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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永良律师于2000年成为马来西亚辩护和事务律师。他于2011年共同成立了颜合伙律师事务所，并担任合伙人至今。
他也是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新加坡仲裁员协会和香港仲裁司学会的资深会员。 

符律师是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马来西亚分会前主席及国际商会马来西亚分会仲裁委员会理事。他也是亚洲国际仲
裁中心的仲裁员和审裁员，而且还是首十位被委任为海南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员的马来西亚律师。此外，他也担任证券
业争议解决中心的调解员和审裁员。 

符律师自2019年起被《法律名人录》列为建筑法领域的“未来领袖”，并且被《基准诉讼》评为建筑、争议解决和国际
仲裁领域的“未来之星”。《法律名人录》指出，“从高价值建筑纠纷的诉讼到仲裁程序，符永良律师都拥有非常丰富的
经验。”符律师在诉讼和建筑方面的经验也获得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指南《法律500强》（亚太地区）的认可。 

这二十年来，符律师积极以争议解决为主要执业领域，这涵盖仲裁、诉讼到最近的审裁。他经常出任仲裁程序以及马
来西亚各级法院聆讯的首席律师，也曾为各种领域如工程、建筑、能源、合同、证券到企业和股权纠纷提供法律服务。 

最近几年里，符律师更多地参与建筑项目中的工程纠纷案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被广泛报道的槟城斜坡坍塌事故以
及巴生谷行人天桥坍塌事件。他曾办理一些主要的建筑审裁案，其中包括在首个在联邦法院审理的《2012年建筑业
付款与审裁法令》案件。 

符律师常受邀出席国内外研讨会并担任主要演讲嘉宾。此外，符律师也撰写了一些文章，包括多年为国际公认的法律
综述《达成交易》以马来西亚法律角度撰写《仲裁》和《争议解决》章节。他也为《全球法律见解》系列合撰与国际
仲裁有关的篇章。他也是《从诉讼视角探讨马来西亚的公司治理》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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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电邮:  joonliang @ganlaw.my 

专业领域 
• 仲裁

• 董事会风险与声誉

• 建筑、工程、基础设施与项
目

• 公司治理与合规

• 商业诉讼与风险管理

• 能源与资源

• 监管与合规

• 破产重组
教育背景 

• 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荣誉
学士学位

• 马来西亚法律执业证书

专业协会 
• 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资

深会员
• 新加坡仲裁员协会资深会员
• 香港仲裁司学会资深会员
• 亚洲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员

和审裁员
• 海南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员
• 证券业争议解决中心的调解

员和审裁员

语言 
英语、马来语

律师执业资格 

马来西亚辩护和事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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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当事人代表，就总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关于某大学校园建设的建筑纠纷提出约2.4亿令吉的
索赔。

• 在一项建筑项目的综合开发纠纷中担任仲裁员，该纠纷涉及的索赔额约1000万令吉和反索赔额约
3800万令吉。

• 担任当事人代表，针对东马某发电厂的电力购买协议，提出约1.02亿令吉的索赔以及1.8亿令吉的
反诉索赔。

• 在东马综合发展总承包商与雇主之间的建筑纠纷中担任当事人代表，提出约6600万令吉的索赔以
及约4400万令吉的反诉索赔。

• 担任当事人代表，就总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关于某大学校园建设的建筑纠纷提出约2.4亿令吉的索赔。

• 代表当事方在最高法院就仲裁时效期限的重要法律问题申辩。
• 代表当事方在一项国际仲裁中，对涉及某中国综合企业的十亿美元工程纠纷进行仲裁。

建筑审裁 
• 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建筑索赔中代表分包商向总承包商提出约 4000 万令吉的索赔。
• 代表亚洲国际仲裁中心进行诉讼，包括在第一个法定审裁的宪法诉讼中为该仲裁中心进行辩护。
• 针对《2012年建筑业付款与审裁法令》的管辖权问题，在最高法院为当事方提出上诉，该案件

成了具代表性的判例法并经常在类似的法律纠纷中引用。
• 针对涉及破产法与2012年建筑业付款与审裁法令直接付款条款的纠纷，为当事方在联邦法院和

上诉法院辩护，该案例成了建筑争议解决领域中具代表性的判例法。
• 就一家机电承建商依《2012年建筑业付款与审裁法令》提出超过3700万令吉的索赔中，作为总

承建商代表律师为其抗辩。

建筑纠纷诉讼 
• 代表分包商向总承包商在审裁裁决和法庭诉讼判决下所拖欠的款项，其中包括分包商根据《2012

年建筑业付款和审裁法令》针对发展商就直接付款所提出的诉讼。
• 在一场涉及价值约3.59亿令吉的土地纠纷的诉讼中代表马来西亚一家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并成功

胜诉了。
• 在有关布城清真寺建设的争议中为专业钢结构承包商提供法律服务。
• 在涉及土地收购和巴生港自由区发展的纠纷中代表总承包商处理相关法律诉讼。
• 针对一起马来西亚行人天桥坍塌事故引起的多个法律纠纷，为当事方进行辩护及提出反诉索赔，

聆讯过程里也涉及多位欧洲和亚洲的领先工程专家。

争议解决 
• 代表某发展公司向铁路公司就铁路线调整而蒙受的损失索赔超过3亿300万令吉。
• 为一名公司董事在一起由世界领先的手套制造商就并购纠纷提出超过6.4亿令吉的索赔抗辩。
• 代表一家在大马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通讯科技公司终止其主要附属公司的清盘程序。

经典案例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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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律师及他的团队因其专业能力获得了多项荣誉及奖项： 

• “争议解决推荐律师及顶尖律所” - 《法律500强亚太》（自2017年起） 

• “房地产及建筑推荐律师及顶尖律所” - 《法律500强亚太》（2021年） 

• “年度争议解决精品律师事务所” - 《亚洲法律杂志》（2021年） 

• “建筑法领域未来领袖” - 《法律名人录》（自2019年起） 

• “未来之星及推荐律所” - 《基准诉讼》（自2019年起） 

 

 

 

符律师及他的团队因其专业能力深获好评，其中包括独立的法律期刊评语和客户反馈： 

• “符永良律师在诉讼和仲裁程序中的高价值建筑纠纷方面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 

• “符永良能准确地制定涉案的法律框架，以保护客户的利益” 

• “作为该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符永亮律师不仅知识渊博且了解客户的要求，并能准确地就法律问题制定法

律框架以保障客户的利益” 

 

 

 

符律师曾撰写或合着了各种法律指南及刊物： 

• Manoeuvr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alaysia: Litigation Perspectives (Lexis Nexis Malaysia, 2021) 
• Malaysia Chapt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7-2020, Global Legal Insights   
•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荣誉及奖项 

评价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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