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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律師公會 

仲裁中心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性質與範圍 

1. 澳門律師公會仲裁中心（以下分別簡稱為“本公會”及“本中心”）為推動

進行一般性質之機構仲裁、提供與仲裁有關的服務，並促進以其他非訴

訟替代方式解決爭議的實體。 

2. 本中心致力成為模範仲裁機構，解決本地爭議及外地爭議，尤其解決與

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關的外地爭議。 

 

第二條 

住所與網站 

1. 本中心之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為“澳門特區”）友誼大馬

路 918號世界貿易中心大廈 11樓。 

2. 在不影響上款規定的前提下，本公會理事會得決定本中心在其他適當之

設施內運作。 

3. 本中心設有一個持續更新的網站，其內尤其載有相關章程資料、所提供

之服務、本中心的聯繫方式和仲裁員名單。 

 

第三條 

標的 

1. 本中心的主要標的是透過仲裁途徑解決下述本地或外地的爭議： 

1) 律師之間的爭議； 



2 

2) 律師與客戶之間的爭議； 

3) 任何民事、商業或行政事宜的其他爭議。 

2. 本中心的次要標的是提供一系列與仲裁有關的服務，尤其包括： 

1) 指定當事人之仲裁員、首席仲裁員和替代仲裁員； 

2) 就仲裁員之拒卻的附隨事項作出裁決； 

3) 存放與本中心之內或以外進行之仲裁程序相關的款項； 

4) 出租聽證室及本中心之其他設施或設備。 

3. 本中心的標的亦可包括透過其他非訴訟替代方式解決第一款所指之爭議。 

 

第四條 

機關 

1. 本中心設有以下機關： 

1) 理事會； 

2) 執行委員會； 

3) 秘書處； 

4) 諮詢委員會。 

2. 本中心之機關成員不得在澳門特區其他仲裁機構擔任職務。 

 

第二章 

理事會 

 

第五條 

理事會的組成 

1. 理事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三名委員組成，任期為兩年，可以連

任。 

2. 主席和副主席由本公會理事會從其本身的成員中任命。 

3. 委員由本公會理事會從具備仲裁經驗的律師或其他具公認能力和適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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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人士中任命，無論其是否在本公會註冊。 

 

第六條 

理事會的權限 

理事會具有以下權限： 

1) 訂定本中心所追求的戰略目標； 

2) 核准本中心之年度活動計劃及年度預算； 

3) 核准本中心上一年度之活動報告及帳目提交報告； 

4) 確定對本中心運作屬必要的審計和監察； 

5) 核准執行委員會根據第十一條之規定呈交其核准之規章或規則； 

6) 根據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核准本中心仲裁員名單及對此名單作出的

任何修改； 

7) 核准本中心的人員編制； 

8) 促進對仲裁的研究和推廣、對仲裁員的培訓、對在本中心執行技術

和行政職務之人員的培訓，以及對其他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的研究

和推廣； 

9) 執行本章程賦予其的其他職能。 

 

第七條 

理事會主席的權限 

1. 理事會主席具有以下權限： 

1) 在對外關係中代表本中心，為致力發展仲裁、與本地或外地的其他

仲裁機構及以推動其他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為目的之其他機構建立

關係； 

2) 在本公會理事會和其他機關面前代表本中心，並參加由該等機關的

主席或其法定代任人所召集的會議； 

3) 召集和主持理事會的會議。 

2. 理事會主席可將其任何一項權限授予該理事會的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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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事會主席缺席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任。 

 

第八條 

理事會會議 

1. 理事會會議由理事會主席或其代任人召集，且每季度須至少召開一次。 

2. 理事會會議將在本中心住所內召開，亦可專門召集至其他地點召開。 

3. 只要理事會多數在職成員參與表决，則可透過多數投票作出決議，且在

票數相同時，理事會主席的投票具決定性。 

 

第九條 

理事會成員之障礙 

1. 在本公會其他機關任職或擔任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員並不妨礙在理事會

內任職。 

2. 理事會成員不得以仲裁員之身份或當事人之代理人的身份參與在本中心

管轄範圍內所組織之仲裁庭內進行的任何程序。 

3. 若理事會成員在其任期內確定因故不能視事，該成員將由本公會理事會

嗣後召開之會議中為此目的任命的新成員替代，並由其完成被替代之成

員的任期。 

 

第三章 

執行委員會 

 

第十條 

執行委員會的組成 

1. 執行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和兩名副主席組成，均由本公會理事會根據本中

心理事會的建議進行任命或聘請，任期為三年，可以連任。 

2. 執行委員會主席應在具公認能力和適當資格且具五年以上仲裁經驗的人

士中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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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主席之職務得由具備仲裁經驗的律師或其他具公認能力和適當資格之

人士擔任，無論其是否在本公會註冊。 

 

第十一條 

執行委員會的權限 

1. 執行委員會負責領導本中心的工作，尤其有權限： 

1) 制定本中心章程及對章程作出任何修改，並呈交本公會理事會和本

中心理事會核准； 

2) 制定仲裁程序規章或其他適用於本中心管轄範圍內組織之仲裁庭的

規章，並呈交本中心理事會核准； 

3) 制定仲裁員服務費表和本中心行政收費表及對相關表作出任何修改，

並呈交本中心理事會核准； 

4) 根據適用之規章或法律任命仲裁員； 

5) 制定適用於本中心提供之與仲裁相關的其他服務或其他替代性爭議

解決方式的規章或其他規則，並呈交本中心理事會核准； 

6) 制定本中心之年度活動計劃和年度預算，並呈交本中心理事會核准； 

7) 制定本中心上一年度之活動報告和帳目提交報告，並呈交本中心理

事會核准； 

8) 根據本中心的規章規定，作出其權限範圍內的所有行為； 

9) 作出對本中心之良好運作屬必要的其他行為； 

10) 執行本章程賦予其的其他職能。 

2. 執行委員會可將其一項或多項權限授予其任一成員，而此授權須載入會

議紀錄，其中應確切訂定相關標的和限制。 

3. 執行委員會主席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時，由其指定的副主席代任，若無

指定，則由副主席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代任。 

 

第十二條 

執行委員會會議 

1. 執行委員會應按設定的周期召開會議，或應執行委員會主席或其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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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召集舉行會議。 

2. 執行委員會會議將在本中心住所內召開，亦可專門召集至其他地點召開。 

3. 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取決於其成員的多數票，且在票數相同時，執行委員

會主席的投票具決定性。 

 

第十三條 

執行委員會成員之障礙 

1. 在本公會機關任職或擔任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委員並不妨礙在執行委員會

內任職。 

2. 執行委員會成員不得以仲裁員之身份或當事人之代理人的身份參與在本

中心管轄範圍內所組織之仲裁庭內進行的任何程序。 

3. 如果就任何當事人或當事人之代理人，執行委員會的某位成員處於可能

引起懷疑其獨立性和公平性的情況時，則因此不得參與討論或參加相關

程序之執行委員會決議，且不得接收有關程序的任何文件。此外，應將

此障礙告知執行委員會主席以及秘書長。 

4. 若執行委員會成員在其任期內確定因故不能視事，該成員將由本公會理

事會嗣後召開之會議中為此目的任命或聘請的新成員替代，並由其完成

被替代之成員的任期。 

 

第四章 

秘書處 

 

第十四條 

秘書處的組成 

1. 秘書處由一名秘書長、一名財務員和本中心人員編制中的人員組成。 

2. 秘書長可由執行委員會根據本中心待決程序之數量的要求而指定的一名

或多名程序秘書協助。 

3. 本公會理事會具權限根據執行委員會的建議訂定秘書長、財務員、本中

心程序秘書和其他人員的報酬和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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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秘書處的權限 

1. 秘書長具有以下權限： 

1) 組織和領導本中心的行政和技術工作； 

2) 向理事會和執行委員會提供意見，確保向該等機關提供行政協助； 

3) 參加理事會和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但無投票權； 

4) 確保向本中心管轄範圍內所組織的仲裁庭提供行政協助； 

5) 在仲裁運作的所有技術和實務方面向當事人、當事人律師及其他代

理人以及仲裁員提供協助，並協助他們處理提出的所有問題； 

6) 為在本中心參加的活動中及相關數碼平台上推廣本中心及提高本中

心信譽度而編制所需的主題內容和信息內容； 

7) 根據本中心的規章規定，作出其權限範圍內的所有行為。 

2. 財務員有權限對本中心的財務處進行組織和管理，收取應向本中心支付

之款項及作出本中心應作出之付款，亦有權限作出對財務管理和組織屬

必要的其他行為。 

3. 程序秘書有權在秘書長的指導下行使第 1 款第 3)項至第 7)項內秘書長

所獲賦予的任何權限。 

 

第十六條 

秘書處之障礙 

1. 秘書長、財務員和程序秘書不得以仲裁員或當事人之代理人的身份參與

在本中心管轄範圍內所組織的任何程序。 

2. 倘若就本中心組織之仲裁中的任何當事人或當事人之代理人，秘書長或

某程序秘書處於可能引起懷疑其獨立性和公平性的情況時，在就該仲裁

作出任何行為前，其須將此情況告知執行委員會和當事人，並不得就相

關程序行使職能。 

3. 上一款之規定適用於負責在某程序中作出行為之秘書處的任何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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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諮詢委員會 

 

第十七條 

諮詢委員會的組成 

1. 諮詢委員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若干名顧問組成，顧問之人數為

本公會理事會於諮詢委員會每一任期初期確定為適當或必要之人數。 

2. 諮詢委員會成員由本公會理事會任命，任期為三年，可以連任。 

3. 諮詢委員會成員應在具公認能力且認為可在本地及外地範疇提升本中心

之可靠性、推動本中心之發展並鞏固本中心之地位的人士中任命。 

4. 諮詢委員會主席缺席或因故無法視事時，由副主席代任。 

 

第十八條 

諮詢委員會的權限 

諮詢委員會為本中心的諮詢機關及本中心其他機關的輔助機關，尤其具以

下權限： 

1) 就本中心戰略目標的訂定向理事會提供建議； 

2) 提交倡議及提案以籌集對實現章程規定的目的屬必要的資源及推動

本中心的活動； 

3) 主動或應本中心其他機關，特別是理事會的請求，向該等機關提供

與之參與的不同領域相關的報告、意見書或其他文件； 

4) 針對其成員認為有必要討論或分析的其他問題發表意見。 

 

第十九條 

諮詢委員會會議 

1. 諮詢委員會應按其根據需要或本中心之利益要求而設定的周期召開會議，

相關週期可進行修改。 

2. 諮詢委員會亦可應本中心理事會主席之召集舉行會議，以就構成本中心



9 

利益相關之任何事項發表意見或進行參與。 

3. 會議可透過諮詢委員會主席之召集書以現場會議、電話會議或視頻會議

的形式舉行。會議自出席成員達到過半數時開始。 

4. 諮詢委員會之決定取決於出席成員之簡單多數票，且對相應機關僅屬單

純提議。 

 

第二十條 

諮詢委員會成員之障礙 

若諮詢委員會成員在其任期內確定因故不能視事，該成員將由本公會理事

會嗣後為此目的召開之會議中而任命的新成員替代，並由其完成被替代之

成員的任期。 

 

第六章 

本中心之仲裁員 

 

第二十一條 

仲裁員之要求與資格 

本中心的仲裁員為具能力獨立及公正地審理可提交予本中心管轄範圍內所

設立之仲裁庭的爭議，且具備經證實的道德和職業品行之自然人，無論其

是否在澳門特區居住，亦不論其國籍為何，及不取決於其專業培訓。 

 

第二十二條 

仲裁員名單 

1. 本中心理事會有權根據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核准本中心的仲裁員名單及

對此名單及相關制度作出的任何更改。 

2. 上款所述之名單僅作為接受具特定能力和培訓之特定專業人士在本中心

擔任仲裁員職務的指標，而並不妨礙執行委員會或當事人鑒於特定爭議

的特點並根據本中心之規章規定，任命在此爭議所涉事宜範疇內具經證

實之特定培訓和能力的其他仲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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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最後規定 

 

第二十三條 

財政制度 

1. 因每一仲裁程序及本中心提供之其他服務所收取之行政收費的百分之七

十五屬本中心的收益。 

2. 因每一仲裁程序及本中心提供之其他服務所收取之行政收費的其餘百分

之二十五屬本公會的收益，並由本公會承擔本中心的債務。 

3. 本中心可根據需要在其預算中加入用於採購、維護、修理和改善其所使

用之設施和設備的撥款。 

 

第二十四條 

過渡規定 

1. 根據本公會理事會所訂定的規定，本中心將由本公會的行政和技術人員

運作，直到具備自身人員為止。 

2. 本中心理事會和執行委員會開始運行前，該等機關及其主席所獲賦予的

權限將分別由本公會理事會主席和本公會秘書長行使。 

 

經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理事會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