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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项目国际公法方向招生简章 

  

一、国际公法学科  

北京大学国际公法学科承担北大法学院国际公法专业学生的教学任务，旨在

培养系统掌握国际法基础理论、熟练运用一门或多门外语、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

国际法律人才，不断向政府涉外部门、国际组织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输送新鲜血

液。自 1978 年以来，本学科共培养了约 700 名国际法专业学生，包括 300 余名

本科生、近 300 名硕士生和近 100 名博士生。他们活跃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外

交、法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不少已成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栋梁。  

  

二、国际公法方向  

自 2012 年起，国际公法学科在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项目中增设国际公法方

向，招收 10 名学生，从法律硕士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入选者在遵守北京大学及

法学院有关法律硕士的管理规定并享受相应待遇的条件下，自其二年级起按照

法学院国际公法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和计划，与该专业法学硕士一年级学生合

并上课（国际公法专业硕士生必修课见附件 1），毕业论文在国际公法领域内选

题。本方向将为入选者选派导师（导师简介见附件 2），并在安排奖学金、助

研、助教及国际机构实习等方面，给予他们与国际公法硕士生同等机会。  

国际公法学科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为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简介见附件 

3）。该研究所将负责本方向学生的奖学金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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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拔标准和程序  

（一）申请条件  

凡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项目一年级学生，按期完成其培养计划且必修课程合格

者，均可提出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人将被优先考虑：  

（1）对国际公法有浓厚兴趣，并有志于从事国际法工作；（2）必修课（特

别是国际法课程）成绩优良；  

（3） 本科为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世界历史、外国语等专业；  

（4） 国家英语六级、托福、GRE 和雅思成绩等英语/外语考试优秀。  

  

（二）提交材料  

申请者应在法学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及有关证明文件，需要提交的

材料包括：  

（1） 个人中英文简历；  

（2） 个人陈述：包括本科及法律硕士第一学年的学习和活动经历、工

作经历（如有）、选择本方向的原因、未来职业规划等内容；  

（3） 法律硕士第一学年成绩单；  

（4） 外语考试证书和所获奖励证明文件复印件（如有）；  

（5） 国际公法相关研究成果复印件（如有）。  

  

（三）选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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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的选拔为申请材料审核+面试。通过审核的候选人参加面试，面试主

要考察法学基础、国际法基础和外语运用能力。根据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如果入选者同时被其他方向录取，且本人也选择其他方向，则排名在后的候

选人依次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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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业必修课程简介  

  

1. 国际法基本理论       64 课时   4 学分授课教师：白桂梅  

本课程目的及要求：  

    通过阅读必要的参考资料，对国际法的主要理论和问题，包括国际法理论学派

和国际法基本理论以及存有争议的国际法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以提高学

生的国际法理论水平，为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专题研究打好基础。讲授内容包括国

际法性质、国际法理论学派、国际法上的强行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

法主体问题、国际法上的承认、国际法上的武力使用问题、国际法与人类尊严

等。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相结合。课程开始阶段，由学生在授课范围选择一个题目

进行准备，在学期末安排适当时间进行演讲。  

考试方式：出勤及参与课堂讨论，15%；演讲，15%；期末论文（6000 字左

右），70%。  

  

2. 国际司法判例         64 课时   4 学分授课教师：李鸣  

本课程目的及要求：  

通过讲授和讨论国际法院的经典案例，增进对国际法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 

理解，掌握国际司法机构的基本知识，提高国际法律英文水平。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期末论文为主，结合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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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法实践   48 课时   3 学分授课教师：陈一峰 、易平 

本课程目的及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在于提高学生对中国国际法实践的了解与认知，并能

够结合国际法基本理论对中国国际法实践进行系统地整理、分析和判断。这对学

生加深对国际法体系理论和实践的把握能力十分重要。同时，对中国国际法实践

的系统收集、整理、分析也是中国国际法学者的责无旁贷的工作，所以这门课是

一门理论联系实践的必修课。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部分专题由学生准备资料并进行主题讨论。  

考试方式：以课堂表现和期末论文的分数作为最终成绩。  

  

3.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法   64 课时   4 学分授课教师：饶戈平 

本课程目的及要求：  

    教授学生了解、掌握国际组织法和联合国法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学习方

法及有关资料；指导学生精读一本英文原著，提高其专业阅读能力；组织课堂

讨论，培养学生的演讲和思辩能力；指导学生完成一篇课程论文，训练其论文

写作能力。  

教学方式：教员讲授与组织学生课堂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学生成绩由两部分组成：课堂讨论占 30%，课程论文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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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导师介绍  

  

1. 饶戈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78-1979 黑龙江大学本科；1979-1982 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82-今 北

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任教；曾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德国马普国际

法研究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日本东京大

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大学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第四任所长、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和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等职务。  

研究领域  

国际法、国际组织法、港澳基本法、涉台法律  

  

2. 龚刃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83-1985 日本国立北海道大学法学硕士；1985-1988 日本国立北海道大学法

学博士；1988-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任教；199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

院访问学者；1997 年下半年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2000 年 1 月-3 月 英

国诺丁汉大学法学院短期学习和研究；2005-2006 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  

国际公法、人权法  

  

3. 白桂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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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78 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本科；1979-1982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

硕士；1981-1982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法学硕士；1993-1997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

学博士；1982-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任教；1988-1989 加拿大达尔豪斯

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5－1996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9 年 8 月 

-9 月 赴瑞典隆德大学国际法与人道法研究所访问研究；2001 年 7 月 在牛津大

学继续教育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合办国际人权法暑期班讲学。多次参

加中国欧盟人权对话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人权对话并做主持人和主旨发

言人。  

研究领域  

国际法、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人权法   

  

4. 李鸣：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79-1983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本科；1987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硕

士；1989 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培训证书；1998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1983

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任教；1997-2009 北京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法学

院副院长；2012-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  

国际法理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5. 宋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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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198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1986-1989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

硕士；1989-1993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1992-1993 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

欧盟法硕士；1991-1993 中国—欧盟联合培养博士生；1983-1986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英语系任教；1993-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任教；2001-2002 美国

富布莱特学者（纽约大学法学院）；1997-今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2-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 

国际环境法、欧洲联盟法、条约法  

  

6. 易平：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6-2000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2000-2003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

士；2004-2006 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硕士；2006-2009 东京大学法学

政治学研究科法学博士；2009-今 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研究领域  

国际法史、战争法、国际组织法、海洋法 

  

7. 陈一峰：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0-2004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2004-2006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

士； 2006-2010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2007-2009 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2010-2011 芬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

学院博士后、 Erik Castrén 国际法与人权研究所访问学者；2013 年英国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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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法访问学者。2014 年起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同时为芬兰 Erik Castr én 国际法与人权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领域  

  国际法理论、国际法史、国际组织法、中国国际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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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是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法

学院）国际法教研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机构，1983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成

立，创始所长为王铁崖先生。研究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设立的第一个从事国

际法研究的专门机构，曾聚集王铁崖、赵理海、邵津和程鹏等老一辈杰出国际

法学者，他们的著述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所始

终坚持传播和发展国际法的宗旨，经常举办国际法论坛和研讨会，其经典项目

“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迄今已举办约 70 场。研究所与国内外国际法研究

机构和同行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研究所旨在促进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国际法理论和现实问题研

究；培养国际法理论与实务高端人才；开展国内外国际法学术交流活动；为政府

和其他机构提供专业咨询。  

研究所的职能包括开展“中国国际法国家实践”系列研究；负责北大本科、 

硕士和博士学生的国际法教学；主持“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举办“北大国

际法论坛”；主编《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支持北大国际法学生的学术和

实习活动；指导北大法学院学生参加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协助北大法学院图书

馆完善国际法文献资料。  

研究所现有的 7 名研究员均为北大法学院教师，包括：饶戈平、龚刃韧、白

桂梅、李鸣、宋英、易平和陈一峰，李鸣为所长，宋英为副所长。研究所还聘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特邀研究员。研究所设有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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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际法教学与研究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担任。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

研究所筹募资金，并审议所长提交的研究所年度工作及财务报告。  

研究所还十分关注国际法学生的个人发展，通过多项基金奖励成绩优异、综

合素质突出的学生，鼓励学生发表国际法论文或研究报告，资助学生赴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实习进修，并为学生安排各种助研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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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法律硕士国际公法方向教学培养计划（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