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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韋律師行是一所香港獨立律師行，其律師經驗豐富，具創造性

及前瞻性思維。 

 

 
 

關於本行 
 

我們的主要業務領域包括：醫療疏忽及醫護；企業／商業事務及企業融資；

商事及海事爭議解決；保險、人身傷害及專業彌償保險；僱傭；家庭及婚

姻；物業及建築物管理；銀行業務；欺詐行為；金融服務／企業監管及合

規事宜。 

 

作為一家獨立的律師行，我們能將法律和商業上利益衝突的情況減至最低，

為各行各業的客戶處理各種法律事務。本行合夥人在香港發展事業多年，

對國際業務及亞洲地區業務有深刻的了解。 
 
 

何韋律師行合夥人及其團隊竭誠以務實及商業上的方式，提供高質素的法

律意見，以符合客戶商業目標的方式解決法律事務，在業界建立了超卓的

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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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疏忽及醫護業務 
 

我們的醫學法律團隊為醫生、牙醫、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師、藥劑師、脊醫、骨

療師與他們的彌償提供者及其他醫護專業人員提供顧問服務。我們的合夥人亦會向私

家醫院、醫療集團診所、醫護企業及醫藥公司就藥物及醫藥產品的入口和分銷、藥物

責任之索償及其他監管問題提供意見。 

 

我們的團隊以資深合夥人 Chris Howse 帶領，由超過十位律師組成，當中三位為合夥

人。Chris 有超過二十五年協助香港醫護專業人員的經驗。本行團隊的專業知識獨到，

於香港的醫學法律及醫藥市場的領先地位已廣受認同。我們其中兩位合夥人同時具備

律師及醫生雙重資格。 

我們的方向 
 

何韋律師行就各類型的醫療疏忽及與醫護相關的事宜，為醫護專業人員及機構作辯護

。即使是常於辦公時間後發生的醫療事件，我們亦會與客戶接觸並提供及時的意見。 

 

我們深知所處理的案件往往非常敏感，並與專業聲譽攸關。因此我們會提供切實可行

的方案解決問題，並保障客戶利益。我們會致力調查並於有需要時盡早取得專家協助

。 

 

我們也有就開設醫務診所（無論是作為一個獨營執業者，有限責任公司、合夥經營或

團體經營的做法）提供有關專業和法律責任等知識。這些關於醫務診所的業務方面問

題，包括要符合醫務委員會中那些規管業務推廣和開始執業的公告；醫生/所有合夥人

或公司的潛在賠償責任問題；為醫療和護理人員購買專業彌償保險；履行強制性公積

金供款的規定；並且還雖要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公眾責任下所潛在責任而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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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專業知識 
 

我們會就各類型的醫學法律問題提供意見，包括： 

 

 向醫生、牙醫及私家醫院提出的醫療疏忽索償，當中包括索償額高昂的產科個案

、腦部損傷個案及死亡索償。我們確保盡早中止瑣屑無聊的索償。本行代表客戶

在區域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院和終審法院出庭。 

 衛生署調查，特別是就不利事件引起之疾病預警事件調查。我們會於面談前為醫

生提供協助，有時則為醫院提供協助，包括準備醫療報告及與有關的職員會面。 

 醫務委員會及牙醫管理委員會的事宜。我們處理初步偵訊委員會個案的往績甚佳

，如個案進入研訊階段，我們親自代表醫生出席研訊（有別於一般延聘大律師的

情況）。 

 教育及評審委員會的事項，如限制或撤銷專科醫生登記。 

 因病人死亡進行的死因研訊，我們一般會負責研訊期間的訟辯工作，死因裁判官

對本行亦甚為熟悉。 

 刑事調查及法律程序，例如誤殺、猥褻侵犯和欺詐；我們會與警方、廉政公署進

行會面並協助錄取警誡供詞 。 

 危險藥物檢控和裁判法院聆訊 

 精神健康審裁處工作。簡錦輝醫生曾為監護委員會成員，並對處理監護委員會事

務及根據《精神健康條例》提出申請具專業知識。 

 司法覆核 

 調解——我們的團隊中有兩位律師為認可調解員，常被召請處理醫療糾紛的調解

工作。適當時，我們的團隊會採取調解方式解決疏忽索償。 

 就各類事宜提供一般法律和道德範疇的諮詢工作，如保密、知情同意、資料保護

法例、業務推廣及廣告。 

 生育科技治療衍生的法律問題，特別是性別選擇和代母問題。 

 為診所和醫院就其臨床治理中之高風險範疇制定風險評估政策。 

 醫療領域的誹謗和永久形式誹謗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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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專業知識 
 

我們為生物科技和醫藥公司及其他組織的各種事項提供意見，當中包括： 

 

 就有缺陷的醫療和醫藥產品提出之產品責任索償，包括相應的經濟損失。 

 為醫藥公司的醫療審訊提供意見（特別是涉及不利事件／病人受傷害的審訊）。 

 協助應付藥物註冊、入口及出售的複雜監管架構。 

 與各有關方面（如入口商及分銷商）制定分銷協議。 

 違反保證的合約索償與民事申索賠償。 

 就供應醫藥產品而違反嚴格法律責任之罪行於法庭上擔任醫藥公司的代表律師 

 知識產權問題由本行專責知識產權的團隊提供意見。 

醫學法律僱傭事務 
 

我們的醫護團隊與何韋律師行專責僱傭事務的團隊緊密合作，就敏感範疇提供意見，

如： 

 

 在醫務工作環境發生的職員投訴調查和聆訊 

 就醫護工作人員面臨之紀律處分（如警告、停職、停止加薪及免除職務）提出上

訴 

 其他僱傭相關問題，如不利和具損害性的提述、撤銷入院特權 

 傳媒指引，包括新聞稿，跟進公眾關注的員工糾紛或有病人受傷害的事件 

 就聘請員工、合約條款、調動、薪酬、終止僱傭關係、裁員、最低工資、歧視及

其他會於醫護行業出現的一般僱傭問題提供意見。 

規管性法律意見 
 

我們廣泛為個人及實體就下列事宜提供醫學法律的規管性意見： 

 

 醫療設備的分類及草擬醫療設備生產商的分銷協議。 

 就香港法定藥品機制如何影響獸醫和獸醫產品的入口商／分銷商提供法律意見。 

 草擬醫療應用程式的最終用戶及醫生用戶協議。 

 向新成立的醫療公司就規管、僱傭、物業及企業架構事宜提供法律意見。 

 藥品／化妝產品的包裝要求。 

 向醫療保健公司就與醫學及牙科專業人員的關係提供法律意見。 

 向醫療設備公司及醫療保健公司就影響擬定的市場推廣活動的法律事宜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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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Howse (何基斯)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00 
手提  +852 6051 4608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chris.howse@howsewilliams.com 

 

Chris 獲跨國律師行齊伯禮律師行之倫敦事務所調派至香港後於 1981 年獲認許為香港

律師，並協助總行建立香港分行。截至 2011年 12月，Chris為齊伯禮律師行香港分行

之資深合夥人及管理合夥人。其後齊伯禮律師行由一家美國律師行收購，Chris 遂於

2012 年 1 月 1 日率領齊伯禮律師行香港分行一眾合夥人及律師成立何韋律師行。現時

本行是香港其中一家最大型的獨立律師行。 
 

Chris 是醫療法律團隊的主管。他自 1985 年起從事醫療法律工作，一直向醫生、牙醫

及其他醫護專業人員以及香港的私立醫院就廣泛的醫療法律事宜提供專業法律意見，

至今已超過三十年。 
 

Chris在醫療法律範疇內提供之法律意見及協助包括： 

 

(1) 針對醫生及牙醫於香港法院提出的民事申索。 

 

(2) 於醫務委員會及牙醫管理委員會為醫生及牙醫作出抗辯。 

 

(3) 於死因研訊中出任醫生及牙醫的代表律師。 

 

(4) 廣泛就醫生、牙醫及其他醫護專業人員的日常執業所產生的醫療法律事宜提

供一般法律意見及協助。 

 

(5) 衞生署調查。 

 

(6) 就製藥公司、臨床試驗及藥物和其他醫療產品於香港進出口的事宜提供法律

意見。 

 

 工作經驗 

 

2012 何韋律師行 

2011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2008 齊伯禮律師行（禮德律師行聯營行） 

1983 香港齊伯禮律師行 

1975 倫敦齊伯禮律師行 

 

 教育背景 

 

1975 法學院 

1973 布里斯托大學（榮譽）文學士 

1970 日內瓦大學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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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認許／資格 

 

1978 英格蘭及威爾斯 

1981 香港 

1988 澳洲 

 

 專業團體 

 

仲裁： 

英國仲裁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香港分會）資深會員 

香港仲裁司學會資深會員 

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支援成員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香港海事仲裁小組仲裁員 

韓國商事仲裁委員會（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仲裁員 

香港仲裁法檢討委員會成員（1996年至 2000年） 

 

專業彌償保險： 

香港律師會專業彌償申索委員會主席（2004年至 2007年） 

香港律師會專業彌償申索委員會副主席（1999年至 2004年） 

香港律師會專業彌償保險申索委員會成員（1989年至 1999年） 

香港律師會專業彌償諮詢委員會成員（1999年至 2006年） 

香港律師會專業彌償保險計劃工作小組成員（1996年至 2004 年） 

香港專業彌償檢討委員會主席（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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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錦輝 (David Kan) 
合夥人，訟辯律師 
 
直線  +852 2803 3658 
手提  +852 5181 3990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david.kan@howsewilliams.com 

 

簡律師同時是註册醫生／和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院之創辦院員。他約

30年前「換班子」到法律界執業，但他仍一直專門處理醫療法律。 
 
目前簡律師和何基斯率領一支醫療律師團隊，該團隊是香港同類型團隊中最具規模的，

有豐富的抗辯臨床疏忽申索的經驗。 
 
作為富經驗的訴訟律師，簡律師獲認可為香港原訟法庭、上訴法院及終審法院的具出

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簡律師具豐富的民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醫務委員會和牙醫

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専業法庭的出庭代訟經驗。他明白參與案件的重要性，並自第一天

起便管理證據和策略。 
 
簡律師取得醫學法律及倫理學碩士學位，這有助於他向醫療機構包括醫院、生物技術

公司、醫療設備生産商及醫療集團提供監管的法律意見。他亦特別就精神健康法律、

醫療刑事訴訟、臨床試驗及公司交易的盡職審查提供法律意見。 
 
於 2008年，簡律師獲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委任爲名譽副教授。他經常到該大學及

多家專科學院進行演講。他向客戶提供臨床風險管理的培訓。 
 
簡律師亦保持對臨床醫學的知識與時俱進。他為多間政府醫院及知名國際學校等擔任

理事會成員。他是英國壁球協會的合資格教練，差不多每天也會進行訓練。 
 

 工作經驗 
 

2012 何韋律師行 

2011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2008 齊伯禮律師行（禮德律師行聯營行） 

1999 香港齊伯禮律師行 

1998 英國律師行 Bevan Ashford Solicitors 

1996 英國律師行 Lees and Partner Solicitors 
 

 教育背景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健康深造文憑 

基爾大學醫學法律碩士學位 

伯明翰大學法律實務課程（獲表揚） 

伯明翰大學法律專業共同試 

諾定咸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諾定咸大學醫學表現獎 

諾定咸大學醫學科學（榮譽）學士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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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認許／資格 

 

1999 香港 

1998  英格蘭及威爾斯 

文學碩士 （醫學法律），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科院

員，醫學科學（榮譽）學士，兒童及青少年健康深造文憑 

 

 專業團體 

 

香港眼科學會、香港醫學會、香港牙醫學會、英國醫學會香港分會、香港執業眼科醫

生會、香港防盲協會、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香港眼科醫學院、香港精神醫學

會、香港西醫工會及晴彩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名譽法律顧問 

 

其他: 

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名譽副教授 

沙田復康醫院管治委員會成員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律及法證醫學科創辦院員 

香港婦產科學院道德委員會成員 

香港監護委員會前成員 

香港新醫學法律學會前副會長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會員 

香港律師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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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Murphy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06 
手提  +852 9093 1752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bernard.murphy@howsewilliams.com 

 
Bernard 同時具醫生及律師資格，代表醫療機構、醫生、牙醫、獸醫及其他醫護專業
人員廣泛處理不同事務。Bernard 亦處理醫務委員會、牙醫管理委員會及獸醫管理局
的紀律程序及死因調查，由調查展開至代表客戶出席紀律研訊及死因研訊，為客戶提
供全面支援。 
 

Bernard 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意外及急救醫學教研部的客座助理教授，於該大學任教院
前及急救護理理學碩士及院前及急救護理深造文憑課程。Bernard 亦為從事/有志從事
專家證人工作的醫生、牙醫及其他醫護專業人員提供專家證人訓練。 

 
畢業於亞伯丁大學醫學院, 在正式成為律師之前，他曾行醫逾十年，大部分時間均在香
港及中國內地工作。於醫療訓練期間及其後, Bernard 於英國國民保健署醫院任職醫生。
於 1995年至 1999年期間, Bernard於中國及香港從事緊急醫療運送的工作。他亦一直
從事香港的私營醫療服務。 

 
自 2008 年起，Bernard 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院之院員。於 2021 年，
他成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院之院士(牙科法律顧問)。 
 
 工作經驗 

 
2012 何韋律師行 
2011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2008 齊伯禮律師行（禮德律師行聯營行） 
2002 香港齊伯禮律師行 
  
 教育背景 

 
2002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PCLL) 
2001 曼徹斯特都會大學法律深造文憑 (PGDL) 
1988 鴨巴甸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MB ChB)  
 
 專業資格 

 
2021 愛爾蘭 
2005 英格蘭及威爾斯 
2004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中文大學意外及急救醫學教研部客座助理教授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院院員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法證及法律醫學院院士(牙科法律顧問) 
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香港分會成員 
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會員 
香港律師會會員 
愛爾蘭律師會會員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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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nagh Toner (唐虞花)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97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oonagh.toner@howsewilliams.com 

 
Oonagh 專門進行爭議解決及商業與專業人員疏忽訴訟。她亦處理醫療疏忽索償，為

醫護專業人員就合約、規管及刑事等一系列問題提供建議。Oonagh 在取得律師資格

之前為一名工業設計師，曾在倫敦、都柏林及香港的設計與廣告界工作。 

 

 工作經驗 

 

2012  何韋律師行  

2011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2008  齊伯禮律師行（禮德律師行聯營行） 

2005  香港齊伯禮律師行  

2005年前 愛爾蘭都柏林律師行 Hayes Solicitors 

 

 教育背景 

 

都柏林格里菲斯學院法律學院 

愛爾蘭都柏林國立藝術設計學院工業設計學士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設計（設計管理）碩士 

 

 專業認許／資格 

 

2007 英格蘭及威爾斯 

2006  香港 

2005 愛爾蘭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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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 Scott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04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alison.scott@howsewilliams.com 

 

Alison 之前曾與何韋律師行的資深合夥人 Chris Howse 於香港齊伯禮律師行擔任合夥

人。她於爭議解決和商業以及專業疏忽的訴訟方面具有豐富經驗。Alison於 1998年返

回英國，但於 2014年回港加入何韋律師行。 

 

Alison 繼續就商業訴訟事宜包括政府機構的規管調查及公司訴訟包括股東爭議提供法

律意見。她同時於何韋律師行的醫療法律業務領域為醫生、牙醫及其他專業醫護人員

提供專業的彌償建議和協助。 

 

 工作經驗 

 

2014 何韋律師行 

1991  齊伯禮律師行 

 

 專業認許／資格 

 

1986 香港 

1985  英格蘭及威爾斯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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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慕賢 (Maureen Liu)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67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maureen.liu@howsewilliams.com 

 

廖律師專門處理爭議解決及醫療法律問題，為醫護專業人員及醫院就臨床疏忽申索及

投訴、死因研訊及紀律處分程序提供法律意見。廖律師操流利英語、廣東話及國語。  

 

 工作經驗 

 

2012 何韋律師行 

2011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2008 齊伯禮律師行與禮德律師行聯營行 

 

 教育 

 

2008 牛津大學民法學士 (BCL) 

2007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2006 香港大學法學士(LLB) 

 

 專業認許／資格 

 

2010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mailto:maureen.liu@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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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嘉文 (Carmen Fung)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10 

傳真  +852 2803 3608 
電郵  carmen.fung@howsewilliams.com 

 

馮律師專責處理法醫學工作。她就臨床疏忽申索及投訴以及紀律處分程序向醫生、牙

醫、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及醫院提供法律意見和協助。馮律師操流利英語、廣東話及國

語。 

 
 工作經驗 

 
2014 何韋律師行 
2008 麥陳楊律師事務所 
2005  廖陳林律師事務所 
  
 教育背景 

 
2005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2004  香港大學法學學士 
 
 專業認許／資格 

  
2007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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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商可欣 (Heidi Sheung) 
顧問律師 

 

商律師自 2000年實習起從事人身傷亡及爭訟性保險事務，在有關方面累積了豐富經驗。

她全面就法例、僱員賠償、產品責任、醫療疏忽、職業病索償、汽車意外及施工地盤

等的法律責任提供法律意見，並專門處理船上、貨櫃碼頭和海事工業經營的意外。她

廣泛處理最嚴重的四肢癱瘓意外以至輕微的軋機意外的案件，並就此向多家主要責任

承保人提供法律意見。她經常受客戶委託解釋保單的條款及檢討承保範圍的爭議。她

深切了解承保人在處理經濟及實際索賠上的商業需要，並與責成的索賠主任緊密合作，

令她成為城中最客戶友好的抗辯律師。 

 

除保險業務外，商律師亦參與處理重大的商業訴訟。 

 

商律師自 2009年起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香港律師會的認可調解員，經常為不同性

質的爭議出任調解員。 

楊傢愉 (Katy Yeung) 
資深律師 

Katy於 2011年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取得律師資及於 2015年獲認許為香港律師。她在醫

療法律事務均具經驗。她專門提供法律意見給臨床疏忽索償和投訴，死因研訊及紀律

處分的醫護人員。Katy操流利的英語和廣東話。 

鍾曉怡 (Hiu Yee Chung) 
資深律師 

 

鍾律師專門處理保險訴訟，包括專業彌償、監管和醫學法律問題。鍾律師於 2012年在

香港取得律師資格。她更是一個認可調解員，分別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調解認

可協會有限公司獲得認可資格。鍾律師能操流利的英語、粵語及普通話。 

胡曉文 (Bianca Wu) 
資深律師 

 

胡律師於 2013年完成實習合同後加入何韋律師行醫療法律團隊。她富經驗處理爭議

解決及醫療法律事務。胡律師就臨床疏忽申索及投訴、死因研訊及紀律處分程序、醫

院追討債項、《精神健康條例》及刑事事宜向醫護專業人員及醫院提供法律意見。胡

律師操流利英語及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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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璧湉 (Betty Lee) 
資深律師 

 

李律師專門就爭訟及非爭訟的僱傭相關事務向國際公司、中小型公司及個人提供法律

意見。 

 

李律師處理的業務範圍廣泛，包括賠償及利益、僱傭保障、完成及終止僱傭合約酬金、

擬備僱傭協議、手冊、政策、諮詢協議及調派協議。李律師亦經常就公司重組方面的

僱傭事宜包括股份及業務轉讓和合併提供法律意見。她同時就入境及資料私隱的事務

提供法律意見。 

 

李律師富經驗處理僱傭爭議，特別是涉及歧視或延期補償的申索。她亦經常向涉及勞

工處調查、勞資審裁處法律程序，以及平等機會和私隱專員公署所接收投訴的當事人

提供協助。她亦代表當事人於法庭處理僱傭爭議。 

田欣顏 (Natasha Tin) 
資深律師 

田律師專責處理保險訴訟及商業訴訟事宜。她亦富經驗處理人身傷亡及僱員賠償申索。

田律師操流利英語、廣東話及國語。 

丘家兆 (Alex Yau) 
律師  

 

丘律師富經驗處理醫療法律及醫護事務如香港醫務委員會紀律研訊、刑事法律程序、

臨床疏忽、民事申索、替代爭議解決、規管及諮詢工作。丘律師操流利英語、廣東話

及國語。  

馮頴恒 (Simon Fung) 
律師  

  

馮律師於 2017 年加入何韋律師行為法律助理，及後於 2018 年在何韋律師行開始他的

實習合同。在實習開始之前，馮律師是新西蘭和香港的註冊藥劑師。馮律師致力於與

臨床疏忽和醫療保健相關的事宜。馮律師操流利英語，廣東話和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