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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慧律师为离婚及家事法律顾问团队的合伙⼈。
古律师拥有超过15年于婚姻家事法⽅⾯的执业经验，在处理涉及司法管辖权、离婚、⼦⼥、附属济助等各种家庭纠纷案件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古律师于处理涉及⼦⼥的⼤型案件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MJB诉CWC（海⽛公约）2018 HKFLR 331；YJH诉LKHM [2019] HKEC 2954；以及VK v
SAFG（遣送）2018 HKFLR485。
她还参与了⼀宗极具争议性、与⾹港及新加坡上诲法庭进⾏的遣返案，即LN v SCCM [2013] HKFLR358。
她的许多案件都涉及跨境问题，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跨境问题，例如ML v YJ [2010] HKEC 1924，该案件已提交终审法院。
该案改变了⾹港法律中有关
当事⽅根据外国法令的颁布申请财政拨款的能⼒。
在CL v ZRC（司法管辖权；不⽅便法院）2015 HKFLR 125⼀案中，原来丈夫与⾹港有实质性的联系，
但中国是更合适的论坛。
她还代表丈夫的⽗亲（⾹港某著名家族的祖先）代理了在中国持有的资产：DX v LN＆Ors（禁诉令）[2015 ] HKFLR 525。
古律师还就各种附属济助案提供咨询，当中包括涉及复杂资产持有结构的案件- WYSL诉FHCBA [2019] HKEC 2379；涉及第三⽅财务援助的维护待决
诉— CWCC诉YKOP（维护待决诉讼与第三⽅）2018 HKFLR 320；并曾领导各种⼤型⾦融案件，通常涉及多个当事⽅，其中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
群岛的诉讼。
古律师亦在为超⾼净值⼈⼠作财富保管⽅⾯拥有独到的专业知识。
她协助客⼾制订婚前和婚后协议；从婚姻⻆度成⽴信托以规划财富，并竭⼒减低离
婚诉讼为家族财富带来的⻛险。
对于正计划结婚的客⼾及其家属，在考虑继承问题，或计划将其财富传给下⼀代时，需要从诉讼⻆度为信托结构咨询，
古律师是最佳⼈选。
古律师在同业之间以反应敏锐⽽理性著称，并总是为客⼾提供务实、有策略和坦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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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绩记录
于⼀宗有关中港两地管辖权冲突并涉及庞⼤⾦额的案件中，代表丈夫⼀⽅成功搁置其妻在⾹港的呈请。
该终审法院的案件成功改变了⾹港法律，
并促使港府⽴法，允许于另⼀司法管辖区离婚的⼈⼠在适当时在⾹港寻求经济补偿。
该法例保障了在外国离婚时有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
ML v YJ (Forum) [2011] HKFLR 179。

协助处理跨境国事宜，尤其在涉及中国的案件领导团队处理复杂的法律争议和有关⾹港、中国和海外资产中的第三⽅利益。
[ CL v ZRC [2015]
HKEC 1646 和 LS v AD [2012] HKEC 1395 ] 代表介⼊诉讼⼈以保障他们在离婚诉讼中的利益。
此类案件经常涉及其中⼀⽅的家⻓以其⼦⼥名义
持有财产的实益拥有权。
DX v LN FCMC 7870 of 2014

就复杂的财务纠纷给予法律建议，极复杂的案件包括⼀宗涉及多个第三⽅、离岸信托和环球资产达数亿港元的诉讼 [H v W [2014] HKEC 955] ，并
协调⾹港和伦敦的领讼⼤律师和⾹港的会计师团队。
古律师曾为客⼾取得有史以来最⾼⾦额的临时赡养费。
该案涉及⼀超⾼净值客⼾及其复杂的
公司架构和环球资产。
为了该案她亲⾝前往开曼群岛，为客⼾成功取得法庭命令要求第三⽅作出披露。
[HJFG v KCY [2012] 1 HKLRD 95]。

成功在涉及⼀超⾼净值客⼾的案件中为妻⼦辩护，将披露的要求限制在合理⽔平以妥善管理案件。

参与⾹港⾸宗套⽤ DD v LKW 原则的⼤⾦额案件 W v H_2008HKEC 766。

代表⼀超⾼净值⼈⼠在离婚诉讼中向受托⼈抗辩并成功与受托⼈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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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2015年5⽉21⽇）。
课程与研讨会：Succession Planning for Family Businesses and High Net Worth Clients’（为家族企业和⾼净值客⼾进⾏
继承规划）。

专家⼩组成员（2015年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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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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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L European Chapter Conference 2015
（IMAL 欧洲分会会议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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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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