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中国政法大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

命；努力提高政法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本科教学工作的不懈追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确立了“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办学

目标，凝练了“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的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由

此，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成为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个堪称国际化的人才，必定是适应全球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跨

文化的思想视野、跨文化的知识结构、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跨文化的学科技能

的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我们在整合与利用我校的中外联合培养资源的

同时，努力拓展与提升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外联合办学形式，争取尽快让所有的

法大学子都能够享受到国际化的培养模式，一步步成长为具有国际化特质的新

世纪人才。

国际小学期就是我们为此采取的措施与尝试。

国际小学期旨在广邀国外境外名校名师，在法大的讲坛上授业解惑，为我

们传授知识，讲解方法，启迪心智；

国际小学期旨在让学子们走出国门，走进世界名校，开阔眼界，接纳新

知，磨练意志，提高能力；

国际小学期旨在吸引全球学子与我们同堂求学，交流互动、讨论切磋，取

长补短，共同提升。

国际小学期目前有5个国际暑期学校，17个国际暑期访学研修项目(含3个中

国港澳台项目)，2个暑期国际实习实践项目和4个留学生暑假来校访学项目组

成。我们将尽快使它得到拓展和延伸，使之成为对法大学子们最有用的、学子

们因此最欢迎的学习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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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据科学"国际暑期学校

一、主办单位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证据科学研究院

二、暑期学校负责人

张保生，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暑期学校特点

邀请国内外名师，对证据法、法庭科学等相关学科进行讲授，增加学生对国外证据法

学科的认识和了解，为学生提供一些预备性、引导性的证据法学基础知识。同时配套课堂学

习，进行观以校内系统学习为主和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实际工作与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吸收和引导学生参与一定的国际交流学术活动。暑期学校亦

会组织学生参加第四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四、招生对象与规模

招收中国政法大学在读本科生。需对报名人员进行专业英语能力测试，成绩合格者即获

得暑期学校学习资格。

每位外国专家的课堂拟收学生50名。

五、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美国证据法 36/2 Ronald Allen

涉及证据法问题以及美国证据
法发展过程中在如何确认和使
用可靠证据以及如何兼顾其他

社会利益方面积累的经验。

专家证据 36/2
Andrew 

Ligertwood

本课程在对专家证据进行讨论
的同时将为大家穿插介绍澳大
利亚普通法对抗式审判中的证

据采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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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鉴定结论进行评估的逻
辑框架：未来法律执业者

亟需掌握的一门课程
36/2

Christophe 
Champod

本课程将帮助法律执业者形成
对鉴定结果报告内容以及庭审
中专家证言本质和形式的明确
期望值和要求，讲授一些关键
法庭科学学科中的国际通行做
法。贝叶斯定理将会在本课程

中予以讨论。

英国刑事证据法基础 18/1 Paul Roberts

介绍英国证据法基本原理，欧
洲人权公约／1998年人权法案
的影响，英国法中专家证据的
可采性规则、法医推理原则、
法庭科学的“新模式”以及概

率推理所面临的挑战。

证据法学基础与法庭科学
原理

36/2 张保生、常林

证据法学部分：旨在为学生提
供一些预备性、引导性的证据
法学基础知识。 法庭科学部

分：旨在掌握和了解法庭科学
与司法鉴定、科学证据等基础

知识。

六、课程简介

1. 美国证据法

本课程涉及证据相关性、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证人证言、传闻证据、免于作证特权、

科学证据、专家证词、实物证据等证据法问题，以及美国证据法发展过程中在如何确认和使

用可靠证据以及如何兼顾其他社会利益方面积累的经验。这些体现于美国证据法规则中的经

验和政策性考虑对我国学者研究证据法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2. 证据法学基础与法庭科学原理

证据法学部分：本课程旨在为证据科学暑期学校的外国专家全英文课程的开设做一些

知识铺垫，为学生提供一些预备性、引导性的证据法学基础知识。包括四讲：证据法学的认

识论和价值论基础，证据属性和证据法的理论体系，法律推理与经验推论，英美证据法学引

论。

法庭科学部分：重点介绍法庭科学学科特点及其研究领域；国外司法鉴定制度及其发

展状况；法庭科学基本理论；科学证据与专家证人制度。旨在掌握和了解法庭科学与司法鉴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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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科学证据等基础知识，为学习国外证据科学相关专题进行衔接性铺垫。

3. 对鉴定结论进行评估的逻辑框架：未来法律执业者亟需掌握的一门课程

本课程将探讨对鉴定结论进行评估的基本原理。授课对象是未来的法律执业者（律师）。

通过对多门法庭科学学科举例的交叉讲授，本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如下基本能力：1.能够开展

预评估，2.进行鉴定个案管理，3.对主张的层级进行管控，4.了解对鉴定结果进行评估的原

则。本课程将帮助法律执业者形成对鉴定结果报告内容以及庭审中专家证言本质和形式的明

确期望值和要求。贝叶斯定理的使用、其优点和缺陷将会在本课程中予以讨论，包括对贝叶

斯网络平台进行试用。本课程还将讲授一些关键法庭科学学科中的国际通行做法，领域包

括：DNA、指纹、鞋印以及踪迹物质（纤维、玻璃、枪击残留物等等）。

4. 英国刑事证据法基础

本课程是对英国刑事证据法体系的基本介绍，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1.基本概念和制度

背景；2.刑事证据和人权；3.法庭科学证据。在第一部分“基本概念和制度背景”中，我将

介绍英国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其在哲学上的根源、对抗制刑事审判程序，以及相关性、可

采性及证据价值基本概念。在第二部分“刑事证据和人权”项下，我将介绍人权法（欧洲人

权公约／1998年人权法案）的影响、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无罪推定、酷刑和诱捕，以及传

闻和对质。在第三部分“法庭科学证据”中，我们将讨论英国法中专家意见之认识论、对专

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法医推理原则、法庭科学的“新模式”以及概率推理所面临的挑战。

5. 专家证据

近年来，普通法系国家对于在诉讼过程中使用专家证据及其可靠性产生了质疑。本门

课程将探究：专家证据的本质和范围、普通法上确保专家证据可靠性的现有程序、专家证据

应有的形式，以及专家证据本身是否可以构成普通法上的证明。在对专家证据进行讨论的同

时，将为大家穿插介绍澳大利亚普通法对抗式审判中的证据采纳程序。

七、名师简介

1. 罗纳德•J.艾伦（Ronald J. Allen）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约翰•亨利•

威格莫尔（John Henry Wigmore）特座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外国专家咨询委员会主

席，国际证据科学协会主席。先后毕业于马歇尔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先后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依阿华大学和杜克大学。美国法律

协会会员，曾任美国法学院协会证据法部主席，美国律师协会刑事

司法部程序和证据规则委员会副主席。艾伦教授是国际公认的证据

法、刑事诉讼法和宪法专家，主要讲授《证据法》、《宪法与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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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民事诉讼程序》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宪法背景下的刑事程序》（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rth, Fifths and Sixth Amendments and 

Related Areas）、《综合刑事诉讼法》（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证据

法的分析路径》（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Evidence: Text, Problems, and Cases）、

《证据法》（Evidence: Text, Cases, and Problems，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等，发表论文

130 余篇,其中多篇被译为中文。

2. 安德鲁•里格特伍德（Andrew Ligertwood)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外国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国际证据科学协会副主席，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法

学院，先后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牛津大学法律系，并于1970年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一年后任教于阿德莱德大学法学院。其教学和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法律裁判中决定性的事实的发现过程及其性

质。他出版过多部主流和权威的证据法专著，主要代表作如《澳

大利亚证据法》(Australian Evidence)（与加里•埃德蒙（Gary 

Edmond）教授合著）（此书于1988 年首次出版，现在已修订至第

五版）、《通往普通法和统一法案的基本路径》（A Principled 

Approach to the Common Law and the Uniform Acts）（2010年

第五版，律商联讯，悉尼，共899页）。里格特伍德教授也参与了旨在对澳大利亚法律提供一

个全面理解的重大项目“澳大利亚的法律”（The Laws of Australia），并且担任澳大利

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律师协会有关证据法项目的顾问。

3. 克里斯托弗•山普（Christophe Champod）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外国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瑞士洛桑大学犯罪科学学院（ESC）副院长，全职教

授，法庭科学学院(IPS)负责人。主要从事指纹、足迹、DNA及生物

特征识别系统等个体识别方面的教学及科研工作。1999年10月至

2003年5月期间，担任英国法庭科学服务部高级法庭科学学家（A2

级）、证据解析研究组负责人。他带领由9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

团队进行“DNA、微量物证以及痕迹等证据的解析”方面的科研工

作。此外，还需要开展内部及外部的法庭科学技能培训，并作为专

家证人出席在英国境内及境外的法庭审判。1996年3月至1999年9月

期间，担任法庭科学及犯罪学学院（IPSC）副教授。主要从事指纹

显现及识别技术、足迹显现及识别技术方面的教学及科研工作。此外，还需要作为个体识

别、指纹显现、玻璃分析、涂料及纤维分析、可疑文件检验方面的专家证人，从事相关方面

的鉴定及庭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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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外国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英国专家证据咨询委员会成员，英国刑法典草案咨询委员会成员，

英国证据评价法庭咨询委员会主席。罗伯茨教授是国际公认的刑

事司法学、证据法、犯罪学和刑法学专家，擅长于用哲学、比较和

国际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讲授《英国证据法》、《刑事法

学》、《犯罪学》等课程。主要专著：《刑事证据》，牛津大学出

版社，2004年第一版，2010年第二版；《刑事程序概率和统计证据

的基本原理》，英国皇家统计协会出版，2010年；《证据和证明的

创新：整合性理论、研究和教学》，哈特出版社，2007年等。 

5. 张保生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席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证

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兼职：新

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诉讼法协会会员，

国际证据科学协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事实调查模式下的证据管理研究》（2008年）；教育部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及应用研究》首席专家（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证据法基本范畴研究》

（2005年）。主要著作：《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证据法学》（教

材）；《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主要论文：《证据制度建设是司

法改革首要任务》，Evidentiary Provis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and Transition 

of the Judges’  Role，SUPREME COURT LAW REVIEW (2010)；Applications and Trends 

of Digital/Electronic Evidence in Chinese Litigation, IUS GENTIU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VOLUME 15，2012.《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

了”》；《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

6. 常林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法大法庭科学技术

鉴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证据科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司

法鉴定业协会会长，《中国法医学杂志》编委。承担有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司法鉴定关键技术研究》子课题（2012）,教育部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首席专家（2006

年）等课题5项。编著有《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法

医法学》（第2版）、《法医学》、《司法鉴定案例研究》等专著

10余部，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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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实践”暑期学校

一、主办单位

教务处

二、暑期学校负责人

吴宏耀， 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三、暑期学校特点

该课程通过系统讲授美国刑事诉讼的主要制度及其实践状况，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美

国刑事诉讼的精髓，更深刻地了解美国联邦与州司法系统的二元制架构及其关系、美国死刑

制度及其存废之争、美国宪法化的刑事诉讼制度等内容。另外刑事辩护与庭辩技巧等课程的

开设，可以使同学们在课程中学习进行有效法庭辩论的辩论技巧。

四、招生对象与规模

该暑期学校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中国其他高校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开放。

每课程拟招30—50人。

五、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中文）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美国刑事
司法制度

概述
18/1 伯恩敬

该课程系了解美国司法制度的入门课程。通过该课
程，可以更深刻了解美国联邦与州司法系统的二元
制架构及其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对刑事司法制度的
影响、联邦检察官、警察的权力、公设辩护人等内

容。
刑事诉

讼：以美
国联邦宪
法修正案

为视角

36/2 米歇尔•本扎

该课程是系统学习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课程之
一。通过该课程，本扎教授将按照美国教学安排，
结合具体判例，系统讲授美国宪法化的刑事诉讼制

度以及被追诉人依照宪法享有的各项宪法基本权
利。

美国死刑
程序与实

践
18/1

约翰•布鲁姆
该课程是关于美国死刑制度的系统讲授。通过该课
程，布鲁姆教授将结合美国第八修正案关于酷刑的

判例，较为详细地讲授美国死刑制度及其存废之
争。

刑事法律
援助与公
设辩护人

制度

36/2
丹尼奥•史密

克里
该课程将系统介绍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公

设辩护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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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
与庭辩技

巧
36/2

布鲁斯•布
莱恩

该课程是一门关于如何进行有效法庭辩论的辩论技
巧课。在该课程中，布莱恩将结合DVD等影像，
引导学生关注法庭辩论中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

六、课程简介

1.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概述

该课程系了解美国司法制度的入门课程。通过该课程，可以更深刻了解美国联邦与州司

法系统的二元制架构及其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联邦检察官、警察的

权力、公设辩护人等内容。

具体内容如下：

^   美国联邦法院的地位

^   美国联邦法院判例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   美国联邦与州司法系统的关系

^   美国陪审制

^   检察官的权力

^   检察官与警察

2. 刑事诉讼：以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为视角

该课程是系统学习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布鲁姆教授将按照

美国教学安排，结合具体判例，系统讲授美国宪法化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及被追诉人依照宪法

享有的各项宪法基本权利。

具体内容如下：

^   第四修正案与搜查

^   第四修正案与扣押

^   第四修正案与逮捕

^   米兰达规则

^   陪审制审判

^   律师帮助权

^   保释的权利

3. 美国死刑程序与实践

该课程是关于美国死刑制度的系统讲授。通过该课程，本扎教授将结合美国第八修正案

关于酷刑的判例，较为详细地讲授美国死刑制度及其存废之争。

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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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死刑概况

^   美国死刑存废之争

^   美国死刑程序的基本特点

^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

^   美国死刑案件与无效辩护制度

^   美国死刑案件的特别救济程序

^   美国死刑与“无辜者计划”

4. 刑事法律援助与公设辩护人制度

该课程将系统介绍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公设辩护人实践。

具体内容如下：

^   美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况

^   吉迪恩案及其影响

^   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种模式

^   美国公设辩护人办公室

^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

^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最新变化

5. 刑事辩护与庭辩技巧

该课程是一门关于如何进行有效法庭辩论的辩论技巧课。在该课程中，布莱恩将结合

DVD等影像，引导学生关注法庭辩论中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

具体内容如下：

^   庭前准备与法庭辩论

^   交叉询问的若干黄金法则

^   交叉询问的实例分析

^   法庭辩论的节奏

^   法庭辩论的成败

七、名师简介

1. 伯恩敬教授（Ira Belkin）

伯恩敬教授系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执行主任，中

国法专家。原美国联邦检察院检察官、福特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项目官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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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布鲁姆教授（John Blume）

布鲁姆教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辩护技巧项目主

任、康奈尔死刑项目首席专家。多次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辩护。

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主要讲授：刑事程序、证据、美国死刑制度，并

负责多个法律诊所课程。

3. 米歇尔•本扎教授（Michael Benza）

本扎教授是美国凯斯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2007-09，连续三年被

评选为年度最受欢迎的教授。在凯斯大学，本扎教授主要讲授：美国

刑法、刑事诉讼（侦查部分）、死刑问题、模拟法庭等课程。

4 . 丹 尼 奥 •史 密 克 里 博 士 （ D a n i e l 

Schmeeckle）

史密克里博士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毕业以来，一直从

事律师辩护工作，能用汉语交流。

5. 布鲁斯•布莱恩教授（Bruce Bryan）

布莱恩教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特聘教授，纽约州著名刑辩律师之

一。在康奈尔大学主要讲授：如何进行有效的口头辩论（Effective 

Oral Argument）、刑事上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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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视野中的政府治理”暑期学校

一、主办单位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暑期学校负责人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三、暑期学校特点

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了解东亚、美国、欧洲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模式，学习各国政府治理

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对策；了解欧盟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欧盟的制度框架以及基本的政

策过程；了解关于东亚发展的不同理论视野，进而能够独立进行关于东亚政治的研究；掌握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以及美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充分拓宽学生们的

国际视野，增加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

四、招生对象与规模

该暑期学校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中国其他高校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开放。拟招收80—

100人。

五、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东亚政治与
发展

18/1 杨•杰生
主要介绍东亚各国的政府与政治、东亚的历

史与政治文化以及东亚的经济发展等。

欧洲政治 18/1
尼克拉斯•蒙

西欧

主要介绍欧洲与欧盟政治。通过学习，学生
们可以了解欧盟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的制度框架以及基本的政策过程。

欧洲社会保障
体制

18/1
沃尔夫冈•马

泽尔

主要介绍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与理论，通过
学习，学生们可以欧洲社会保障的现状以及

三种基本模式。

美国地方政府
治理导论

18/1 克莱•皮尔森
主要介绍美国地方政府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掌握美国地方政府治

理的基本过程以及面临的挑战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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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化的
历史

18/1 威廉•莫纳汉

主要介绍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以及美国城
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通过学习，学生们可
以掌握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机制、人口流

动管理、城市空间布局。
中国社会的人
口流动与户籍

制度
18/1 卢春龙

课程主要介绍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之间
的人口流动模式。

六、课程简介：

1．东亚政治与发展

课程主要介绍东亚各国的政府与政治、东亚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以及东亚的经济发展等，

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了解关于东亚发展的不同理论视野，进而能够独立进行关于东亚政治

的研究。

本课程共计有12讲，主要涉及东亚各国的政府与政治、东亚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东亚的

发展模式、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东亚政治发展的未来前景。

2．欧洲政治

课程主要介绍欧洲与欧盟政治，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了解欧盟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

战，欧盟的制度框架以及基本的政策过程。

本课程共计有8讲，主要涉及欧盟的历史、欧盟的成员国、欧盟的制度架构、欧盟的公

共政策、欧元与货币政策、欧盟的扩大进程、欧盟的公民政治以及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

3．欧洲社会保障体制

课程主要介绍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与理论，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欧洲社会保障的现状

以及三种基本模式（北欧模式、中欧模式以及地中海模式）。

本课程共计有6讲，内容主要包括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与理论，欧洲社会保障的模式，

医疗与职业保险，退休金与失业保险，立法与司法，以及家庭政策和代际变化。

4．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导论

课程主要介绍美国地方政府的基本结构与功能，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掌握美国地方政

府治理的基本过程，以及美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

本课程共计有6讲，主要涉及美国地方政府的基本结构与功能、美国地方官员的角色、

领导力、有效的治理、政府功能与政策过程、管理以及管理面临的挑战等。

5．美国城市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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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介绍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以及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通过学习，学生

们可以掌握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机制、人口流动管理、城市空间布局。

本课程共计有6讲，主要涉及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城

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机制、产业发展模式、城市空间布局、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6．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

课程主要介绍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模式，通过学习，学生们可以了

解中国户籍制度的基本架构，以及获得必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来理解中国的人口流动模式。

本课程共计有8讲，主要涉及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由来，户籍制度的内在核心框架，改

革开放与农村发展，人口流动的基本理论，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户籍制度未

来改革的思路等。

七、名师简介

1. 杨•杰生，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研究员

杨•杰生博士，毕业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获得政治

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主要研究兴趣

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东亚政治、新西兰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出版过

专著一本《中国的户口制度：市场、流动人口与制度变迁（China’s 

Hukou System: Markets, Migran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以

及多篇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文章。

2. 尼克拉斯•蒙西欧，法国波尔多第四大学副教授

尼克拉斯•蒙西欧现为法国波尔多第四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欧盟政治以及当代土耳其政治，毕业于法国格勒诺布

尔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出版过4本专著，以及近20篇学术

论文。曾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短期任教。

3. 沃尔夫冈•马泽尔，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

沃尔夫冈•马泽尔，1981年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现为维也

纳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

家庭研究，担任维也纳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副系主任、家庭研究所

主任，是国际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会的会员。曾先后出版过多本专著

以及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是奥地利法律期刊（ecolex）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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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莱•皮尔森，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市长

克莱•皮尔森现任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市长，在其担任市长期

间，诺维市被美国财经杂志（Money magazine）评为“最适宜居住

的100个城市”（2008年），被美国家庭圈子杂志（Family Circle 

magazine）评为“最适合家庭的10个城市”（2011年），城市人均家

庭收入约为71,796美元。克莱•皮尔森同时担任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国

际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名全球闻名的城市问题管理专家。

5.  威廉•莫纳汉，美国俄勒冈州密尔沃基市市长

威廉•莫纳汉现任美国俄勒冈州密尔沃基市市长，毕业于美国路

易克拉克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J.D.），曾经担任过俄勒冈

州泰格德（Tigard）市的市长、律师、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地方政府的

顾问。威廉•莫纳汉同时担任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是一名全球闻名的城市问题管理专家。

6.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2007

年5月毕业于美国老领地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并获国际研

究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有：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政治参

与、政治心理学、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课题有: 中国社会阶层研

究、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研究、公民政治文化的探究、多变量之间的路

径研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12篇（其中SSCI论文7 

篇，3篇是第一作者，4篇是第二作者）。出版学术独著《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

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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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西文化比较”暑期学校

一、主办单位

外国语学院

二、暑期学校负责人

张清，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三、暑期学校特点

依据我校国际化战略的目标，外国语学院以现有教育教学资源为基础，聘请现有的外教

单独设立新课程授课，搭建外语教育的国际化平台，以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丰富暑期教学内

容，展示法大特色。

暑期课程将以“中西方文化对比”为主题，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面向在校生及国内外

学员；对于确认录取并完成课程要求的外校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本次暑期学校特色为：1.全英文语境课堂，2.开放性教学模式。

四、招生对象与规模

该暑期学校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中国其他高校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开放。学生需有一

定英语基础，具备一定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拟招收50—100人。

五、课程安排

此次国际小学期以“中西方文化比较”为主题，拟开设一系列相关中西方法律、文化、

文学艺术等课程，采用外教为主，中教为辅，助教协助的模式。

课程名称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西方文明史中的艺术
和文学

36/2 James Tarzia
本课程探究西方国家近3000年来

艺术成就的历程，包括从古希
腊到现代美国和欧洲的成果。

美国音乐 36/2 Minicello Joseph
用英语介绍美国的音乐历史与

发展

法律翻译 36/2 冼景炬、程乐
介绍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含

技巧）等

跨文化交际 36/2 Robert Chilensky 介绍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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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简介

1.西方文明史中的艺术和文学

本课程探究西方国家近3000年来艺术成就的历程，包括从古希腊到现代美国和欧洲的成

果。涉及下列问题：西方艺术、文学和音乐中蕴含的观点和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西方文化的

发展如此引人入胜，使得其他国家仿效其文化特征？对西方和西方人的深刻文化理解如何提

高你的英语理解和口语？

本课程在讲课和讨论中会使用各种教学手段，如ppt，录像短片和音乐。这是一门有意

义的课程。下述之书为教材，在课堂上使用，请与课前购买。《欧洲文化概述》，（王佐良

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4）。

2.美国音乐

本课程通过对美国音乐风格和类型的探索，向学生介绍广泛丰富的美国音乐，学生可以

创造性地研究、聆听精彩的美国音乐，了解音乐家、作曲家和指挥的生活。同时，学生已可

以学到音乐术语和概念。本课程寓教于乐，是真正的视听学盛宴。选修本课程的学生无需音

乐经验和知识。课程结束时进行论文写作，学生能够反思所学。

3. 法律翻译

本课程旨在探讨法律翻译中的特有问题，以培养学生在法律翻译因任务类型不同而应有

的区分意识，以让学生了解语言学、概念分析以及研究手段等在法律翻译中的作用。

（1）掌握法律翻译人员常见的基本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2）了解法律话语中的法律术语、习语以及文化承载语言

（3）法律文本翻译常用技巧

4.跨文化交流

本课程将讲授文化的内涵，跨文化交际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克服文化冲

击。文化被分为几个层次，将在练习中学会如何识别其层次。本课程将以大量的一手材料讲

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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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师简介

1. 冼景炬

冼景炬教授曾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署理主任。

现为法律与语言多文化协会会长。冼教授曾就职香港双语法律咨询委

员会并因其对香港法律翻译的重大贡献而获颁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

其研究兴趣包括法律语言、法律翻译以及语言哲学。

2. 程乐

中国政法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双聘教授，《法律、语言与话语国

际期刊》主编，《法律与语言译丛》主编（沙丽金教授同任主编），

法律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律与语言多文化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国际语言法律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其已发表国际权威期刊论文20余

篇，著作10余部。其研究兴趣包括法学、法律翻译、符号学、法律语

言、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话语分析等。

3. James Tarzia

本课程任课教师James Tarzia来自美国纽约，是一位有经验、有

文化的教师。他有4个大学文聘历史、英国文学、社会学和教学法，过

去四年中任职于北京3所大学，目前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写作、

比较文学和英语口语。暑期国际小学期讲授西方文明的艺术和文化。

4. Minicello Joseph（林嘉旭）

Minicello Joseph，中文名林嘉旭，来自美国加州，就读于加州

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学习大提琴和电子音乐。他音乐兴趣广泛，

研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包括印度、非洲、印度尼西亚、中

国和美国。欢迎加入他的课程，探索美国音乐的多彩、丰富的历史背

景和影响。

5. Robert Chilensky

Robert Chilensky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外教。他在美国肯特州立

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修专业为历史，辅修政治学。现修读跨文化交

流的硕士学位，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中国法。教授硕士生高级阅读

和写作的课程，本科英语专业的听说课程。200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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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权法双语暑期学校

一、主办单位

人权研究院

二、暑期学校负责人

张伟，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

三、暑期学校特点

暑期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选择，更重要的是能够邀请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

加入法大的师资团队，为学生们提供面对面向大师学习的机会。此外，这些来自国际知名大

学的教授常常为学生的海外学习、实习指点迷津，为他们的海外深造提供直接的帮助。

海内外师资的授课不仅培养了学生，同时为法大和外校的年轻教师提供直接的教学演

示，为培养年轻学者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学术界的新生力量增添了知识储备。与此同时，海

内外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丰富了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学生的思维，增强了中国学生对外部世

界的了解，为以后走出国门准备条件。

项目三年来共招收了300多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山

东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内蒙古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的师生以及观韬律师事务所、部分在京

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2011年首次迎来八位来自西班牙德士多大学的国际学生，他们与中国

学生同堂学习，促进了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

四、招生对象与规模

该暑期学校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中国其他高校学生、外国留学生以及社会工作人员

开放。拟招收80—120人。

五、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课时学分 授课内容

人权的国际保护
36（12节课*3课

时）/2

重点介绍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确认的各项实
体权利的法律内涵，及其相关的国际人权监
督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机制的运转模式
及其与中国的密切法律关系。此外，本课程
还将概括性地介绍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区域

性人权条约及由此产生的人权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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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国内保护
36（12节课*3课

时）/2

在初步了解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之后，将着力
展示在国家层面上如何落实国际人权条约，
重点介绍依照“巴黎原则”设立的促进和保
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职权，它与其它国家机
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联合国机构进行合

作等方面的问题。

六、课程简介

第一周课程：《人权的国际保护》重点介绍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确认的各项实体权利的

法律内涵，及其相关的国际人权监督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机制的运转模式及其与中国的

密切法律关系。此外，本课程还将概括性地介绍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区域性人权条约及由此

产生的人权监督机制。

第二周课程：《人权的国内保护》在初步了解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之后，将着力展示在国

家层面上如何落实国际人权条约，重点介绍依照“巴黎原则”设立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

机构的职权，它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联合国机构进行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具体课程内容如下：（每门课程3课时）

标准的设立和主要人权条约（北京大学 白桂梅）、儒学中的权利哲学（中国政法大学 单纯）、Political 

rights in the ICCPR: Current Practice and Challenges（鲁汶大学Jan Wouters）、Human Right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威廉•麦金利总统特聘教授Paul Finkelman）、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

（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联合国人权与中国（外交部前大使陈士球）、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瑞典隆德大学Gudmundur Alfredsson）、How the Supreme Court Discovered 

the Bill of Rights（威廉•麦金利总统特聘教授 Paul Finkelman）、宪政在中国（中国政法大

学 王人博）、Minority Rights（瑞典隆德大学Gudmundur Alfredsson）、隐私权（中国政法大

学 郑永流）、Human Rights NGOs（瑞典隆德大学Gudmundur Alfredsson）、Interpret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密兹凯维奇大学Zdzislaw Kedzia）、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经社

文权利委员会Jaime Alberto Marchán Romoer）、What are 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NHRIs)? Why do they exist? When did they originate? What do they 

do? （瑞典隆德大学Brian Burdekin）、New old rights - the rights of elder pers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经社文权利委员会

María Rocío Barahona Riera）、Good Governance and Non-Corruption（瑞典隆德大学Gudmundur 

Alfredss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HRI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ry and the 

National Parliament（瑞典隆德大学Brian Burdekin）、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对人权的保护（中

国政法大学 夏吟兰教授）、Strategies used by NHRI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瑞

典隆德大学Brian Burdekin）、The Right to Life（欧洲人权法院副院长Lech Garlicki）、Europea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欧盟理事会特别顾问Jean-Paul Jacque）、Social Rights（

欧洲人权法院副院长Lech Garlicki）、Freedom of Religion（法国斯特拉斯堡荣誉校长Florence 

Benoit-Ro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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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师简介

1. 李树忠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

校长。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宪法学

研究会会长等职。

2. 王人博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

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编。

3. 夏吟兰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妇联

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婚

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家庭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

4. 张伟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欧洲大学

间人权和民主中心主讲教师等职。

5. Brain Burdekin

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

客座教授，前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联邦委员，前澳大

利亚总理特邀顾问，前联合国人权高专有关“国家人

权机构”问题特别顾问等。

6. Florence Benoit-Rohmer

法学博士，法国斯特拉斯堡荣誉校长，前法国罗伯特•舒曼大学校

长，欧洲大学间人权和民主中心秘书长，欧洲理事会法律顾问，中国政

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

7. Gudmundur Alfredsson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曾任瑞典隆德大学罗

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所长，联合国人权中心主任特别助理，

联合国少数者权利工作组官员、主报告人，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专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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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项目

1.	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2+2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二

者都具有极高的声誉，它们在英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着世界性

的影响。世界上很多青年学子都以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深造为理想。牛津大学与剑桥大

学也是英国最受欢迎、同时也是入学竞争最激烈大学。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杰出的法学教师队伍、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先进的教学设备；教职

人员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授以及在相关领域拥有丰富实务经验的资深律师和法官。两

所大学代表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学术和教育力量。师资力量雄厚，教授中有多人

曾获得诺贝尔奖等国际奖项，代表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高研究水平。

我校自2003年开始与牛津大学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交流成果，学生通过在牛津大学

的学习，收获良多、感悟颇深，真正感受到了国外一流大学的底蕴与风采。自2013年起，剑

桥大学也成为交流项目之一，让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多样、交流体验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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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2013年参加本项目的同学将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下列课程中选择：8月4日－17日，牛

津大学（任选其一）：（1）国际法；（2）国际经济；（3）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8月18

日－31日，剑桥大学（任选其一）：（1）国际商务与管理；（2）国际关系与政治；（3）

商业与法律英语。 在课堂上，学生将有机会与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律

师进行面对面交流，课程规模将采用小班研讨制，每节课人数控制在30-40人。具有丰富经

验的项目专家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

暑期班顺利结业后，学生将获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2+2暑期项目结业证书，以及相应

成绩单及学分，该学分在申请国外大学时可以计算入内。我校对本项目的课程成绩与学分予

以承认。

2. 访问参观 

参加者将体验欢迎晚宴、诸多实习项目和结业典礼等。实习旅行地点包括英国杰出的律

师事务所、公司、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具体有：英国皇家高等法院、汤森路透集团、安理国

际律师事务所、联合国国际海洋组织、瑞士联合银行、英格兰银行、万律数据集团等。

3. 文化交流  

学生们还将在项目期间赴剑桥大学等地游学参观，感受英国古韵盎然的学院建筑群及浓

厚的学术氛围。此外，为切身体验英伦传统文化的内涵，学生们还将聆听教堂唱诗班、参加

牛津河撑篙、露天烧烤、游览巨石阵等。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活动让学员们在学习课堂

知识的同时，也将体验异域不同的文化与生活。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全日制脱产

硕士研究生； 

3．持有下列任何一种语言证书：雅思（总分不低于6.0）；托福（总分不低于90）；英

语专业八级证书；剑桥高级语言证书； 

4．如无上述规定语言证书，则非英语专业学生需最近一学期英语总成绩不低于85；英

语专业学生精读+听力+口语三门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 

5．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8月4日至8月31日（牛津大学两周+剑桥大学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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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我校与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Oriel College）有着多年良好的合作，2013年已是两校

合作的第十期暑期项目。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大学之一，经过几百

年的发展具有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其在英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

着世界性的影响。牛津大学也是英国最受欢迎、入学竞争最激烈大学之一。我校自2003年开

始与牛津大学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交流成果，学生通过在牛津大学的学习，收获良多、

感悟颇深，真正感受到了国外一流大学的底蕴与风采。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本次暑期项目历时四周，我校学员将根据个人选择，分别进入国际法、国际关系、国

际商务以及法律英语四个专业班进行学习，课程内容涉及世贸组织与东盟争端解决理论、国

际税法、欧洲商法、英国合同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互联网保护法、

金融危机理论分析、行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英语等十三门课程。每周学习内容结束

后，学员都会参加相应课程的结课考试。四周项目结束时，所有学员们还将参加严格的结业

考核。紧张丰富的课程安排不仅为学员们带来知识量的迅速积累，也让他们充分体验了世界

一流大学的授课模式和与世界各地同龄学子一同学习交流的乐趣。

项目结束时，我校所有学员均将获得牛津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2. 访问参观

实习旅行地点包括英国著名律师事务所、公司、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具体有：英国皇家

高等法院、汤森路透集团、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联合国国际海洋组织、瑞士联合银行、英

格兰银行、万律数据集团等。

3. 文化交流 

在组织方的精心安排下，学生们还将赴剑桥大学等地游学参观，感受英国古韵盎然的学

院建筑群及浓厚的学术氛围。此外，为切身体验英伦传统文化的内涵，学生们还将聆听教堂

唱诗班、参加牛津河撑篙、露天烧烤、游览巨石阵等，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活动让学员

们在学习课堂知识的同时，也将体验异域不同的文化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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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全日制脱产

硕士研究生； 

3．持有下列任何一种语言证书：雅思（总分不低于6.0）；托福（总分不低于90）；英

语专业八级证书；剑桥高级语言证书； 

4．如无上述规定语言证书，则非英语专业学生需最近一学期英语总成绩不低于85；英

语专业学生精读+听力+口语三门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 

5．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8月4日至8月31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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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埃克斯特大学位于英国德文郡首府埃克斯特城，是一所研究型综合大学，创立于十九世

纪中叶，是英国著名的传统大学，第二批红砖大学的杰出代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和康沃

尔郡美丽的城市和海滨风光一同构成了埃克斯特大学无与伦比的校园环境，被《泰晤士报》

评为“英国最美的花园式校园”。在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三周的暑期项目中，我校学生将和来

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实践、交流。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在埃克斯特大学举办的为期三周的夏令营活动中，同时提供五个主题供学生选择，包

括：Global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Law；Shakespeare and His World；Sport, Performance and the Olympic 

Games。教学方法不仅包括授课，还将包括小组讨论、实践练习等。完成课程的学员将会被

授予证书以及学校的10个学分。我校学生将参加专业课规定的模拟法庭辩论、模拟仲裁庭裁

判等。 

2. 访问参观 

项目主要内容除包括参加埃克斯特大学开设的课程外，在学习之余，学生们也将考察当

地特有的英伦文化风貌，加深同其他国家的学生及英方学生助手的友谊。

同学们一方面要完成暑期项目的专业学习要求，另一方面更要从实地考察和实践中，切

身体验英伦文化乃至其他各国各民族文化；同时也在此次暑期交流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和中国学生的优秀品质，带入他国学生的视野。

3. 文化交流 

此次项目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游览活动，包括活动前三天的首都伦敦深度游，每周末英格

兰西南部著名旅游景点的短途旅行，并赴伦敦、牛津、巨石阵、巴斯等地进行参观游览。以

及学习期间在校内的烧烤、晚会、竞赛等活动。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我校在校学生；

2. 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3. 雅思成绩达到或高于6.5分/托福成绩达到或高于90分（无雅思/托福成绩或者成绩没

有达到要求的，可于报名后统一参加由埃克斯特大学北京代表处组织的ELPA考试）；

4. 家庭经济条件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0日至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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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中国－欧洲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我校于2011年加入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并于今年与该联盟合作举办欧洲暑期班项目。

参加此次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同

学。该暑期项目欧方组织方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是一所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府萨尔茨堡市

的公立大学，是该州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建成于1622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其为本

次交流准备了形式多样、充实丰富的活动，同学们先后赴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比利时、

捷克、荷兰、卢森堡、法国等八个国家，进行课堂学习、欧盟机构讲座参观、城市宗教历史

体验等，近距离感受和了解欧盟各成员国制度、生活、历史、文化、艺术和城市发展现状。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学生将赴萨尔斯堡大学及维也纳大学进行课程学习，内容包括欧洲法律、经济、文化、

高等教育、外交等。同学们将分别在萨尔茨堡大学、维也纳经济与技术大学、欧盟各机构等

以专题的形式学习哲学、法律、文学、音乐和政治学等，内容涉及奥地利的哲学、历史、政

治制度、国际法、企业营销、欧盟的历史发展现状、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欧洲文学、奥地利

的音乐等专题，使同学们较为直观的了解了西方课堂的授课方式、思维模式以及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等。

2．访问参观

学生将参访相关机构，从而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欧盟及其成员国，如访问欧盟理事

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奥地利联邦欧洲及国际事务部等。

在此期间，欧方还精心组织参观联合国维也纳总部、布鲁塞尔的欧盟各机构总部的活

动，同学们将有幸参加多场关于欧盟的报告会，聆听政府高级官员、银行家、及资深从业人

员就相关领域做介绍性讲座，并近距离与联合国和欧盟官员进行探讨。

3．文化交流

除了访问和游览名胜古迹外，项目还单独安排了威尼斯一日游、阿姆斯特丹一日游、卢

森堡一日游、巴黎三日游。每到一个城市，欧方都会组织同学们进行城市参观和名胜古迹的

实地讲解: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纪念馆到维也纳的国家音乐大厅；从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到

捷克的布拉格大广场；从圣斯特凡大教堂到巴黎圣母院；从多瑙河到塞纳河……有利于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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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欧洲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城市发展产生直观而全面的认识。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我校大一、大二、大三本科生，在读一年级、二年级研究生；

2．有较好英语水平，能够适应全英文授课，雅思6.0或托福90分以上优先考虑；

3．名额：15－2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2日至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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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洲（巴黎、布鲁塞尔、卢森堡、日内瓦、海牙）

				法学考察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民商经济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王洪松，民商经济法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本项目由我校联合中欧教育合作与交流协会、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共同举办。我校的合作大

学——巴黎第二大学以其法科著称，众多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在该校任教。其位于巴黎市拉丁

区中心，成立于1971年，前身为巴黎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曾为法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经

济、新闻和政治界的高级人才。学校现有学生20000多人，其中国际学生2000人。学校与柏林大学、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慕尼黑大学等许多世界知名大学有密切合作关系。本次法学考察项目以教学

为主，同时结合参观各国际组织等的形式进行，旨在落实学校国际化战略部署，培养学生国际化视

野，提升我校学生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增加学生国家公派留学机会。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法律专题讲座（英语授课）：

（1）国际法

（2）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3）国际组织法

（4）欧盟法

（5）法国法律思想传统及其法国宪政制度

（6）法国司法体系

（7）法国民事法律制度

同时，还将为学生安排一门涉及法语及法国文化的课程。

2．访问参观

（1）欧盟法（布鲁塞尔、卢森堡）、国际组织法（日内瓦）、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海牙）实

地考察：

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们将访问瑞士日内瓦、荷兰海牙、比利时布鲁塞尔、卢森堡等欧洲文化金

融政治中心，参观考察欧盟委员会、欧盟议会、欧盟法院、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经合组织（巴黎）和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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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国际仲裁法庭等，直接了解欧盟法和国际法的历史传统与最新发展，并与相关领域国际法律人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

（2）法国法律政治制度（巴黎）实地考察：

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将参观巴黎上诉法院、国民议会、市政府、律师事务所等，以获得研究法

国法律政治制度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与法国法律人及政治从业者的交流，学生可在体验“实践中的

法学”的同时，获得对法国法律政治制度的感性认识，深化对法国法律政治的理解。

3．文化交流

同时，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可在巴黎著名景点进行参观游览、与当地人们交流，亲身挖掘这座

浪漫之都的文化、历史、艺术等人文财富。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注册本科生、研究生；

2．接受过法学基础理论以上教育，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有初步的掌握；

3．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可以听懂所授课程并能参与课堂内外的其他教学项目；

4．拟录取人数：45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4日至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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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SHS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薛刚凌，法学院院长、教授

三、暑期项目特点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成立于1365年，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德语区国家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同时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大学，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在校生约八万人。维也纳大学
是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目前拥有八个系。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美的自然
风光使维也纳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漫步维也纳大学校区内就如同徜徉于艺术王国。

维也纳大学SHS 暑期班项目始于1949年，每年举办一届。SHS暑期班成立的最初目的主
要是为了重建奥地利与美国之间因“二战”而恶化的两国关系，促进两国的友谊。如今，该
项目成为全方位研究当代欧洲及欧盟组织的绝佳机会，也是了解当代欧洲文化与政治格局及
欧盟各个机构决策程序的不二之选。

在维也纳大学暑期项目中，我校学生将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
实践、交流，不仅要完成暑期项目的专业学习要求，更要从实地考察和实践中，切身体验奥
地利文化乃至其他各国各民族文化；同时也在此次暑期交流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
国学生的优秀品质，带入他国学生的视野。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具体而言，第一期项目可选课程有：欧洲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的机构组成、国际贸易仲

裁理论与实践、比较视角下的欧洲政治体系、欧洲私法——市民传统、跨国组织犯罪、德语
进阶；第二期项目可选课程有：国际投资法与仲裁、欧盟法、欧洲历史溯源、欧洲法律与信
息社会、多文化与自我建构、国际经济理论、德语进阶。

2．访问参观
参加项目的学生将有机会赴奥地利市政机构进行参观，项目的多元文化必然让参与者收

获颇丰。每年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申请人被录取参与本项目，申请人不同的背景使得
参加者可以领略不同文化的奇妙之处。

3．文化交流
暑期项目是在奥地利最美丽的圣沃尔夫冈湖畔举行的，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此外还拥

有众多运动与娱乐设施。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可在奥地利著名景点进行参观游览、与当地人
们交流，亲身挖掘奥地利的文化、历史、艺术、人文财富。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身体健康，为我校正式在读大二及以上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
2.申请人必须有较好的英语基础，确保参加完一个阶段的国际暑期课程，并能够完成必

修课程的数量。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申请时，需同时提交其英语水平的证据；
3. 根据要求准备申请材料，由维也纳大学审核并决定是否录取；
4. 拟录取人数：全球招募120名左右，我校20名。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3日至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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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国科隆大学暑期国际德语语言班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科隆大学 (Universitaet zu Koeln) 建于1388年，是德语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公

元十四世纪诞生德语区第一批大学之一。其位于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坐落在美丽的莱茵河

西岸．科隆大学是一所文理科学校，最著名的专业是经济学和法学。法学院目前有5000多名

学生，排名全德前五，民商法和经济法非常有名。科隆大学德语对外教学部隶属于科隆大学

外事处，主要负责对申请在科隆大学学习，但是母语不是德语的学生进行德语语言培训。一

方面要对申请学生的德语语言水平进行测试，另一方面组织语言培训班，主要为德国高校

DSH语言考试做准备。另外，德语对外教学部暑期课程还设有德语语言、德国概况、经济德

语和德语教学法等课程。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在为期三周的暑期项目中，我校学生将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

实践、交流。在主办方精心安排下，学员们将根据不同语言水平和学习方向划分至不同班

级，进行有针对性的听、说、读、写四方面训练。德方教师还将通过指导同学们观看视频，

介绍历史名人和文化时事来锻炼学员的听力水平。在与来自不同国家同学们的交流及上台演

讲过程中，学员们的口语会话能力将获得巨大的进步。同时，学员们还将通过阅读大量德文

文章、互相评析文章、交流写作心得，大幅度提高德语阅读和写作水平。

本项目培训结束时将举行毕业笔试。通过笔试并达到出勤要求的学员将得到ECTS（欧洲

学分转换系统）证明（4.5学分）。“经济德语”语言班学员也可以在培训之后参加“科隆

大学经济德语考试”，考试难度为DSH（C1）水平；不参加结业考试或者不参加“科隆大学

经济德语考试”的学员将获得不标明分数的培训证明（前提：基本语言班出勤率达到75%以

上）。

2．访问参观

课余时间里，德方老师还将带领学员们一起赴科隆大教堂、市政厅等地进行访问考察。

往届学员纷纷表示，科隆暑期班不仅让他们的专业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同时通过访问考察还

让他们对德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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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交流

此外，同学们还将游览波恩的阿登纳故居、福特工厂，游览Dragenburg和莱茵河，欣赏

音乐会及德文电影。丰富多彩的集体联谊和文化交流活动更是让每一位学员们充分感受到了

当地淳朴自然、热情好客的民风，让两国师生结下深厚友谊。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学员专业不限，需有非常好的德语知识，尤其是

日耳曼语言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和法律专业的学生。

六、项目时间

2013年8月7日—8月29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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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项目

8.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伯克利分校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薛刚凌，法学院院长、教授

三、暑期项目特点

经过我校的精心组织和与外方的沟通，我校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于2010年

开始合作举办第一届暑期交流项目，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该暑期项目确定为四周，旨在

使学生了解并初步掌握美国的法律体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并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和

资源，两校法学院在授课形式、内容和师资等方面作了精心安排，授课以专题形式进行，专

题包括“法官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角色”、“法律研究与文书写作”、“法律冲突”、“对

抗式诉讼模式”、“法律职业道德与责任”、“权利法案”、“陪审团审判”等。短短四周

时间，学生们将实现与美国法学教育的最密切接触，法学素养以及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有

明显提高。

暑期班的设计中，还加入了参观访问加州州立法委员会、州议会、州长办公室、高等法

院、监狱等内容，学生将听取加州立法官员、高等法院法官、区监狱管理人员等工作人员对

美国立法程序、美国司法及监狱系统等内容的全面讲解，这些宝贵的实践学习机会，使学生

对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课堂授课时间近60小时。授课内容重点为美国法律制度，也包括有关美国文化与历史

的部分内容。关于美国法律制度的课程将覆盖宪法、联邦制及美国法律体系、法学研究、立

法、立法游说、美国法院及法官作用、刑法与诉讼法、陪审团审判、合同法、侵权法、物权

法、法律冲突、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法律伦理及职业道德等内容，获得对美国法律体系全

面的了解。暑期班顺利结业后，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暑期项目结业证书，获得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成绩单及学分，该学分在申请国外大学时可以计算入内。课程成绩与学分我校予

以承认。

2.访问参观

参加者可享受欢迎晚宴，多次实习旅行及项目结业典礼等。实习旅行将去以下地点：塔

哈湖，优洛县法庭及监狱，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州政府、法院及老城区等。通过参观美国加利

福尼亚地区的各个层级的法院、政府机构，领略加州独特的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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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交流：

同学们将会利用三个周末的自由活动时间游览附近城市的风光及人文景观。参观旧金

山，旧金山法院、金门大桥、恶魔岛、戴维斯农产品市场，纳帕山谷等的旅游风景胜地。

通过暑期班的学习是为了达到以下目标： 

- 通过4周高强度英语环境下的生活学习，提高外语水平； 

- 通过对20多门法学专题课程讲座的学习，加深对美国法律及法治体系功能和架构的理

解；

- 履历中增加国外暑期班学习经历，有效提升就业竞争力； 

-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进行比较学习，为将来的事业发展找准定位，打好基础； 

- 尝试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培养创新性思维； 

- 丰富教育经历，为出国留学申请做好前期准备。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接受过法学基础理论以上教育，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有初步的掌握；

2.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可以听懂所授课程并能参与课堂内外的其他教学项目； 

3.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注册在籍学生；

4. 拟录取人数：30-65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至8月（为期四周,前三周在戴维斯分校，第四周在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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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商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孙选中，商学院院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经过我校的精心组织和与外方的沟通，我校将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进行暑期交

流项目。

授课模式为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除听课外，还将进行多次课堂交流、课后作业、小组

讨论、展示，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美国式教育。同学们能深切感受国外大学老师的引导作用以

及课堂互动性；国外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活跃的思想；同时老师鼓励个性发挥，学生学习

的自由度比较大。

在课堂学习之余，同学们还将积极参加游泳、保龄球、排球、橄榄球等体育运动，充分

感受到美国的校园文化。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两周的课程学习，有4门标准课程课供选择：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国际金融和商务英

语。我校选择的是电子商务和国际商务两门课，一门课一个学分，全英文授课。学习完成后

可获得CSULB的标准学分及结业证书，学生可申请正式的成绩单。修得的学分为绝大多数美

国大学承认。未来留学时可用于申请学校的成绩参考，可以抵扣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同等相应

学分。课程学习时间为期三个周，两周的学习时间，一周的考察时间。 

2. 访问参观

考察主线是美国的名校，包括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

工大学等，以及这些大学所在城市。一周考察美国西部或者东部，如果东西部都考察，大概

在14、15天左右。

3. 文化交流

同学们将游览长滩市、洛杉矶市中心、旧金山、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城市以及一些

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耶

鲁大学）。同学们将体验美国大学的生活环境，参观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如硅谷等，使

同学们了解美国高科技的发展。通过此次交流活动，同学们将有机会考察美国的风土人情和

文化历史，立体、深入地感知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进一步加深对

美国社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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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我校在校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 研究生（研究生不适用我校本科学分抵扣）；

2.品行优良，遵纪守法；

3.有较好的英文水平，能够适应英文授课；

4.经济条件良好，能够承担所需费用；

5.拟录取5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4日至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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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语言文化交流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外国语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慧芳，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三、暑期项目特点
我校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语言文化交流暑

期项目目的是让学生走进美国课堂，感受美国的授课方式、师生关系等。通过暑期的深入交

流，学生将对中美两国教育存在的挑战、大学生能做什么以及中国教育的前景都有更深入的

思考。同学们将在实地参观访问过程中获得对美国社会的亲身体验，加深对美国社会政治法

律制度的理解。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哥伦比亚大学为学生精心设计了语言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语法和发音的准确性，并全面

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习有不同程度的课程，可以满足不

同英语水平学生的要求。哥大的英语语言学习全部采取小班授课，每个班级12人，配有2个

教学老师和一个level leader，level leader具体负责各种学生事务以及学生班级的调整。

哥大英语语言学习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除常规的课堂教学外，还包括电影赏析、语音实验

室教学、戏剧欣赏、参观博物馆、参加各种球赛、听音乐会、看表演、郊游、聚餐以及参加

各种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

2. 访问参观

为了开阔同学们的眼界，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次项目时间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大

学，SAF可以协助安排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及费城的访问参观。

3. 文化交流

除课堂上老师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外，领队老师也会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在纽约当地进行

各种旅游参观活动，学生可自愿参加。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在册本科生，年满18周岁；

2. 品行优良，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无违纪或违法记录；

3. 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能够适应英文授课；

4. 经济条件良好，能够承担所需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5日至8月9日(2013年7月14日抵美，8月10日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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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法律研究国际交流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民商经济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王洪松，民商经济法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波士顿大学采取国际化、多元化的管理经营方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本次赴

美访学旨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实践，加强法学教育模式的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同时，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国际

交流的能力，培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

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该项目包括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美国法律，访问美国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参观访

问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美国法律专题系列讲座的内容有：

（1）美国法律制度的介绍

（2）美国合同法概要

（3）美国民事诉讼法概要

（4）美国公司法概要

（5）美国银行业结构和金融监管

（6）美国财产法概要

（7）美国侵权法概要

（8）美国破产法概要

2．访问参观

美方将组织同学们对美国的法院和律师事务

所进行实地考察，使学生们有机会从法官和律师

多个视角来了解“实践中的法学”，进而加深对

美国法律实务界的情况了解。

3．文化交流

    参加暑期项目的学生们将有机会访问美

国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美国金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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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及文化中心，参观访问联合国、美国宪法中心、独立厅、联邦最高法院、美国国会以及多

家常青藤联盟大学。同学们将在实地参观访问过程中获得对美国社会的亲身体验，加深对美

国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理解。本项目还包括关于美国法律教育、LLM申请及美国律师考试

等专题的介绍以及组织学生与美国华裔律师、法学院LLM学生进行交流、分享经验的活动。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全日制脱产硕

士研究生；

3.有较好英语水平，能够适应英文授课；

4.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5.拟招收30—5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7日至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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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国际交流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覃华平，国际法学院外事办主任

三、暑期项目特点
我校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自2000年起即建立了良好的校际合作伙伴关系。在框架合作

协议下，两校在不同层次开展了学术、教师及学生交流，涉及多个学院不同学术领域。在过

去的十年间，两校高层的频繁互访，也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仅通过共同

举办暑期班项目，自2003年起至今，我校就共接待近400名蒙大学生来我校学习中国法律，

同时，我校也自2005年起共派出200名各院学生赴蒙大学习交流。

本次赴加拿大访学旨在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学习和实践，加强学生国际化教育，在实地

参观访问过程中获得对加拿大社会的亲身体验，加深对加拿大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解。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课程主要讲授加拿大法律体系、北美普通法、美国法律体系、宪法、合同法以及商法

和国际商务等方面的法律。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以讲座（英语）为主的为期三周的学术课

程，包括课堂面授和参观走访。在加期间，同学们将聆听多位资深教授全面介绍加拿大及美

国法律体系，内容涉及加拿大法、美国法、刑法、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知识产权法、美加

劳动法、欧洲商法、加拿大宪法及加拿大商业协会介绍。

2．访问参观

课程结束后进行结业考试，加拿大方面将提供参观走访活动的机会，包含访问律所、与

LLM项目同学交流联谊、游览活动等。

3. 文化交流

前往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充满法国风情的魁北克市以及首都渥太华市参观游

览，并访问相关机构。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 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全日制脱产

硕士研究生；

3. 有较好英语水平，能够适应英文授课；

4. 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5. 拟招收30—5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8日至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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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项目

13.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国际交流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王冬芳，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助理

三、暑期项目特点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首次向

维多利亚大学派出暑假学习访问团并取得巨大成功。维大方面特别重视课堂之外的教学环

节，精心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使学生直接接触新西兰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多元

文化，同学们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新西兰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赴维多利亚大学学习交流，使同学们开拓了学术视野，丰富了人生阅历，培养了团队精

神，也领略了新西兰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作为初次尝试，此次活动为两校间的进一步合作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将在总结访问交流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该项目更为成熟的运作

体系和新的发展方向。

四、暑期项目内容

1.课程学习

参观访问新西兰知名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参与专门为该项目而设计的课程。此次暑期项

目延续以往成功经验，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国际交流暑期项目在教学方面，专门组织知名学

者开设了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四门课程等方面的英文课程，涉及新西兰宪法、

选举制度、官僚制度、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国际关系理论、普通法、政党制度、知识产权等

广泛的主题，从而使学生们对西方社会科

学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课堂教学与学

习方式都有了新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感

受不同的西式教学魅力。

2.访问参观

本次项目还具有丰富的实践调研活

动，走出课堂，走进社会。此次暑期项目

将走访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企业和民间

组织，包括议会、最高法院、绿党组织、

政府重要职能部门，以及公共交通运营公

司和Salvation Army等。学生们将亲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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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议会辩论、法庭裁判和志愿服务等社会生活。

3.文化交流

令人羡慕的Homestay生活方式，学生们将全然融入当地居民生活。学生将居住在新西兰

当地居民家庭中，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融入完美的英语语言环境之中。同时，

项目还将组织学生联谊，参观毛利族宗教仪式、国家博物馆、自然动物园，观看剪羊毛比

赛、游览风景胜地等活动。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我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2.品行优良，遵纪守法； 

3.有较好英语水平，能够适应英文授课和日常交流；

4.能够承担项目所需费用； 

5.拟录取人数：3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0日至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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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项目

14.	韩国经济与法律研习实践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在两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学员们不

仅要聆听有关韩国经济、社会与法律方面的课程，还将前往韩国企业开展实践交流，内容涉

及韩国的经济概况、市场分析、财务税收、司法制度、商法实务等。此外，同学们还将参观

访问全罗南道省政府、光州高等法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交易所等政府和

机构。该项目力争让同学们从中受益，让学生对韩国经济与企业文化，尤其是商业知识、商

事法律在企业中的作用与应用，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和切实的体验。两校法学院在授课形

式、内容和师资等方面将作精心安排，授课以专题形式进行。

往年我院学生表现出的高素质与勤学好问给韩方留下了非常好的映像，此次暑期活动同

样会受到韩国合作方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其中实践交流内容作为一种全新的研习方式也

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整个项目气氛活跃而融洽，活动丰富而深入。项目结束时，学员

们须通过研习实践汇报，从而获得韩国企业实习证明和大学的学分修习证书。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30学时经济与法律课

程，由知名教授和世界五

百强企业高管担任主讲。

授课采用部分英语+部分韩

语授课（配备中文翻译）

，课程内容涵盖经济、法

律、企业管理等内容，为

同学们打开一扇成为法商

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之门。

2. 访问参观

同学们将体验世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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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企业现代集团，前往其属下世界第四大造船厂、三湖重工、起亚汽车、现代证券等访问

实习，实习合格将获得海外实习证书。访问全罗南道省议会、光州高等法院、信访中心、律

师事务所等并与议员、法官、律师进行座谈交流，了解和比较两国的司法制度。

3. 文化交流

同 学 们 将 在 韩 国

师生的带领下深度体验

韩国文化，包括学习民

俗礼仪、高尔夫商务练

习、制作陶瓷、演奏和

观看传统乐器等，项目

安排行程紧凑，令人难

忘。本项目特别安排韩

国著名旅游景点济州岛

与首尔游览观光，让同

学们尽情感受韩国的美

丽景色，不虚此行。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接受过法学基础理论以上教育，对法律制度及经济制度有初步的掌握；

2. 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可以听懂所授课程并能参与课堂内外的其他教学项目；

3. 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注册在籍学生（本科生、双学位、研究生和博士生）；

4. 拟录取名额：25—3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6日至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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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港澳台项目

1.	台湾政治大学台港澳三地人文学术研修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薛刚凌，法学院院长、教授

三、暑期项目特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与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在师生学术互访交流方面形成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此次交流将是这个项目开展的第三个年头。来自全校各院各年级的同学在台湾、香港

和澳门将进行为期三周的人文学术交流活动。

此次行程最重要的是让同学们了解台湾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将

安排台湾著名的大法官、教授等十几位台湾知名学者为同学们进行精彩演讲。与台湾政大法

学院师生的交流，不仅能使同学们真正了解两岸的共同与差异，更能表达青年一代对于未来

发展的美好愿望。对士林地方法院、台北监狱、台北市议会、理律法律事务所以及台北外贸

协会的参访，将使同学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台湾司法的实际操作。除了聆听精彩的专家教

授讲座之外，同学们还将欣赏电影，深入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

台湾游学之后，同学们将会来到香港和澳门。在香港大学，同学们不仅可以与香港老

师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可以详细了解申报香港大学JD的要求，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澳

门，将使同学们感受不同风土人情，加深同学们对澳门社会的认识。

本次项目，不仅能开阔同学们的眼界视野，更会增加同学们的人生历练，也定将会是同

学们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由政治大学法学院各大研究中心（公法学研究中心、民事法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学研究

中心、财经法学研究中心、基础法学研究中心及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中心）的教授为我们讲

授台湾地区民法、行政法、刑法等方面课程，共计30个小时，安排在日程的前13天进行。台

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将安排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和知名教授为同学们进行精彩演讲。

2. 访问参观

参访台北士林地方法院、台北市议会、律师事务所、世贸中心、公益团体等相关机构，

了解台湾法律实务运作情形。参加者可享受欢迎晚宴，多次实习旅行及项目结业典礼等。此

外还可利用三个周末的自由活动时间游览附近城市的风光及人文景观。

46



3. 文化交流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月潭、阿里山及玉山等人文自然景点，全面领略台湾民俗风

情。从高空俯瞰夕阳笼罩下美丽的台北，欣赏淡水渔人码头的落日，在青山绿水中感受日月

潭的旖旎，走到台湾的最南端----美丽的垦丁，遥望台湾最具标志性的鹅銮鼻。香港及澳门

地区人文学术活动，访问港大、香港中文大学、并参观香港主要人文与自然景点；访问澳门

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并参观澳门主要人文与自然景点。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接受过法学基础理论以上教育，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有初步的掌握；

2. 成绩良好，可以听懂所授课程并能参与课堂内外的其他教学项目；

3. 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注册在籍学生；

4. 拟录取人数：25-6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15日至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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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东吴大学溪城课堂研习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台湾东吴大学现有两个校区，分別位居台北市文教、政经精华动脉上。前者为一文化风

景区，毗邻故宮博物院；法、商学院及推广部则位在政治经济重心之台北市城中区。东吴大

学一直将卓越教学作为其社会培育人才的核心价值。

本项目包括不同课程组安排的参观访问，为期5周的项目旨在让学生了解当地习俗与参

与社会实践。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可选课程（任选其一）包括：中国文学系：台湾文学课群；政治学系：台湾的选举与国

会；日本语文学系：日语课群；心理学系：用户体验；商学院：创新与创业课程；企业管理

学系：青年领袖学堂-领导与管理知能；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国际营销与风险管理课群；

财务数学；电子商务；创意经营服务班；品牌战略营销；少儿社会工作；英美法研习班；民

法研习班；行政法研习班；财经法研习班；会计与财务。 

2. 访问参观

每个课程组都安排至少一次校外参观项目；对于全部课程组，学校将组织两个为期一天

和四天的参观访问。

3. 文化交流

对当地政府与机构的参观，将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理论水平。此外，丰富的游览活动使学

生能够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习俗，感悟当地的特色文化。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 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全日制脱产硕士研究生； 

3.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4. 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0日至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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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诚信与职业操守”交流访问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本项目有来自内地的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近50位学员参加，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的部分学生代表全程陪同交流团的在港活动。活动
以“诚信与职业操守”为主题，内容主要为公务参访和座谈交流。

本次项目将参观香港政府、机构等，与大法官、律师、大律师、公务员等进行面对面座
谈交流。在对社会各层机构的拜访交流中，将会让学员们深入了解香港各领域有关“诚信与
职业操守”方面的现状，从而较为全面的了解了香港各个领域在解决此类问题上取得的诸多
成功经验。学员可以亲身感受香港的发展与变化，树立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结业典礼前与法官、大律师、法学教授、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座谈，同学们可以与香
港社会的精英分享几天来的收获。

此次交流活动将紧密围绕“诚信与职业操守”的主题，在两地的交流学习、参观考察过
程中，深化交流合作，内地与香港院校的同学之间加深了解，并期望结下深厚友谊。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参与学习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律、制度建设等有关课程，所有课程均有香港本

地著名学术人士和专业人士授课，内容灵活开放，多与实际相关联。
2. 访问参观
先后将参观警署、地产局、律师公会、证监会、廉政公署等政府组织和独立行政机构。

涵盖了地产、律师、财会、行政等多个行业和领域。通过各个机构相关负责人耐心的讲解与
答疑，使学生对香港的社会现状和制度体系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3. 文化交流
学习香港政府的治理理念，参加相关讲座，与当地工作人员进行联欢，参加嘉年华活

动。深入了解腐败预防重于治理、危机意识、高薪养廉政策和香港政府对任何细微的不诚信
以及不规范行为的零容忍思想。和当地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共同生活和学习，体会学习理念
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理解“诚信与职业操守”在香港的重要性。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在校学习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违纪或违法纪录； 
2. 二年级或三年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 
3.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4. 家庭条件良好能够承担全部费用。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0日至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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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暑期实习实践
项目



1.	美国密歇根州法院暑期实习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继2011、2012年成功举办两届“美国密歇根州法院暑期实习项目”后，2013年暑期，我

校将再度与美国密歇根州议会、法院、政府以及密歇根大学合作，举办“第三届美国密歇根

州法院暑期实习项目”。项目包括课程学习、参访、实习、游览等，试图使同学们亲身体验

美国的司法系统运作，了解法律职业现状，感受美国社会文化。

四、暑期项目内容

美国作为普通法国家，对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要求颇高，美国法院的经典判例也

是我们学习的常用素材。

本次项目，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美国法院的机会。我们将安排密歇根州最高

法院大法官、密歇根州地方法院和巡回法院法官担任讲师为同学们授课，大家可以与美国法

官面对面交流，感受普通法法官的智慧，体会思辨和说理的魅力，深入了解美国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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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课堂，我们还安排同学们在美国地方法院和巡回法院实习，零距离接触法院实务，

实习结束后可获得法院颁发的实习证书。此外，同学们还将造访底特律一家有中国从业经验

的知名律所，及一家独立执业的律所，美剧中风采夺人的大律师也将和你面对面。

除了了解美国司法系统和法律职业，本次项目也为大家体验美国文化及生活方式提供

机会。学生将在密歇根州St. Clair湖畔向资深教练学打高尔夫球，并有机会完成一次9洞挥

杆，项目提供所需所有器材及装备。我们将体验水上最舒适游玩项目——豪华游艇游，大家

会在美丽的月色下乘着游轮在克莱尔湖中游荡，感受城市最静谧、惬意的时刻。

此外，作为本次项目的一大亮点，同学们的住宿方式会是home stay而非酒店住宿。大

家可以在普通美国家庭里居住两周，近距离接触美国百姓，帮助同学们迅速提高语言能力，

了解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文化。

本项目还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最高法院、部分博物馆、国家纪念碑等景点的参观，并将

安排访问美国国会，与参与立法的美国议员交流座谈。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我校本科生（除大一、大四）、硕士生（除研三）、博士生；

 2.  有较好的英语水平，能够流利交流；雅思达到或高于6.5分，托福达到或高于100分

者可直接被录取；

 3. 拟录取人数：30—5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0日至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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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诚公益”暑期国际联合实习项目

一、主办单位

教务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于志刚，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三、暑期项目背景

此项目由教务处与“致诚公益”组织共同负责实施。“致诚公益”组织是我国国内著

名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机构，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村法治、刑事法律援

助、妇女权益保护等5个领域中，在国内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旗下的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于2011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询商地位。为了发展中国公益法事业，增强海外

学子对中国公益法律事业的理解，“致诚公益”自2005年起开始接收国外实习生来华进行实

习。截至2012年暑期，“致诚公益”共接收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17所高校的35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致诚公益”开

展的海外实习生项目，加强了海外学生对中国公益法发展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拓展

了“致诚公益”的国际平台。

四、暑期项目内容

“致诚公益”暑期国际联合实习项目从2013年起，由中国政法大学和“致诚公益”组织

共同组织实施。“致诚公益”组织目前已接收到24名海外高校学生的暑期实习申请，经过考

核和筛选，拟接收其中12位学生作为2013年度暑期海外实习生来中国参加实习项目。中国政

法大学也将选拔12名本科生，共同开展2013年暑期国际联合实习项目。我校本科生能与海外

高校实习生开展一对一联合实习，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从而增加学生国际经历、开拓学生

国际视野、提高学生国际竞争力。

国际联合实习项目为每位实习生安排一位专职律师进行实习指导、协助工作，实习生所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比较研究工作

实习生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选择其中一个或两个课题进行比较研究工作。实习生与“

致诚公益”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研究，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信息收集、实践考察、分析讨论、

总结报告等方面；目前实习生已经开展的研究课题包括：（1）劳务派遣等非正规就业的现

状与规制比较研究；（2）企业社会责任与职工权利保护；（3）其他国家就业歧视（性别

歧视）的经验和制度规定；（4）少年刑事司法比较研究；（5）儿童福利制度比较研究；

（6）其他国家流动工人的医疗保险规定和做法；（7）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反对儿童家庭

暴力立法研究；（8）美国、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研究；（9）少年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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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研究等。

 2．参与中心组织的活动

（1）工作方面：在实习期间，中心将定期组织公益沙龙活动，请本所有经验的律师、

他所资深律师进行演讲，与实习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讨论；

（2）语言学习：接收机构每周日下午举行英语沙龙，由志愿者为公益律师进行英语培

训。根据具体情况，该活动也可以增加汉语学习，形成互动语言小组；

（3）机构发展方面：在实习期间，实习生全面了解致诚公益的工作及运作模式，注意

观察“致诚公益”的管理，并对接收组织的管理模式及中国公益法律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或

意见。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1. 我校本科生（除大一、大四）；

 2. 有较好的英语水平，能够流利交流；

 3. 拟录取人数：12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7月25日至8月25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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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留学生暑期来
校访学项目



1.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覃华平，国际法学院外事办主任

三、暑期项目特点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

学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中国政法大学已

有多批学者和学生到

蒙特利尔大学交流、

访问，自2003年起我

校每年接待加拿大学

生约60人。此次项目

也将继续为蒙特利尔

的同学们打开欢迎的

大门，使他们也有机

会了解中国作为一个

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

国，其独特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将成为蒙特利尔大学学子了解、观察中国

的平台，这不仅会增进两校间的友谊，也会是两国法律、两种文化的交流。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我们将为蒙特利尔大学的同学们开设 中国法律体系介绍（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egal System）、外国投资法 （Foreign Trade Law）、公司法（Company Law）、民法

（Chinese Civil Law）、环境法（Environmental Law）、合同法（Chinese  Contract  

Law）、劳动法（Labor Law）、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China）、

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Law）中国与WTO （China and WTO）、争端解决措施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等十二

门课程，力争使来交流的同学对中国的基本法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通过对比中国与

外国法律，使同学们更加了解各自制度的优劣。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法学的最高学府，有

着雄厚的的师资力量、优秀的法学学子和浓厚的法学氛围，相信能使参加本次项目的蒙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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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大学的同学，在最短的

时间内了解中国法律的现

状。

2. 访问参观

除了理论学习，我

校还将安排参与本项目的

同学深入中国的法院、律

师事务所、仲裁委员会等

相关机构，了解中国法律

实务运作情形。中国是一

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国

家，目前已跃升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公司和个人选择到

中国寻求发展机遇，并有许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来交流的同学来说，先行了解中

国的法律实务，对大家将来选择到中国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3. 文化交流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将历史文化较完整、一致的传承下来的国

家。而北京作为古都，也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尤其是明清文化的博物馆。本次项目包含

了体验北京人文风俗的游览活动，包括天安门广场、颐和园、长城等人文自然景点，为期约

五天，尽量为同学们展现古都的雄姿和风韵。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拟招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生6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5月6日至5月31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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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杜兰大学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法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覃华平，国际法学院外事办主任

三、暑期项目特点

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与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签订暑期项目合作协议，就学

生交换工作达成合作意向；2013年4月，双方就学生交流合作项目正式签约。本次项目是两

校精诚合作的良好开端，中国政法大学将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为两校的长久学术交流和

深化合作打好坚实的基础。本次项目将为杜兰大学的同学开设丰富的中国法律课程，并有参

观律所、法院以及人文景点等内容，努力使同学们不虚此行。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本次项目将安排开设中国法律体系介绍（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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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法 （Foreign Trade Law）、公司法（Company Law）、民法（Chinese Civil Law）、

环境法（Environmental Law）、合同法（Chinese  Contract  Law）、中国宪法与行政法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China）、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Law）、中国与WTO （China 

and WTO）、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海商法（Chinese Maritime 

Law）等十二门课程。项目将安排中国政法大学优秀的教授为同学授课，让同学们在短期的

课程中学习到权威的中国法律解读。同学们可以和教授以及法大的学子面对面交流，在观点

的交锋中深化对中国法律的理解。

2. 访问参观

项目会安排同学们参观中国的法院、仲裁机构以及知名律师事务所，大家可以亲眼观察

法律在中国的运用以及中国司法制度的特点。通过参观和座谈，使课堂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

以印证。同时，如果同学们将来有意选择来中国发展，相信本次项目的安排也会对将来的发

展大有裨益。

3. 文化交流

课堂之外，我们安排了游览北京人文、自然景观的内容。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不仅是

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保留着丰富的古代建筑和珍贵的藏品，天桥下，胡同里，也都

洋溢着独特的人文气息。通过本项目，同学们一定能感受到古都的魅力。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拟招收美国杜兰大学学生2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6月2日至6月15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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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杜肯大学“中国法律研修”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教育学院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宣增益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美国杜肯大学与我校自1995年起，已有18年的交流合

作经验。杜肯大学的“中国法律研修”暑期项目在此期间

共迎来了600多名法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中国不仅进行了

中国文化、中国法律的理论学习，也对中国的司法实践进

行了深入的体验和研究，同时不忘体验中国的人文、自然

景观。且在项目过程中，始终与我校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除了学习中国的法律，了解中国司法实践发展水平以外，

也能与中国学生增加交流。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本项目约两周的课程学习时间，主要设置了中国文

化、中国法制史、中国司法体制介绍、宪法、民法、外商投资法、对外贸易法、破产法、中

国人权、劳动法、环境法、家庭法、税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证据法和法医学、调解与

仲裁、行政法等课程，以上课程均由我校知名教授授课。交流学生一方面学习中国法律，一

方面与中国大学生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交流碰撞。

2. 访问参观

考察实践的次数约为三次，内容包括参访法院、律师事务所、仲裁委员会等相关机构，

了解中国法律实务运作情形，与中国资深的法官、律师、仲裁员等进行深入交流，将项目课

程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对比中美法律制度。

3. 文化交流

北京人文风俗体验约二天，主要项目是参观天安门广场、颐和园、长城等人文自然景

点，全面领略北京民俗风情。由本校学生作为向导，来自大洋彼岸的友人会体验到真实的中

华文化，去漫步宽广的天安门广场，去徜徉古典的皇家颐和园，去攀登雄伟的万里长城。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杜肯大学学生，约11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5月31日至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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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国际交流暑期项目

一、主办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暑期项目负责人

许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三、暑期项目特点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与我们校有着近五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双方在暑期交流项目上已经有

了扎实的合作基础，双方学校领导也对此项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扶持。五年来共有近百位

埃克斯特大学的法学学生来到法大参观学习，度过充实、美好、难忘的二十天。为了保证项

目质量，学校精心设置了讲授课程，也增加了许多考察实践活动以便于外国交流学生能更加

深入地了解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同时安排众多人文风俗体验项目。

四、暑期项目内容

1. 课程学习

该项目的课程较为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法律语言学、中国现当代社会问题、中国公共管

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法律体制、中国公法、中国民法、中国私法、法律与职业道德、

中国政治体制、中国文化，还加入中国武术的学习。

2. 访问参观

考察实践的次数约为三次，内容包括参访法院、律师事务所、仲裁委员会等相关机构，

了解中国法律实务运作情形，与中国资深的法官、律师、仲裁员等进行深入交流，将项目课

程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对比中英法律制度。

3. 文化交流

北京人文风俗体验约二天，内容包括参观故宫、颐和园、国家大剧院等人文自然景点，

全面领略北京民俗风情，了解老北京的悠久历史文化，体验新北京的现代景观，从而加深对

中国文化的了解。

五、招生对象与规模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学生，约20人。

六、项目时间

2013年6月23日至7月13日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暑期国际小学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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