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专业领域主要专业领域

竞争法/反垄断法 销售及其他⽅⾯竞争法事宜  竞争法合规
知识产权/科技、媒体和通信（TMT） 知识产权许可和交易  保健，药学和⽣命科学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争议解决
劳动与雇⽤ 劳动争议
政府调查和危机管理
公司法务 公司法务与商事交易  在⽇本建⽴商业实体
争议解决 商事诉讼  劳动争议  国际诉讼与仲裁  替代性争议解决

⽇下部  真治  S H I N J I  K U S A K A B E

合伙⼈律师

东京总部

TEL: 81-3-6775-1042

FAX: 81-3-6775-2042

⽇下部真治律师擅⻓于国内外的诉讼与仲裁，也擅⻓处理商业交易、产品责任及⼀般的公司
法务。尤其关于产品责任等有关制造商的法律问题⽅⾯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在考虑到将来
潜在的纠纷处理的⼀般企业法务指导及根据商业实情的纠纷解决⽅⾯具有强势。 

最近办理的纠纷案件有因取消商业交易或负责职员的不正当交易引起的诉讼、产品责任诉
讼、串通投标相关诉讼、⻛险资本相关诉讼等。另外，还积极参与包括外国为仲裁地的案件
等国际仲裁案件。 

除了在本事务所的执业经验外，⽇下部律师还有在 Kelley Drye & Warren纽约事务所作为外国
律师⼯作的经验(1999年9⽉-2000年8⽉)和派遣到 Swiss Bank Corporation(现为UBS AG)法务
部⼯作的经验(1998年2⽉-7⽉)。 

⽇下部律师还担任：
原⼦⼒损害赔偿纷争审查会专门委员（2022年6⽉⾄2022年12⽉）；
法制审议会⺠事诉讼法（IT化关联）部会委员（2020年6⽉⾄2022年2⽉）；
⽇本辩护⼠（律师）联合会理事（2020年4⽉⾄2021年3⽉。2020年6⽉⾄2021年3⽉担任常
务理事）；
⽇本辩护⼠（律师）联合会⺠事审判程序相关委员会委员⻓（2019年6⽉⾄2021年5⽉）；
司法考试及司法考试预备考试考查委员（⺠事诉讼法担当）（2018年11⽉⾄2021年11⽉)；
第⼆东京律师协会副会⻓（2017年4⽉⾄2018年3⽉）；
⽇本最⾼法院司法研修所⺠事辩护教官（2010年4⽉⾄2013年3⽉）（有关该职务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 http://www.courts.go.jp/english/institute_01/institute/index.html#Int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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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解决组 公司法务组

其他专业领域其他专业领域

竞争法/反垄断法 国际卡特尔和宽⼤制度适⽤  竞争法相关诉讼
争议解决 特许经营诉讼  ⾦融和证券诉讼  税务诉讼及其他税务纠纷  产品责任纠纷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争议解决  公司丑闻引发的证券诉讼及其他⺠事诉讼  竞争法相关诉讼
公司⾏为相关诉讼  消费者相关诉讼  保险相关诉讼  信息技术相关诉讼
商业秘密相关诉讼  国际仲裁

公司法务 公司治理
不动产 不动产交易
能源和⾃然资源

TOPICSTOPICS

获奖经历
2023年4⽉20⽇

The Best Lawyers in Japan™ 2024

论⽂
2023年3⽉

法定审理期间诉讼程序相关特则的创设和实务上的注意事项

论⽂
2023年1⽉

商事仲裁实务所启⽰的IT化后⺠事审判中的⽹络审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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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 东京⼤学 (法学⼠)



1995年3⽉ ⽇本最⾼法院司法研修所
1998年2⽉ - 1998年7⽉ Swiss Bank Corporation (现UBS AG)法律部门
1999年5⽉ 纽约⼤学法学院(法学硕⼠，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1999年9⽉ - 2000年8⽉ Kelley Drye & Warren(美国纽约)

2003年6⽉ - 2004年3⽉ 仲裁法及相关法研究会委员 (由内阁组建的司法制度改⾰推进委员会成
⽴)

2010年4⽉ - 2013年3⽉ 最⾼法院司法研修所 (⺠事辩护教官)

2012年7⽉ - 2014年2⽉ ⽇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改正委员会
2014年2⽉ - ⽇本商事仲裁协会程序咨询委员会
2017年4⽉ - 2018年3⽉ 第⼆东京律师协会副会⻓
2017年10⽉ - 2018年3⽉ 审判⼿续等的IT化研讨会（事务局：内阁官房⽇本经济再⽣综合事务局）
2018年3⽉ - ⽇本仲裁员协会理事（2020年11⽉⾄2023年3⽉期间担任常务理事）
2018年7⽉ - 2019年12⽉ ⺠事裁判⼿续等IT化研究会委员（公益社团法⼈商事法务研究会）
2018年11⽉ - 2021年11⽉司法考试及司法考试预备考试考查委员（⺠事诉讼法担当）
2019年6⽉ - 2021年5⽉ ⽇本辩护⼠（律师）联合会⺠事审判程序相关委员会委员⻓
2020年4⽉ - 2021年3⽉ ⽇本律师联合会理事（2020年6⽉⾄2021年3⽉期间担任常务理事）
2020年6⽉ - 2022年2⽉ 法制审议会⺠事诉讼法（IT化相关）部会委员
2022年6⽉ - 2022年12⽉ 原⼦⼒损害赔偿纷争审查会专门委员

法定审理期间诉讼程序相关特则的创设和实务上的注意事项 ⾃由与正义 Vol.74 No.3 2023年3⽉
商事仲裁实务所启⽰的IT化后⺠事审判中的⽹络审讯模式 JCA Journal No.787 2023年1⽉
从律师的⾓度看⺠事审判IT化 法的⽀配 第208号 2023年1⽉
⺠事诉讼IT化的理论与实务 有斐阁online 2022年11⽉
⺠事审判程序和IT化的重要论点 法制审中期⽅案的争论点（收录于座谈会“⺠事审判的IT化−⽴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事审判程
序和IT化的重要论点 法制审中期⽅案的争论点

2021年8⽉

审判程序IT化所引发的理论问题〜从审判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层⾯来看〜 美国法 2020-2号 2021年7⽉
座谈会 ⺠事审判的IT化−⽴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Jurist No.1555（2021年3⽉号） 2021年3⽉
⺠事审判的IT化 ⽇辩联七⼗年 2019年12⽉
内阁官房IT化讨论会的内容与论点汇总 ⾃由与正义，2018年11⽉号 2018年11⽉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 Arbitration (Japan Chapter) (2007 - 2018) 2018年2⽉
判例法下的商业交易诉讼 第⼀法规株式会社 2018年1⽉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usiness Law & Practice（第3版）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7年9⽉
合资协议的实务与理论[新修订版] KINZAI财经事务研究所 2017年7⽉
取证⼯作的现状与⺠⽣诉讼的未来 KK Yuyusha 2017年3⽉
最⾼法院判决注解：担保⼈针对共同担保⼈的索赔诉讼时效是否应中断，如果前保证⼈对主债务⼈的索赔权受制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
断（2015年11⽉19⽇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508期[2017年2⽉1⽇号]

2017年2⽉

⺠事检验技术[第4版] Gyosei公司 2016年12⽉
⺠事证⼈讯问的现状与问题（圆桌讨论） 《Horitsu-no-hiroba》第69卷，第11期[2016年11⽉号] 2016年11⽉
联盟协议的实践和条款 Seirin Shoin有限公司 2016年10⽉
联盟协议 - 实务与条款 Seirin Shoin有限公司 2016年10⽉
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与实务 Maruzen-Yushodo 2016年8⽉
取证⼯作的改进与强化 《⾃由与正义》，2016年4⽉号 2016年4⽉
最⾼法院判决注解：（i）第三⽅在⼀个重审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该诉讼会受到⼀个关于解散⼀家股份公司的最终约束性判决的影响；
以及（ii）要求以独⽴当事⼈⾝份进⾏⼲预的申请的有效性，这种⼲预的⽬的只是寻求驳回（⽆论驳回对现有当事⼈之⼀提出的权利主
张是否有利）（2014年7⽉10⽇由第⼀个⼩⼯作室发布的最⾼法院裁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465期[2015年5⽉1⽇号]

2015年5⽉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usiness Law & Practice（第2版） LexisNexis Japan 2014年10⽉
企业间交易合同解释（圆桌讨论） 《Hanrei时报》第1401期 [2014年8⽉号] 2014年8⽉
Product Liability (Japan Chapter) Thomson Reuters 2014年6⽉

著作著作  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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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法院判决注解：（1）当⼀⽅当事⼈有意抵销⾃⼰未到期的债务（但有到期⽇）时的抵销要求；（2）当⼀⽅当事⼈有意以⾃⾝债
务抵销⾃⾝索款，但索赔诉讼时效已过期且对⽅援引诉讼时效，那么在索赔诉讼时效过期之前是否必须满⾜抵销要求（2013年2⽉28

⽇由第⼀个⼩⼯作室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434期[2014年2⽉15⽇号]

2014年2⽉

Round-Table Discussions among Lawyers with Experience Practicing as Arbitrators ⽇本商事仲裁协会（⽹站） 2013年8⽉
最⾼法院关于是否有权撤销涉及注册型公司拆分的欺诈⾏为的判决注解（2012年10⽉12⽇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法治》第170期[2013年7⽉号]

2013年7⽉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Business Law & Practice LexisNexis Hong Kong 2012年12⽉
最⾼法院判决注解：（1）⾃然⼈股东购买股票的需求通知的必要性与时机；（2）公司以其全部股份作为受限于全⾯买⼊的类别股份
收购事项关系到决定该公司股份购买价的申请（2012年3⽉28⽇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
1403期[2012年11⽉15⽇号]

2012年11⽉

商业交易实务与争议的发⽣与解决（圆桌讨论） 《Hanrei时报》第1371期[2012年7⽉15⽇号] 2012年7⽉
分析为避免公司拆分⽽采取避免欺诈⾏为的⾏动的司法判例分析 《Hanrei时报》第1369期[2012年6⽉15⽇号] 2012年6⽉
《环球仲裁评论》（GAR）专门知识；商事仲裁 在线出版 2012年4⽉
企业合作协议的理论与实务 2012年4⽉
被列⼊名册的仲裁员简介 《JCA期刊》，2011年9⽉号 2011年9⽉
责任限制：企业间贸易协定逃逸条款相关的案件判决 《Hanrei时报》第1349期[2011年8⽉15⽇号] 2011年8⽉
PLC Cross-border Arbitration Handbook 2011/12 (Japan Chapter) 2011年5⽉
最⾼法院判决注解：如果⼀家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代表董事完成了⼀项交易，且该交易属于执⾏重要业务⽽未经董事会决议，除
公司以外的另⼀⽅不可因为缺乏此类决议⽽认定该交易是⽆效的，除⾮有特殊情况，例如如果董事会已通过决议认定该交易⽆效
（2009年4⽉17⽇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法治》第158期[2010年7⽉号]

2010年7⽉

国际司法管辖权新规定的介绍 - 旨在消除国际交易争议中的不确定性的⺠事诉讼法修正案 《商业法律事务》第10卷,第7期，2010

年7⽉号
2010年7⽉

PLC Cross-border Arbitration Handbook 2010/11 (Japan Chapter) PLC Cross-border Arbitration Handbook 2010/11 2010年7⽉
对以下最⾼法院判决的解释性说明：数名董事被判处承担“董事责任”（根据被2005年第87号法律修改之前的《商业法典》第267条第1

款的规定），并受到股东的衍⽣诉讼。上述责任不仅包括《商业法典》规定的⾝处董事职位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例如，《商业法典》
第266条第1款各项所规定的责任），还包括董事因与本公司交易⽽获得的责任（2009年3⽉10⽇由第三⼩⼯作室发布的最⾼法院判
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333期[2010年2⽉1⽇号]

2010年2⽉

对以下最⾼法院裁决的解释性说明：该裁决认定，对于因出租⼈未能修复商店缺陷⽽导致承租⼈遭受的利润损失，⾄少在承租⼈本来
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害的时间点后承租⼈遭受的损失不得被视为“《⺠法典》第416条第1款规定的通常损失”（2009年1⽉19⽇
第⼆⼩⼯作室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Horitsu-no-hiroba》第62卷，第11期[2009年11⽉号]

2009年11⽉

最新并购判例与实务 Hanrei时代有限公司 2009年7⽉
PLC Cross-border Arbitration Handbook 2009/10 (Japan Chapter) PLC Cross-border Arbitration Handbook 2009/10 2009年6⽉
产品安全和事故相关⻛险管理的陷阱 《商业法期刊》，2009年5⽉号 2009年5⽉
⽇本商务法律实务 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9年5⽉
最⾼法院关于证明公司⾏为的商业性质所需的举证责任的判决注解：其中法院指出，即使公司基于公司代表与该借款⼈之间的友好感
情向借款⼈提供贷款，公司以此类贷款为基础的货币债权应被视为具有商业性质（2008年2⽉22⽇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
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307期[2009年1⽉17⽇号]

2009年1⽉

代理权争夺条例和Moritex案例分析 《Hanrei时报》第1279期[2008年12⽉1⽇号] 2008年12⽉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Options in Japan 2008年10⽉
案例注解：依据“⺠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d）款规定，护理服务提供者准备⽤于报销护理费⽤并包含将传输给第三⽅索赔管理员的信
息（但不含患者个⼈信息）的表格不属于“仅供⽂件持有⼈使⽤的⽂件”（2007年8⽉23⽇由第⼆⼩法庭发布的最⾼法院判决）
《Horitsu-no-hiroba》第61卷，第9期[2008年9⽉号]

2008年9⽉

不仅仅是声誉⻛险 - 根据最近的裁决来处理产品责任问题 Business Legal Affairs, 第8卷 第11期 2008年9⽉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诉讼⼈？ 《律师》2008年6⽉号 2008年6⽉
OEM协议的法律分析 《Hanrei时报》第1266期[2008年6⽉15⽇号] 2008年6⽉
案例分析 - 王⼦制纸收购北越制纸案（专题⽂章 - 关于并购的争议、现⾏法规及相关问题） 《Hanrei时报》第1259期[2008年3⽉
15⽇号]

2008年3⽉

对以下案例的解释性说明：电炉销售员被认定对⼀名顾客构成侵权。该顾客在该销售员售卖电炉的商场购买电炉后在使⽤中出现对化
学物质过敏的情况（2006年8⽉31⽇发布的东京⾼等法院判决书）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280期[2007年12⽉15⽇号]

2007年12⽉

并购指南 Seirin Shoin有限公司 2007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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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 商业合同的完整实践 商业研究所 2007年9⽉
对以下案例的解释性说明：最⾼法院裁定下级法院判决是⾮法的，因为它命令⼀家因员⼯死亡获得保险赔偿（该公司为员⼯购买了⼀
种定期保险，即A型团体保险）的公司将保险赔偿⾦的⼀部分⽀付给死者悲伤的家庭成员，⽽这项⽀付超出了公司内部制度所规定的赔
偿额度（由第三个⼩⼯作室于2006年4⽉11⽇发布的最⾼法院判决书）。 《法治》第146期[2007年7⽉号]

2007年7⽉

“IBA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南”的⽇⽂译本 2007年7⽉
仲裁/ADR论坛 卷1（1） Shinzansha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7⽉
在企业进⾏更为复杂和跨境活动背景下对处理商业纠纷的诉讼⼈的要求 The Lawyers 2006年12⽉
对以下案例的解释性说明：由银⾏总部相关部门向营销办公室经理和其他⼈员发出的描述⼀般业务指南和其他事项的公司内部通知被
发现不符合相关法规“⽂档专门⽤于⽂件持有⼈”的规定。上述相关法规即是《⺠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d）项（2006年2⽉17⽇由第
⼆个⼩⼯作室发布的最⾼⼈⺠法院裁决）。 《⾦融与商业法先例》第1249期[2006年9⽉15⽇号]

2006年9⽉

公司法执⾏如何改变针对⾼管的派⽣诉讼 - 效⼒与对策 《Keiri Joho》第1122期 [2006年7⽉20⽇号] 2006年7⽉
- 少数股东的挤出 - 创建全资⼦公司的⽅法及相关问题 《Keiri Joho》第1119期 [2006年6⽉20⽇号] 2006年6⽉
合资协议的实务与理论 - 依据公司法的执⾏ Hanrei时代有限公司 2006年6⽉
合资协议前线（圆桌会议） 《Hanrei时报》第1203期[2006年5⽉1⽇号] 2006年5⽉
《个⼈信息保护法案》及其对并购的影响 《亚洲法律⽇本评论》第1卷第2期） 2005年7⽉
数据保护法给并购带来问题 《IFLR⽇本指南2005》，《国际⾦融法评论》 2005年1⽉
⽇本的《仲裁法》的英⽂翻译 2004年3⽉

⺠事诉讼IT化〜修正⺠事诉讼法第2阶段解说〜 第⼆东京律师协会 2022年12⽉15⽇
2022年⺠事诉讼法修改 福岛县律师协会 2022年11⽉25⽇
关于⺠事审判程序运⽤的改善建议〜找出⽬前存在的问题和思考⺠事审判的适当运⽤!〜（⺠事审判专题讨论会专家） ⽇本律师联
合会

2021年3⽉31⽇

审判程序等IT化的最新动向（第⼆东京律师协会主办研修会讲师） 第⼆东京律师协会 2021年2⽉24⽇
法制审的讨论情况②（⽇本律师联合会主办“⺠事审判程序IT化全国学习会”讲师） ⽇本律师联合会 2021年2⽉8⽇
审判程序IT化所引发的理论问题（⽇美法学会2020年度研讨会“审判程序与IT化−信息披露与个⼈信息保护”报告） ⽇美法学会 2020年9⽉20⽇
⺠事审判程序IT化的现状与未来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20年2⽉6⽇
⺠事审判程序等的IT化〜第1阶段实施〜 第⼆东京律师协会 2019年12⽉20⽇
⺠事审判程序IT化的现状和未来 冲绳律师协会 2019年11⽉15⽇
⺠事考试的实际问题 ⽇本律师协会联合会和⽇本中部律师协会联合会 2018年8⽉25⽇
仲裁员研修会（实践基础讲座） ⽇本商事仲裁协会 2018年2⽉28⽇、11⽉19⽇
证据收集的现状和⺠事诉讼的未来（在由关东地区⼗⼤律师协会在关东地区举⾏的夏季研究会的⼩组讨论会上担任⼩组专家） 群
⻢县律师协会

2016年8⽉27⽇

产品责任法的解读与适⽤的现状与未来——在该法案实施⼆⼗周年之际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5年5⽉13⽇、14⽇、27

⽇
⺠事诉讼程序应该是：⽬前的做法和问题（在⽇本最⾼法院法律培训与研究学院举⾏的中级法官⺠事实践研习会上担任讲师） 司
法研修所

2014年5⽉29⽇

⽇本商业仲裁协会眼前的最新仲裁实践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4年5⽉26⽇、28⽇、6⽉
3⽇

制造商的⻛险管理——实际案例的经验教训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3年4⽉8⽇、10⽇、13⽇
基于法律分析的产品相关事故⻛险管理实务 ⾦融财务研究会 2011年1⽉28⽇
产品相关事故的法律问题及⻛险管理实务 商业研究所 2010年9⽉10⽇
国际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务 Corporate Management Forums, Inc. 2009年12⽉16⽇
产品制造中的法律⻛险管理 ⻛险管理协会 2009年11⽉11⽇
国际争议和争议解决条款战略规划——基于国际司法管辖新规定⼯作草案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09年10⽉23⽇、30⽇
Obligations of Arbitrators to Investigate and Disclo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 How Members of Large Law Firms should Satisfy These

Obligations- 国际律师协会(IBA)

2009年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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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相关事故的法律关系问题及⻛险管理实务 Shojihomu有限公司 2009年7⽉17⽇、2010年7⽉
8⽇

产品相关事故的⻛险管理实务 商业研究所 2009年5⽉22⽇
产品责任⻛险管理的实务要点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08年11⽉28⽇、12⽉2⽇

〜3⽇
IBA利益冲突准则介绍以及与准则应⽤有关的近期决策（由国家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作出）的报告 IBA仲裁协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2008年11⽉24⽇

产品责任法领域的法律责任与⻛险管理实务——制造商、中间商与零售商的相应视⾓ Shojihomu有限公司 2008年7⽉18⽇
消费者保护法规——与产品责任法和消费品安全法有关的问题（中央⼤学法学院） 中央⼤学法科⼤学院 2008年5⽉22⽇
OEM协议下关于法律⻛险的问题和实务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 Ltd. 2007年6⽉15⽇
产品相关事故的法律责任和实务 商业研究所 2007年5⽉18⽇、2008年5⽉

28⽇
产品缺陷还是维修保养的瑕疵？产品事故中的法律责任与求偿关系的实务〜从事故相关的法律关系到⻛险管理〜 2006年9⽉
仲裁员道德规范的审查 ⽇本仲裁员协会 2006年6⽉14⽇、11⽉1⽇
Use of Experts in Court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ocesses 2006年5⽉
企业与⾼校联合研发中的共有专利和与教授和学⽣之间的合同实务 2005年6⽉
仲裁员回避制度和揭⽰潜在利益冲突的义务的相关问题 ⽇本仲裁⼈协会 2005年5⽉11⽇
OEM合同执⾏中的注意事项；法律⻛险管理 2005年5⽉、2007年3⽉、

2009年3⽉19⽇
企业与⾼校联合研发中的知识产权管理 2005年3⽉
专利法第35条修正案与职务发明中企业的贡献度 2004年9⽉
专利法第35条下的职务发明的“合理对价”与公司实务 2004年4⽉
从法律⻛险与合同性质看OEM合同的相关问题 2004年1⽉、2005年1⽉

2023年4⽉20⽇ The Best Lawyers in Japan™ 2024

2022年4⽉14⽇ Best Lawyers 2023

2021年4⽉15⽇ Best Lawyer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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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3⽇ Best Lawye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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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22⽇ Best Lawyers 2015

2014年10⽉17⽇ Best Lawyers 2014

2013年4⽉19⽇ Best Lawyers 2013

2012年7⽉17⽇ Best Lawyers 2012

2010年9⽉14⽇ Best Lawyers 2010

2009年2⽉26⽇ Best Lawyer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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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律师协会
环太平洋律师协会
⽇本仲裁员协会
⽇本律师协会
⽇本消费者法学会
⽇本私法学会
⽇本⺠事诉讼法协会
仲裁ADR法学会

⽇语 (⺟
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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