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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緣 起 About Us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成立於 2018 年，由主持律師陳亮廷律師帶領，積極與各

國之律師事務所緊密連繫合作，也是目前台灣唯一登記立案的澳洲國際法律事務

所，提供跨國商業、家事法及民刑事訴訟等專業法律服務，成為台澳間的橋梁。

於 2022 年時，陳亮廷律師有感於台灣與澳洲的交流日益增多，也致力於推廣澳

洲法律文化、回饋台灣人民，希望從教育著手，特辦理第一屆澳台法律交流研習

營，讓台灣法律界的莘莘學子能藉由此營隊，更加了解澳洲法律與文化，同時促

進臺灣優秀青年學子相互學習，培養臺灣未來法律界學生之能力及宏觀視野。 

主 辦 單 位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Auhua Lawyers）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設立於台北市中正區，以多年的實

務經驗，專業專注的服務態度，提供跨國商業、家事法及民刑事訴訟代理等專業

法律服務，成為台澳間的橋梁。 

主持律師 陳亮廷律師 Dante Chen 

陳律師在 1997 年取得西澳洲最高法院訴訟大律師及事務律師資格，成為澳洲

第一位來自台灣的訴訟大律師(Barrister at Law)。同時，開始受任處理跨國商業糾

紛、遺產爭議、家事訴訟等國際私法案件。為回饋澳洲華人鄉親，陳律師更出版

「不要讓你的權利在澳洲睡著了」一書，也加入台北律師公會並成為台灣首位註

冊登記的澳洲執業律師及澳洲聯邦最高法院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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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會 講 者  

Wayne J Tolton 律師 

  Mr.Tolton has practiced as a Barrister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in experience. He appears 

predominately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Supreme Court of Queensland and 

in the Family Court of Australia. Mr.Tolton has ha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both the Trial and 

to some extent the Appellate jurisdictions of those Courts. 

Margaret McLennan 律師 

Counsel McLennan is a very experienced barrister with 16 years of legal practice in a state 

and federal jurisdiction, and predominantly works in the area of family law,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protection, mediations and Native Title, essentially dealing with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work with people from the Gaangalu Nation. 

Steven B Watkinson 律師 

Mr. Watkinson is a senior solicitor with 30 years of legal experience in many legal areas 

of practice, such as commercial disputes and litigation,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criminal law. 

Besides, Mr. Watkinson is constantly sought after by member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local Australian for advice on cross-jurisdictional legal matters. 

Dave S Cheng 律師 

鄭律師擁有 20 多年對澳洲法律事務諮詢及法院訴訟經驗。並曾任東京某國際貿易

公司專案談判主任，擅長提供商業交易當事人高效能的法律解決方案，在信託計劃、公

司法、繼承、契約與判決執行、土地開發與分割及跨國管轄領域皆有豐富的專業知識。 

Wilson Chan 陳威信會計師暨澳洲註冊移民代理 

陳會計師提供公司及個人的會計及稅務服務超過 25 年，於 1996 年成立澳大利亞移

民顧問公司，為各地客戶辦理移民及各類簽證，因其會計師背景更能掌握商業技術及投

資移民申請所需之資料，並常於針對移民局處理簽證而提起上訴案件中取得勝訴判決。 

Yun Teng 鄧雲 

鄧雲為澳華工作團隊成員之一，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曾

任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等書記官，並於澳洲邦德大學修習 Juris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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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資 訊 

活動時間： 2022／08／23 Tue.－08／26 Fri. 

活動地點： 採線上課程實施 

報名方式： 線上填寫報名表，並寄至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信箱 

活動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17:00 止 

收件 email:  aclegaloffice@gmail.com 

報名表下載：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k8A_-JBN1-

6cV4_7lMXUbV97btwOhmK/edit?usp=sharing&ouid=115028332760133682651&rtpo

f=true&sd=true 

活動對象： 全國大專院校法律系(含雙主修)，升大二大三優先，視報名狀況錄取

12 至 16 人(甄選與錄取由主辦單位審酌報名情況全權決定，無需公開作業程序)  

審查公布方式: 審查結果將於 8/8 以 email 個別通知錄取學員，請於 24 小時內回

信確認，並應於通知之期限內匯款報名費（新台幣壹百元整）、提供身分與資格

相關證明文件供主辦單位核對，逾期未辦理者視為放棄，名額將另行遞補；未錄

取者不另行公告，報名表將由澳華逕自銷毀以確保個資安全，恕不另行退回。 

活動費用： 台幣 1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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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內 容 

第一條 課程宗旨 

在全球化的世代跨國法律關係盛行，法律已不再囿於國界，除了台灣國內法，他國法律

亦當然有其可供借鏡及學習之處。《澳台法律交流研習營》邀請精通澳洲法律的法律專

家就澳洲與台灣法制的異同、澳洲法律文化、跨國商業糾紛、遺產爭議、家事訴訟等議

題與學員互動，並建立跨校學生交流之平台，期能培育跨國法律之前瞻思維人才。 

第二條 課程實施方式 

2022《澳台法律交流研習營》將於 08/23-26 連續四日以線上方式授課。 

研習營第一天將公布分組名單約三至四人一組。並發放題目予各組，學員將於營期間以

小組為單位針對報告主題進行討論，每組於營期最後一天發表 30 分鐘口頭報告及繳交

2000 字左右的報告書，報告形式不限。 

第三條 修習證書及獎助學金 

學員全程參與營隊課程並完成成果發表後，主辦單位將頒予修習證書及獎助學金（新台

幣兩千元整）。為確保學員珍惜課程資源，主辦單位倘認學員參與情況不佳，得不發給

修習證書及獎助學金。 

第四條 著作權授權 

主辦單位得將課堂影音檔剪輯製作後在網路公開，學員報名即表示同意澳華國際法律事

務所為公益目的收錄、使用、修改其於課程中提出之書面或口頭資料與現場影音檔。  

學員於上課過程中不得自行錄音或錄影。 

第五條 免責 

主辦單位基於公益之旨提供本營隊課程，學員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主辦單位課程安排與

紀律秩序等要求；倘有不合理情況或拒絕配合者，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其上課資格。主

辦單位除依公布之內容提供本營隊課程外，對任何人、任何事由不負任何義務或責任。 

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辦法、公告，並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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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流 程 

此為活動目前暫定流程，實際流程為配合講者時間可能會有些許調整。 

日期 8 月 23 日 Tue. 8 月 24 日 Wed. 8 月 25 日 Thu. 8 月 26 日 Fri. 

課程 
9:20-9:50 

開幕式暨 

學員自我介紹 

      9:00-11:20 

成果發表 

10:00-11:30 

主題：Australia 

Family Laws-parenting 

and property 

proceedings 

講師：Margaret 

McLennan 律師 

10:00-11:30 

主題：A Brief 

Introduction of 

Criminal Law of 

Australia and the 

proceedings 

講師：Wayne Tolton

律師 

10:00-11:30 

主題：澳洲商業糾紛

及法院訴訟程序 

講師：Dave Cheng

律師 

 

 

 

 

 11:30-12:00 

閉幕式 頒發證書 

13:00-14:30 

主題：從強尼戴普事

件，解析配偶夥伴關

係的複雜性 

講師：Dante Chen 

律師 

13:00-14:30 

主題：澳洲不動產買

賣契約及過戶 e 化 

講師：Steven 

Watkinson 律師 

13:00-14:30 

主題：澳洲移民簽證

及會計制度簡介 

講師：Wilson Chan

會計師暨澳洲註冊移

民代理 

 

14:40-15:30 

主題：JD 學習的心

路歷程 

講師：鄧雲 

聯 絡 資 訊 

若對《澳台法律交流研習營》有任何疑問，可私訊臉書粉專詢問。 

臉書搜尋：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 

官方網站: https://auhualawy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