao

David Birchall and Jack Burke,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and the Defence of Reasonable
Chastisement in Hong Kong’ (2020) 50(1) Hong Kong Law Journal 167

Qiao Liu, ‘COVID-19 in Civil or Commercial Disputes: First Responses
from Chinese Courts’ (2020)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cxaa023 <https://doi.org/10.1093/cjcl/cxaa023> accessed 10 October
2020

CHAISSE Julien
Julien Chaisse, ‘Both Possible and Improbable: Could COVID-19
Measures Give Rise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s?’ (2020) 13(1)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97
Julien Chaisse, ‘The Pervasive Problem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ax, Investment, and Trade Issues’ (2020)
20(1) World Trade Review 100

GUAN Wenwei
Wenwei Guan, WTO Jurisprudence: Governments, Private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ledge 2020)

LONE Fozia
Fozia Lone, ‘Damming the Indus Waters: Thoughts on the Future of the
1960 Indus Waters Treaty and Himalayan Water Security’ (2020) 26
Journal of Water Law 207
Patricia Wouters and Fozia Nazir Lone, ‘Introduction –Transboundary
Water Governance In Asia – Examining Regional Practice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2020) 26 Journal of Water Law 193

PASCOE Daniel
Daniel Pascoe and Andrew Novak (eds), Executive Clemency:
Comparative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20)

Foreword by Prof Ernst-Ulrich Petersmann, former Consultant
Legal Advisor in GATT/WTO Secretariat. This book offer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WTO as an emancipatory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ct on trade.

Daniel Pascoe and Sangmin Bae, ‘Idiosyncratic Voting in the UNGA
Death Penalty Moratorium Resolutions’ (202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
0/13642987.2020.1804370> accessed 10 October 2020

HE Tianxiang

TAN Cheng-Han

Tianxiang He, ‘The Big “Ban” Theory and Piracy: Which Way Forward
for Effective Transnational Copyright Enforcement Policy in China?’
(2019) 66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161

Cheng-han Tan, ‘Estoppel in the Law of Agency’ (2020) 136 Law
Quarterly Review 315

Tianxiang He, ‘The Sentimental Fools and The Fictitious Authors:
Rethinking the Copyright Issues of AI-generated Contents in China’
(2019) 27(2)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18

Douglas W Arner, Wai Yee Wan, Andrew Godwin, Wei Shen and Evan
Gibson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Asia Financial Law (Edward Elgar
2020)

WAN Wai Yee

LIM Eugene
Eugene Lim, ‘From Harvard Mouse to Novartis: Synthetic Biology,
Transgenic Life and the Varieties Exclusion in Patent Law’ (2019) 49(3)
Hong Kong Law Journal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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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匯報
HE Tianxiang
Tianxiang He, ‘Transplanting Fair Use in China? History, Impediments,
and the Future’ (Asian IP Works-in-Progress Conference, Hong Kong, 9–10
January 2020)

PASCOE Daniel
Daniel Pascoe, ‘The Criminal Law Syllabus and the Realities of Legal
Practice in Hong Kong’ (Directions in Leg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line), June 2020)
Daniel Pascoe, ‘NSL: A Socialist Legal Transpla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Hong K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line),
September 2020).

TOMASSETTI Julia
Julia Tomassetti, ‘COVID-19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xperiences
from Colombia, Hong Kong and South Africa’ (Labor Law Research
Network Summer Seminar 4, (online), 21 July 2020)
Julia Tomassetti,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Law in Hong Kong
SA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utheastern Association of Law
Schools Annual Meeting, Fort Lauderdale, FL, USA (online), July–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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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通訊編輯委員會感謝郭思琪女士、徐迪女士，以及其他協助籌備此通訊的職員。
陳志軒博士（主編)、何天翔博士、Laveena Mahtani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