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美国法暑期项目 

2011.7.24-8.6 

 

 

     

 

 

 



项目简介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中国急需大量国际化的法律人才。为提升中国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对外交流机会，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 

(The US-China Legal Exchange Foundation) 计划举办美国法暑期项目，组织中国学生利用暑假赴美国东部

访学。本项目将访问包括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内的 6 所著名法学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国

会、白宫等机构，旨在使中国学生近距离了解美国法学院的生活，了解美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从而树立国

际化的法律视野，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外向型、复合型国际化法律人才的要求。 

 

项目时间 

本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6 日在美国纽约、费城、华盛顿以及波士顿等城市进行。 

 

行程安排 

 

访问 6 所著名法学院： 

 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   

 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 )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乔治敦大学法学院(Georgetown Law School)    

 

暂定行程安排（主办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对行程安排做适当调整） 

 

7/24/2011 到达纽约，当晚举行欢迎晚宴 

7/25/2011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法概论讲座） 

7/26/2011 访问纽约大学（美国反托拉斯法讲座） 

7/27/2011 访问联合国/自由女神 

7/28/2011 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讲座） 

7/29/2011 “宪政之旅（一）”费城：美国宪法中心、独立宫、自由钟等 

7/30/2011 “宪政之旅（二）”华盛顿：白宫、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等 

7/31/2011 在华盛顿自由活动一天 

8/1/2011 乔治敦大学（美国联邦司法制度讲座）/返回纽约 

8/2/2011 华尔街/帝国大厦/参观一家著名美国律所(美国律师制度讲座) 

8/3/2011 波士顿 

8/4/2011 哈佛大学（美国宪政制度讲座一：三权分立） 

8/5/2011 耶鲁大学（美国宪政制度讲座二：言论自由）／回到纽约欢送晚宴 

8/6/2011 返回中国 

 

 

 

 

 



申请条件 

1. 中国大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以及虽已毕业但对美国法律感兴趣的往届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本

项目。  

2. 具有较好的英文听说能力。 

项目费用 

本项目只接受美元付款。项目费用为双人间每人总费用为 3100 美元，单人间每人总费用为 3500 美元。 

上述费用包括报名费（50 美元，不予退还）、资料、证书、签证辅导、在美期间的交通、食、宿、陪同、

保险及访问交流的费用。 

上述费用不包括申请者申请护照、签证及赴美往返机机票及在美期间的门票等个人支出费用。 

2011 年 4 月 1 日前报名的，或三人以上集体报名的，或基金会会员报名的，每人优惠 100 美元。 

 

申请程序 

请按照下列说明，提交材料，完成申请程序: 

1. 填写申请表, 将填好的申请表、个人简历（中英文各一份）及近期免冠正面照片(JPEG 文件，2x2 英寸)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llmprogram@sjtu.edu.cn。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不接受纸制版本申请表和简历。申

请截止日期到 2011 年 5 月 15 日。 

2. 申请人在收到录取通知后，应于一个星期内通过银行电汇或其它方式汇款 550 美元（押金 500 美元及

报名费 50 美元）到凯原法学院账户（押金作为项目费用的一部分，具体付款方式请洽询凯原法学院）。 

3. 凯原法学院收到上述申请文件、押金、报名费、照片后，将及时为申请者提供所需要的签证资料，并

进行签证辅导。 

4. 申请者应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前或获得赴美签证后两天内支付其余全部费用。 

5. 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代为申请人购买旅行保险（保额十万美元）。 

说明：主办方不负责在美期间参加者的任何财产损害、财产遗失、意外伤害(包括死亡)或者因诉讼而

引起的相关费用。 

6. 因不可抗力（如流感）或参加人数不足（10 人以下）等原因，主办方取消当年赴美行程的，除报名费

外，将全额（扣除银行手续费）退还有关费用，并可优先参加主办方下一年举办的类似项目；如果申

请者已被录取，但因未能获得赴美签证无法参加的，主办方将扣除 100 美元（报名费及签证文件邮寄

费），将余款（扣除银行手续费）退还申请者；如果申请者已被录取并获得签证，但因其他原因无法

参加的，所交押金不予退还，其余款项（扣除银行手续费）予以退还。 

 

 

 

 

 

 

 

 

 

 

 

 

 

 
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中国法学院精英学生赴美交流项目照片 

更多精彩照片请访问基金会网站 www.uschinaleg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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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方 

 

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   

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US-China 

Legal Exchange Foundation, UCLEF)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专

业组织，基金会的使命是“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

资源，加强中美之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基金

会本着专业的、教育的、文化的和合作的目的，

主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加强中美法律信

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中美法律界学术和业务的

合作；支持和从事法律研究、教育和培训活动；

就中美两国的相关法律问题举办论坛、座谈会和

研讨会等；从事和支持与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相

关的出版活动；为中美两国的社会公众提供法律

援助和公益项目。 

  2009年夏天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成功举办

了首届“中国律师赴美高级培训项目”，参加该

项目的律师称之为“追求卓越之旅”。2010 年 2

月份，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又成功举办了“中国

法学院精英学生赴美访问项目”，参加该项目的

学生称之为“走向成功之旅”。2010年 3月在纽

约举办春季招待会暨首期中美法律名人讲坛。

2010年6月为来美访问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

金公司代表团举办垮境投资者保护问题研讨会。

2010 年 8月，专访在中美法律界享受崇高声望、

中美建交的积极推动者纽约大学法学院科恩教

授。2010年 9月，在北京参与合办第四届信托法

国际会议。2010 年 9月，在纽约举办第二期中美

法律名人讲坛。2010年 9月，与纽约大学法学院

亚洲法协会共同举办法学院学生职业发展讨论

会。2010年 10月，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协会

共同举办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讲座。2011

年 2月成功举办第二期中国法学院精英学生赴美

访问项目。2011年 2月成功举办第二期中国法学

院精英学生赴美交流项目，深受好评。到目前，

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已经分别同北京大学法学

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 

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专业组织，中美法

律交流基金会始终坚持高层次、专业化发展方

向，在促进中美法律交流合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

桥梁作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schinalegal.org.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的法学教育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之初

南洋公学时期的政治特班。之后于 1986 年设立了

法学教研室，逐步恢复交大的法学教育事业。1992

年开办法学本科专业，1993 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正式开始了法学专业教育的历史。1996 年成立法律

系, 1998 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期间，法

学教育处在探索阶段，逐步在师资、科研、教学、

学生培养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根据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

学的需要，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2 年 6 月成立法学

院，并投资 2500 万元进行一期建设，开启了上海

交通大学法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一年，法学

院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跃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

法学院之一。在坚持本科教育这个中心的同时，法

学院在最短的时间内，先后取得了 8 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授予权，以及宪法行政法博士学位授予

权。2007 年 7 月，廖凯原基金会与上海交通大学签

订捐赠协议，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总额不少于 3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一流法学院，为上海交通大

学的法学教育发展开创了全新的机遇。 

近年来，凯原法学院遵循 3 个途径进一步加强师资

力量：一是从国外名牌大学的法学院吸引学成归国

的博士；二是选用国内著名法学院的博士应届毕业

生；三是通过派往国外留学、进修和到国内法院、

检察院实习等形式提高现有人员、尤其是尚无博士

学位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吸收更多的学者型高级

法官、高级检察官和高级律师做我校的兼职教授，

让他们参与教学 、指导模拟审判、合作指导论文

并参与论文答辩等教学工作。有关详细内容请登录

法学院网站：http://law.sjtu.edu.cn/Default.aspx. 

 

本项目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欢迎咨询! 

 

         联系人: 孙老师  杨老师 

         电子邮件：llmprogram@sjtu.edu.cn 

         联系电话：（021）3420-5997 

 

附: 2011 年美国法暑期项目申请表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 

2011年美国法暑期项目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护照号   

生日   出生地 

 

 

学校名称 

 

  

 

地址及邮编 

 

  

专业 

 

  年级   

英语水平(参加过何

种考试及成绩)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紧急联络人        紧急联络人电话 电子邮件 

手机 

地址 

住房选择 (    ) 双人房（两个人同一个房间） 

(    )单人房间 

  

食物过敏 

 

 

感兴趣的问题  

 

申请时间 
 

 

请将申请表连同个人简介和照片发送电子邮件到llmprogram@sjtu.edu.cn。 

欢迎咨询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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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Summer Program on American Law 

  Application Form 

     
Last Name   First Name 

  

Gender 
  

Passport No. 
  

Birthday   

 

Place of Birth   

University Name 
  

Address 
   

Zip code 

Major 
  

Grade 
 

English Skill 
  

Phone Number 
  

Cell Phone 

 
  

Email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Phone Number Email  

Cellphone： 

Address: 

House Options (   ) Check here if you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double room. 

(   ) Single room 

Food Allergies   

 

Topics you are 

interested in 

 

 

Application Date 
 

  

    Please email application form to llmprogram@sjtu.edu.cn, along with your resume and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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