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斯坦耶拿，阿爾梅達，佩雷拉 及聯營律師，有限責任律師事務所，是一總部設在科英布拉的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2年，以第
32/92號 在律師工會登記註冊。
 使用CAPA – Sociedade de Advogados, RL作為其識別標記， 目前由 10 名律師，實習律師和輔助人員組成。
 CAPA - 律師事務所的全體律師和工作人員都一直持著獨立性，專業性和適合性等重要原則來履行工作，嚴格遵守職業道
德的最高標準。
 事務所的所有律師都俱備豐富的經驗，總是按照以人為本的精神，並配合個人知識，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無論是
在國家或地區的層面上，經常被邀請執行有高度社會重要性的職務。
 CAPA - 律師事務所已得到同業，司法人員，特別是他們客戶的認可，同時是國家律師界全景的參考。
 在我們資深律師中存有的衝勁和柏力也分享給事務所裡較年輕的律師，他們一起組成能提供卓越服務的專業團隊，可滿足
客戶最逼切的需求。
我們的承諾是繼續協助我們的客戶達到持續增長的目標，並為他們的專業或個人要求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正因為知道法律事務在社區的重要性，以及在社會結構上被賦予的職責，CAPA - 律師事務所曾經不少次以其人力和技術資源向
社會公益活動提供無償服務。
  除了總部設在科英布拉的跨學科團隊，CAPA - 律師事務所 在里斯本和波爾圖均有辦事處，而每天都與他們聯繫，所以能在
國內任何地方都能提供有效而快速的答覆。

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團隊

律師事務所 

RICARDO
CASTANHEIRA
律師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法學士學位（經濟法律系） ;
科英布大學 企業和勞動學院（ IDET ）商業公司法研究院 協助人員;
INDEG商學院 迷你工商管理碩士
碩士 - 商學院高級管理課程（ AMP ）
巴西Getúlio Vargas基金（ FGV）通訊管理系統研究生（執行計劃）;

職業生涯

巴西的電影協會 - 拉丁美洲總幹事（自2013年）
葡萄牙微軟 法律及企業事務部 總監 （ 2007-2013年） ;
促進信息技術基金會CEO;
里斯本人文和技術葡語大學政治學學位教授;
第七屆（ 1999／1995 ）和第八屆（1999 /2002）葡葡牙共和國國會議員;
北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大會議員 - （1999 /2002） ;
 葡萄牙全國青年律師協會（ANJAP）創辦人及主席（2001 /2003） 。

優先領域

合同法；
行政法；
商法；
民事訴訟法和公共採購；
商法和企業法

語言

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geral@capa-advogados.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PAULO
ALMEIDA
律師

學術生涯

法律（簽署博洛尼亞進程前）碩士;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碩士學位，在主教授Bernardo da Gama Lobo Xavier指導下提出的論
文。 
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勞動法研究生文憑;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勞動法研究生文憑;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公司法研究生文憑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法學士學位。

L職業生涯

葡萄牙共和國議會成員（第十二屆） 

Oliveira do Hospital技術與管理高級院校法學講師; 
律師公會註冊律師
司法研究中心的口試評審團成員 

其他活動： 
ERSUC股份公司監事會主席; 
科英布拉市議會成員; 
科英布拉市政安理會（指定）成員
2002年6月至2007年2月，葡萄牙青年律師協會（ANJAP）科英布拉區

優先領域

勞動法；
民法；
商法。

語言
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pauloalmeida.cap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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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LUÍS FILIPE
PEREIRA
律師

學術生涯

法律學士學位（1997年）;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歐洲經濟刑法研究生文憑;
里斯本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司法實踐和法律業務研究生文憑; 
里斯本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行政訴訟研究生文憑; 
完成里斯本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公法碩士課程 學習階段 。

職業生涯

科英布拉律師公會道德委員會委員; 
多個公共機構和被國家參考的中小企業代表律師; 
第十八屆憲政府的法律顧問; 
歐洲議會的法律顧問（2003-2007年）; 
互助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區域管理副代表（2001-2003）; 
葡萄牙律師公會註冊律師（自1999年以來）

優先領域

行政法；
公法；
刑法和違反秩序。

語言

英語，德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luis.pereira@capa-advogados.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MARIA DA 
PIEDADE JESUS
律師

學術生涯

Bissaya Barreto高等學院 司法及法律科學專業 碩士在讀。
 Portucalens - Infante D. Henrique大學 司法研究中心 預備課程。
法律學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律師公會 科英布拉地區 註冊律師

優先領域
銀行法；
註冊和公證；
商法和企業法。

語言
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luis.pereira@capa-advogados.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JOAQUIM GRUZ 
GOMES
律師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法律學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國內其中一間最大私營銀行的房屋貸款，信貸訴訟及恢復協調部門負責律師
多個公共機構和被國家參考企業的代表律師
葡萄牙律師公會科英布拉區註冊律師

優先領域

民法；
商法和企業法。 
國家徵用或沒收；
行政法。

語言

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joaquim.gomes@capa-advogados.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JOANA DE 
OLIVEIRA SANTOS
法律家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律師公會 註冊律師
捍衛及援助生命協會法律學者 。 
Lencastre Advogados律師事務所見習律師。

優先領域

銀行訴訟; 
商法和企業法;
公司重組和破產。

語言

英語，法語和意大利語。

接点
joanasantos.capa@gmail.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SANDRA COSTA
法律家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律師公會註冊律師

優先領域
銀行訴訟; 
執行; 
經濟犯罪/消費權益;
家庭法。

語言
英語和法語

接点
sandramcosta.capa@gmail.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TELMO GOMES
法律家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刑法碩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律師公會 科英布拉區 註冊律師
律師公會認可以優秀成績於CAPA律師事務所完成實習

優先領域
刑法 和 民法（合同）

語言
英語和法語。

接点
telmogomes.capa@gmail.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RICARDO
ANTUNES
法律家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經濟法學領域碩士學位

職業生涯

葡萄牙律師公會註冊律師

優先領域

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歐盟法；
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

語言
法語和德語。

接点
ricardoantunes.capa@gmail.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PEDRO RAMOS
ALMEIDA
法律家

學術生涯

里斯本大學法學院 法學學士學位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法學院 勞動法研究生文憑（2005年）; 
里斯本大學法學院 優法及立法 研究生文憑（2008年）; 
里斯本大學法學院 勞動法研究所 企業法 研究生文憑（2012年）

L職業生涯

第十八屆憲政府司法部長法律顧問 （2010-2011年）; 
國民議會法律顧問（2007-2009年）; 
F. Castelo Branco & Associado律師事務所律師（2006年）; 
葡萄牙律師公會註冊律師（2005年）
Franco Caiado Guerreiro & Associados 律師事務所見習律師(2003-2005)

其他活動 

Carnaxide堂區議會成員 
Oeiras市議會的成員（2005-2009）; 
葡萄牙青年律師協會 全國理事會法言人 (2007); 
葡萄牙青年律師協會里斯本區理事會副主席(2007-2009); 
“Oeiras Global”公民協會 理事會副主席（2008-2010）; 
Cinequanon雜誌的合作者 （www.cinequanon.pt）。

優先領域

勞動及社會保障法；
商法及公法。

語言
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接点
pedroramosalmeida@gmail.com



團隊

律師事務所  事務所

JOANA MARIA 
VICENTE
法律家

學術生涯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行政法學碩士學位（2009年）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法律學士學位 (2007)  

職業生涯
Veiga e Moura & Associados, Sociedade de Advogados R. L律師事務所律師 (2010-2013)
Wolters Kluwer出版社司法見解分析員

接点
joanavicente.cap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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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OS

COIMBRA
Morada: Rua João Machado, n.º 19, 2.ºC 3000-226 Coimbra

Telefones: 239842730 / 239842731

Fax: 239842732

Email: geral@capa-advogados.com

LISBOA
Morada: Av. Eng. Duarte Pacheco Torre 2, Piso 4, Sala 12 
1070-102 Lisboa

Email: geral@capa advogado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