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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雄博士是一位資深國際商業顧問及糾紛解決專家，他擁有超過二

十九年公共行政、人事及衝突管理的經驗，對企業發展、行政人員培訓，

建立個人才能和領導力發展尤有心得。 

 

羅博士參與調解服務工作十年，曾處理有關僱傭、專業責任、表現管

理、遺囑認證、人身傷亡、國際貿易、工傷及社區糾紛等調解個案。對處

理國際及跨境商業糾紛有豐富經驗。 他現時為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資

深國際調解專家、香港和解中心、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中國

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香港仲裁司學會、深圳民商

事調解中心、中國貿促會/深圳商會調解中心及中國貿促會東莞市商會調中

心、泰國仲裁中心、維也納國際解仲裁中心及西班牙仲裁中心之調解員及

深圳前海法院特邀調解員。自 2012 起，他先後被香港律政司司長委任為調

解督導委員會委員、評審資格小組委員會委員、規管架構小組委員會委員

及公眾教育及宣傳小組委員會委員。 

 

羅博士獲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同時亦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他是香

港、澳門、泰國、孟加拉和內地多個機構的首席培訓師及首席評審，澳門

科技大學及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部客席高級講師、香港恒生管理學院客席講

師。 在過去十年，他培訓了數千位導師、評審員及培訓師，當中包括不同

專業人士，如政府官員、律師、醫生及社工等，向他們提供有關衝突處理、

談判、職場調解及調解代理等訓練。羅博士更為亞洲地區仲裁機構成立調

解中心，設計調解課程、評審和紀律機制。2015 年，香港律政司大力支持

下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創建首個多元化跨境商業糾紛解平台—「內

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成功地為國際企業提供一個完善的跨境糾紛解

決平台，並協助創建中國調解評審及培訓機制。 羅博士也是一位專欄作家，

撰寫糾紛解決文章。自 2016 起，羅博士經常率領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國際貿

易爭議解決會議及發表調解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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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格及服務 

香港和解中心會長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創會主席 

澳門科技大學客席高級講師 

澳門城市大學客席高級講師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客席講師 

東莞市國際商會顧問 

國際博士後協會調解事務顧問 

英國 CEDR 調解員專業資格評審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資深國際調解專家 

泰國國際仲裁中心調解員 

維也納國際仲裁中心調解員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調解員 

香港和解中心專業調解員 

香港仲裁司學會調解員 

土地審裁處建築物管理案件調解員 

強拍條例調解先導計畫調解員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調解員 

深圳市民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員 

香港和解中心中港調解專家 

東莞市調解中心調解員 

中國貿促會深圳商會調解中心調解員 

深圳前海法院專家陪審員 

深圳前海法院特邀調解員 

湛江國際仲裁院仲裁員 

香港仲裁司學會會員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觀察員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資歷評審小組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規管架構小組委員會委員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教育及推廣小組委員會委員 

亞洲調解協會上屆主席 

粵港澳調解聯盟副主席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和解中心和解員專業資格首席評審 

香港中文大學－新界東醫院聯網臨床研究倫理聯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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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2015 – 現在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創會主席 

2013 – 現在  香港和解中心會長 

2012 – 現在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董事 

2013 – 現在  粵港澳調解聯盟副主席 

2015 – 現在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委員 

2015 – 現在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資歷評審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5 – 現在  東莞市國際商會顧問 

2015   亞洲調解協會主席 

2012 – 2015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規管架構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3 – 2015  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教育及推廣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2 – 現在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首席評審 

2012 – 現在  香港和解中心首席導師 

2013 – 2014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調解評審委員會委員 

2013   香港和解中心教育專業培訓委員會主席 

2012 – 2013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調解評審工作小組 

2013 – 2014 香港城市大學國際ADR模擬比賽評判 

2009 – 現在   為調解續專業發展課程及講座擔任導師或演講嘉賓 

2009 – 現在  在多個為區議會、政府部門及專業機構舉辦之調解講座中擔

任講者 

2012 – 2013 香港和解中心副會長 

2012 – 2013 香港和解中心調解員專業資格評核評審委員會主席 

2009 – 2013  香港和解中心及與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文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香港嶺南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調解員證書

課程及高級調解證書課程導師／高級導師 

2012   香港和解中心調解服務及發展委員會主席 

2010 – 2012 香港和解中心會籍及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0 – 2012 香港和解中心調解員專業資格評核試之評審 

2009 – 2010 香港和解中心教育及專業培訓委員會、考核及認可資格委員會

委員 

 

調解及培訓經驗 

超過 1400 小時處理有關土地爭議、意外受傷及工傷賠償、醫療事故、勞資糾紛、

金融糾紛、商業合約、國際貿易、跨境商業爭議、職場、投資、社區及遺產爭議

之調解經驗。 

超過 1800 小時提供專業調解員培訓之經驗， 

 已培訓超過 1000 名調解員 

 培訓超過 150 名香港、中國及亜洲各地的調解評審、導師及培訓師。 



超過 800 小時企業培訓、客戶服務、行政人員培訓、彙報及商業談判技巧之培訓

經驗。 

為多個亞洲地區的調解及仲裁機構設計及教授各級調解證書課程及調解技巧訓

練課程。（包括職場調解員、專業調解員、國際調解員、專業調解導師、跨境調

解導師、專業調解評審、跨境調解評審及跨境調解培訓師等培訓。） 

 

學歷 

2016  - 2018  法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 

2005    工商管理碩士（英固國萊斯特大學） 

 

榮譽 

2017               榮譽法學博士（法國北歐大學） 

 

著作 

Participated author, Mediation & Dispute Resolution Handbook (2nd Edition) 

Participated author, Mediation Conference “Mediate First for a Win-Win 

Solution” journal 

News Magazine of India International ADR Association March and April 2016 

“Hong Kong well positioned in providing cross-boundary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Participated author, Mediation & Dispute Resolution Handbook 

Talent Management Summer 2016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Workplace” 

Talent Management Spring 2017 “Tips for resolving Workplace Conflict”  

Asian Medi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Global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ation” 

兩岸四地在一中心一平台下的法律共融研討會「新跨境爭議解決平台，協助四

地法律共融開拓新商機」 

綜合調解培訓課程手冊 

跨境調解員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國際調解導師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調解評審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調解培訓師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香港調解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中國調解員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泰國調解員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跨境調解導師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跨境調解評審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跨境調解培訓師培訓課程專業手冊 

「調解世代」專欄系列 :  

 當事人贏輸以外的真正需要（上） 

 當事人贏輸以外的真正需要（下） 

 調解員不是「和事佬」 

 香港可成為國際解決爭議中心 

 香港法律樞紐帶來的新契機 

 香港調解專業發展前瞻（上） 

 香港調解專業發展前瞻（中） 

 香港調解專業發展前瞻（下） 

 美國聯合航空事件帶來的啟示（上） 

 美國聯合航空事件帶來的啟示（下） 

 香港的跨境爭議解決平台加強「一帶一路」規劃中「超級連絡人」的

角色 

 成為解決職埸衝突的高手（上） 

 成為解決職埸衝突的高手（中） 

 成為解決職埸衝突的高手（下） 

 邀請攜手發展世界爭議解決事業 
 

語言能力 

流利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