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优势

国际专业资格 本课程是唯一获认可考取「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专业资格的课程。完成本课程后，学员可考取国际

争议解决专业代理人协会「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和英国调解代理人协会“Standing Conference of Mediation Advo-

cates”的资格，并有机会以「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的专业资格处理跨境及国际商业争议个案。

教学质素保证 本课程由具备丰富教学及调解经验的资深导师团队任教及撰写教材。导师团队口碑载道，多年来为香港及
世界各地的争议解决业界培训了众多专业调解员及争议解决专业人才，更协助多个地区设计及发展专业争议解决机制，师资及
教材皆达国际专业水准。

This thought-provoking and rigorous course taught by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 leaders in the �eld will       chal-lenge your assumptions as a profes-sional and a lawyer.
Participa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urse and passed the assessment will be quali�ed to apply for membership of SCMA Accredited Mediation Advocate and admission to IPDRAA a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dvocate.

 
支持机构：

总时数: 18小时   
日期: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6时
上课地点：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广州巿越秀区
文德北路68号东方文德广场A栋322单元)
教学语言: 普通话   
学费: 人民币6,000元正 (约港币6,650元正) 

背景
   

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须熟悉争议解决专业，能在争议解
决之过程中协助当事人理解及分析全面风险、利益和解决方
案的可行性，为当事人提供高阶的保障。随着全球化与区域
融合的世界发展大方向，世界正积极推动各项发展和规划，
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策略。国际商贸的合作势必大增，商业纠纷亦随之
增加，企业对高阶的法律、争议解决、风险预防和管理等服
务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鑑于各种争议解决方法之优点及于
不同地域的执行力皆存有差异，传统的法律、调解和仲裁的
专业人员将未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需要。现今客户对于国际争
议解决代理人服务的要求更高，他们希望法律、调解和仲裁
的专业人员的服务范围更阔、更广，更能保障当事人的整体
利益。在提供争议解决代理服务时，专业的国际争议解决代
理人需先为当事人进行风险评估，分析整体利益，以协助当
事人选择最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及相关的专业争议解决人员
、评估另一方的各种考虑因素及谈判策略、可执行性及执行
细节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主要教授争议解决代理人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巧，在
选择争议解决方法、争议解决及谈判过程中为客户争取最大
利益。学员可透过多元化的互动、个案研究及角色扮演练习
，作出全面的培训，为考取认可「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
的资格作准备。

对象
      

律师、知识产权从业人员、法律行政人员、仲裁员、
调解员、学者

持续专业发展计划学分(CPD):
HKMC：18分
MHJMC：18分
IPDRAA：18分
截止报名日期：2019年11月18日

主办机构：

国际专业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代理人培训课程



证书颁发
   

凡完成此课程，
- 出席率达70%或以上之学员可获颁发「出席证明」。
- 出席率达70%或以上及课程末的评核合格之学员可获颁
发「结业证书」。
- 成功通过课程末的评核之学员可连同「结业证书」或评
核结果证明，在完成课程后1年内向国际争议解决专业代
理人协会申请成为「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

报名方法
      

有兴趣报读之人士，请于2019年11月18日或之前 (i) 于
此网址 https://wj.qq.com/s2/4815614/2891 填写报名
表格 及 (ii) 缴交学费，完成后发送截图至 admin-
@aidrn.org。

付款方法
      

在线付款
网上转账请于此网站 (http://mhjmc.org/sc/Cart.php) 根据
指示选择以网上平台付款。
可选择以下在线付款途径：

a) PayPal (VISA、MASTER、银联)【PayPal账户需以港元作
为结算货币，实际兑换率以当时PayPal或阁下银行户口之兑
换率为准。兑换率之差价由阁下承担。】

b) 支付宝 (只适用于内地用户)【支付宝账户需以港元作为结
算货币，实际兑换率以当时支付宝或阁下银行户口之兑换率
为准。兑换率之差价由阁下承担。】

课程内容
 三、 世界争议解决服务的发展及趋势
       。  了解最新的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系统 - 国际争议 
          解决系统 V10.0
       。  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系统中的调解、仲裁、审
          裁、风险管理与诉讼的接合
       。  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系统中的调解程序和操作
          概念
       。  其他专业人员的参与及管理
       。  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方式、专业人员、地点、时间
 四、 国际争议解决代理人的专业服务要点
       。  市场开拓阶段 
       。  争议早期评估阶段 
       。  争议解决阶段
       。  协议/裁决执行及持续发展阶段
       。  服务收费和规则  
五、 管理国际争议解决代理人专业服务
       。  了解你的客户  。  准备你的优质服务
       。  制定你的整体策略 。  制定你的谈判策略
       。  协助你的客户最大化的利益 
       。  做到五赢的要诀                。  善用调解员
六、 国际争议解决代理人的未来发展和资格评审
       。  如何成为专业法律代理   
       。  如何成为国际知识产权代理
七、 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资历评核

一、法律专业、争议解决专业和商业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争议解决专业的发展
       。 了解各种争议解决方式 
       。  传统争议解决服务的不足
       。  高阶争议解决服务如何满足客户 
       。  提升法律专业及其他争议解决专业人士的竞争力
       。  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最大挑战
       。  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所欠缺的部份
       。  为何未能满足商业市场的需要
       。  增加市场对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需求
       。  探讨：- 新加坡调解公约
                         - 一带一路战略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 国际化的前景
                         - 优化香港的营商环境
   二、国际专业争议解决代理人的资格及服务
       。 全新的国际专业服务
            - 市场开拓                 - 寻找商业机会
            - 风险预防                 - 争议防范设计
            - 争议早期评估        - 争议解决
            - 协议/裁决执行      - 企业管理 
            - 持续发展
        。  获英国调解代理人协会承认的专业资格
        。  国际专业认证和未来市场需求



导师简介
罗伟雄博士（Dr. Francis Law） 
罗博士现为香港和解中心会长、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创会主席、国际争议解决及专业谈判研究院院长及教授、
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创会主席及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副主席，亦是亚洲调解协会前主席。他现时为全球超过二十个
地区的调解中心或仲裁中心的资深国际调解专家或仲裁员。他是多间国际机构的顾问、首席培训师及评审，培训了超过
千位调解员、导师及评审员。他亦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各地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意见。 

查询:    联络人: 李子轩先生   

电话: (852) 3974 5481 传真: (852) 2866 1299

电邮: admin@aidrn.com

条款及细则
1.申请人必须于2019年11月18日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及缴交学费，完成后发送截图至admin@aidrn.org，方为有效申请。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19日或之前以电邮确认所有成功的申请。

2.名额将基于有效申请按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

3.如申请人在2019年11月19日后仍未收到由本院秘书处发出的确认电邮，申请人将会被列在候补名单之上。若本院未能为申
请人安排本课程的学位，本会秘书处将注销申请人所递交的支票。若申请人透过银行转账付款，本会将发出支票以退还款项。

4.学员必须在到达及离开课堂时签名作记录。若学员迟到超过20分钟或提早超过20分钟离开课堂，香港和解中心/国际争议解
决专业代理人协会/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将不会批核学员在该课堂的持续专业发展计划学分。

5.除非因课程额满或取消，申请人不论上课与否，所缴付的学费将不获退还。

6.如八号或以上颱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在课堂开始前2小时悬挂或仍然生效，该课堂将被延期或取消。本院将尽快安排及通
知学员补课日期、时间及地点。

7. 国际争议解决及专业谈判研究院保留一切接受或拒绝申请之权利，以及最终决定权。

8.本院将免责于本课程在任何时间，上课地点或导师上的改动。

关于国际争议解决专业代理人协会
国际争议解决专业代理人协会是全球首个为争议方提供仲裁、审裁、调解、诉讼代理及风险评估等全方位服务的国际组
织。本会提供切合客户需要的方案，协助客户在瞬息万变的营商环境迎接挑战。本会服务范畴广泛，不仅为客户制定可
在全球应用的争议解决方案，并针对营运、税务、合规、政治及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务求防患于
未然。
本会汇聚仲裁、审裁、调解及风险管理业界的翘楚，可为企业客户安排商业谈判专家、风险管理顾问及合规主任，为其
详细分析各地市场趋势，在交易协议中争取有利条件，并订立周详的风险管理及合规管理计划。
本会的争议解决代理人为客户拟定适切的争议解决方案、时间、地点及相关专业人员，并确保和解协议或仲裁裁决的执
行性。他们配合客户的需要，全面审视各解决方案的利弊，助其作出精明的判断。

关于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
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于2014年2月17日由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于 2014年5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是华南地区唯
一国家级版权贸易基地。基地致力打造“版权综合服务、版权保护、版权交易、版权金融四大平台，以保护促进交易，
交易呈现价值为宗旨。“基地+园区”为发展模式，通过“四个平台一个发展模式”，促进版权产业发展。力争成为
“立足广东、辐射华南、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世界级版权贸易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