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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法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ference on Legal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兩岸四地法學教育研討會  

– 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Date: 21-22 May 2004 
日期: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 

 
 

Conference Programme 
會議日程 

 
 

Co-hosted by 

School of Law,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and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法學院)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egal Education Trust Fund (法律教育信托基金) 

 
Sponsor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School of Law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畢業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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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日: 2004年 5月 21日，星期五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多媒体会议室 

 
 
9:00-10:00 am 开幕式 

 
•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致辞 
•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致辞 
•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致辞 
• 法律教育信托基金主席陈小玲女士致辞 
•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致辞 
 

10:00-10:15 am 茶点 
 
10:15-12:30 pm 大会主题：两岸四地的法学教育 
 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 
 

• “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景”（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 
• “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之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教授）  
• “澳门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展望”（澳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刘高龙教授） 

• “台湾法学教育”（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潘维大教授） 
• “作为跨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美国诊所式法学教育”（Prof. Elliott 

Milstein,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American University） 
• “培养二十一世纪律师的课程设计：建设性规划与技能培训”（Prof. 

Terry Gygar, School of Law, Bond University） 
 
12:30-2:00 pm  午餐 
 香港城市大学康樂樓 8樓城軒海鮮酒家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室贊助） 

（香港城市大学常务副校长唐叔贤教授宴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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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日: 2004年 5月 21日，星期五 

分组研讨主题：法律本科生教育 
第一组 
中国内地的法学教育：历史、改革与展望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 3号演讲厅) 
主持：东吴大学法学院杨桢教授 

第二组 
从实践当中学习法律：技能培训与考核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香港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先生 

2:00-3:30 pm 

•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若干思考”（中山

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恒教授） 
• “沪港两地国际法专业合作办学的思考”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院长王虎华

教授） 
• “西部高等法学教育问题研究”（贵州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余贵忠教授） 
• 即席發言（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唐磊教

授） 
 
 

• “法学本科教育与职业技能素质培养”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温世阳教授） 
• “案例教学法及其发展”（西北政法学院

诊所教育中心主任、科研处处长汪世荣教

授） 
• “对中国国际法教学研究的再思考”（清

华大学法学院李兆杰教授） 

3:30-4:00 pm 茶点 

4:00-5:30 pm  

• “大陆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变”（首都經貿

大學法學系李晓安系主任） 
• “中德法学教育的比较”（同济大学法律

系系主任高旭军教授） 
• “德国法学教育里的有系统分析法学问

题的技巧”（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邬枫

教授） 
 
 
 

• “考核技能与实际能力：技能培训的综合

方式”(Terry Gygar 教授, Bond University 
Law School) 

• “考核方式的多样性：新科技的使用”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崔永康教授） 

• “关于考核与模拟法庭”（香港城市大学

法律学院 Tony Upham 教授） 
• “工作实习与法学教育”（香港城市大学

法律学院 Anne Scully-Hill 教授） 
• “小组教学”（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

Louise Barrington 教授） 

5:30-6:45 pm 自由活动 

6:45 pm  城市大学广场集合 (手提电话：9848 6929) 

7:00-9:00 pm 晚宴 
 九龍塘又一城 LG-2 翰腾阁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同学会主席许业荣先生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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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 2004年 5月 22日，星期六 

分组研讨主题：研究生的法学教育 
第三组 
非职业培训的研究生教育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多媒体会议室) 
主持：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同学会主

席许业荣先生 

第四组 
专业法律教育（职业培训）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 3号演讲厅) 
主持：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何秩

生教授 

9:00-10:30 am 

• “中国内地的专业法律教育”（清华大学
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 

• “台湾的法學研究所教育”（东吴大学法
学院院长潘维大教授） 

• “香港法学教育的审视与改革”（香港大
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 “环球法域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
白瑞教授） 

• “法律界在业务培训中的参与”（香港律
政司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先生） 

• “专业法律教育的改革：大律师公会的解
读”（大律师公会资深大律师黄仁龙先生） 

• “法律实务科目”（香港律师会理事、法
律教育委员会主席、胡百全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黄嘉纯先生） 
•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目标模式的影响” 
（中国司法部司法考試司姜晶处长） 

10:30-11:00 am 茶点 

11:00-12:30 pm 

• “法律并不足够：研究生阶段的法学专业
教育”（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何世勋教

授） 
• “内地法学研究生的知识结构”（西北大
学法学院院长段秋关教授） 

• “关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几点思
考”（山东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肖金明

教授） 
• “中国内地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苗连营教授） 

•  “大陸法律碩士項目的歷史使命”（清
华大学法学院李小武先生） 

• “通过实践学习”（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
院简雅思教授） 

• “规划：学习成效、教学方法及考核”（香
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霍陆美珍教授） 

• “专业操守及其教授方法”（香港城市大
学法律学院麦莎朗教授） 

 

12:30-2:00 pm 午餐 
    香港城市大学康樂樓 8樓城軒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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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 2004年 5月 22日，星期六 

地点: 香港城市大学多媒体会议室 

 
 
2:00-4:00 pm 大会主题：法学教育与培训的区域性合作 
 主持：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 
 

• “法学研究生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 
• “与中国内地院校合办中国法学课程 — 一个香港课程筹划管理者的

思考”（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吴达明教授） 
• “两岸四地法学教育的互动与合作”（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凌

兵教授） 
• “促进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合作”（国务院港澳办交流司副司长谢伟民先

生） 
 

4:00-4:30 pm 拍照及茶点 
 
4:30-5:30 pm 闭幕式 
 

• 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致辞 
• 中国司法部司法考试司副司长贾丽群女士致辞 
• 中联办教育科技部部长初志农先生致辞 
•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院长致辞 
•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总结致辞 
  

5:30-6:30 pm 自由活动 
 
6:30 pm 城市大学广场集合 (手提电话：9848 6929) 
 
7:00-9:00 pm 晚宴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3 号中港城皇家太平洋酒店海景翼大堂高座黄庭厅

I-II 

 
9:00 pm 山顶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