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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下设的虚体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中国法

治发展的宏观战略，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如何解决中国的法律规则

与国际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等重大问题，成为为中央高层提供决策建议的高端智库；研究全球

法治治理，提炼中国法治发展的理论和经验，成为推动法治中国学派发展的研究机构；与国际

上其他著名大学法学院合作，培养多层次复合型的高端人才，成为引领中国法律教育发展方向

的人才基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邱水平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

院院长，法学院强世功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一个跨院系、跨学科、从事政治与法律 

综合性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机构。中心归属于北京大学，于 2010 年 1 月成立，挂靠北

大法学院，由北京大学直属管理。中心主任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担任。 研究院与

中心旨在响应中国崛起对中国未来政治秩序和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中国民主、宪制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

运作进行理论总结。中心承担着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和人才培养的多重职能。 

北京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人才培养，依托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法

治研究中心的力量开展。针对北大法律硕士的特点，本专业设置了一系列高端课程，拟结合法

律硕士自身的本科专业，为国家培养相关领域的高端、复合型研究人才和治理人才。一方面，

中心通过经典著作的研读来培养广阔的视野，把握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向；另一方面，中心通过

严格的课程培训使得法律硕士掌握为政府部门独立撰写政策咨询报告，对相关政治议题提出专

业的解决方案的能力，让法律硕士同学在走向公务员岗位前就能掌握基本的政府治理技能与

政府公文报告书写，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专业每年定期组织“《法意》读书会”，“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以及“法律与公

共政策沙龙”，邀请知名学者、政策分析专家、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讲座，并与师生面对面

交流讨论。 

研究院和中心组织出版学术丛书六种：“法律与社会文丛”（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

“法治中国丛书”（苏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法文丛”（甘阳、赵晓力和强世功主

编，政法大学出版社）；“帝国与国际法”译丛（孔元、陈晓峰主编，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意看世界”（孔元主编，政法大学出版社）；“动态中国丛书”（强世功、章永乐主编，

中信出版社）。本专业的许多学生参与到相关著作的翻译和编写中。 

研究院和中心主编学术期刊三种：《法律和社会科学》（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政治

与法律评论》（强世功主编，法律出版社）和《法律书评》（苏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许

多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方向的法律硕士优秀毕业论文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研究院和中心组织编辑了一系列智库“内参报告”，包括《国家法治战略动态》、《中国

思想战略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研究动态》等。这些内参报告主要由研究院的博士、硕

士研究生承担编辑工作，呈送有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 

本专业独具特色地持续组织“读书小组”学习模式，通过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公共事件的

讨论共同提高师生的理论视野和分析能力，强世功、凌斌、章永乐、戴昕等老师均组织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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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读书小组，旨在让学员们在相互学习和探讨中理解经典著作，从而以更加深刻的视角来

观察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动态。 

研究院和中心的公共舆论平台“法意观天下”公共微信号

（PKUFAYI），已经成为政法领域中有思想品味的高端微信号，更是凝

聚本专业所有同学的友爱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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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方向介绍 
 

“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最早的专业方向之一。该专业依托

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为关注国家崛起、国家政策制定和

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搭建一个学习、交流、训练和促进的综合性平台，重点培养学生的

领导视野、服务社会的意愿、合作互助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目前已经有 100 多名毕业生。 

“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强调跨学科学习，尤其强调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

等对法学影响，培养学生宽广的学科视野和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从而在未来的岗位

中能够拥有北大法律人对于宏观政治历史问题和具体公共政策问题独到深刻的观察与分析。 

“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有三门独特的核心课程：其一“法律与公共政策”课程旨在培

养学生独立收集研究资料和撰写专题报告的研究能力，为未来公文报告的撰写和公共事件处

理预备扎实的工作技能。其二“普通法（公法）”，该课程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合作开设，其

中优秀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律师楼实习。目前，“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方向已有很

多学生通过该课程加入香港律师事务所，选择在香港做执业大律师。其三“法律和社会科

学”，该课程以交叉学科的方式研究法律，旨在引导学生突破法条主义的传统教学方式，扩

展视野，理解法律与公共政策背后的社会科学意涵，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思路，以社会学的分

析方式来理解当下的法律和公共政策。 

“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有两个重要的辅助培养方案：一是指导学生撰写各领域的动态

报告，成为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和撰写政府内参报告的高手。二是通过“法意观天下”微信公

号不仅培养管理、运营和沟通协作能力，而且培养翻译、撰写评论、采访等各种能力。 

“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有十余位来自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律所、银行、企业的

业界人士担任校外导师，参与中心活动，指导学生论文。 

历年中心学生的职业选择方向包括：党政机关公务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公

司、银行、律所从业人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第三部分：师资介绍——校内导师（序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1.  陈端洪 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1995 年-1996 年在伦敦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1995 年悉尼大学访问学者，1997 年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宪政原

理、香港研究。研究成果：出版《中国行政法》《宪治与主权》《行政法》（译著）等著作，

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宪政原理、港澳基本法等。 

 

2.  陈若英 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硕士（LLM）、法学博士（J.S.D.），牛津大学法

学硕士(M.Juris.)。曾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奥林法律经济项目研究员、 

访问讲师和访问助理教授。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曾在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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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khaus Deringer)北京和香港办公室工作五年有余，从事涉外并购、资本市场、金融不

良资产的处置、中国企业改制/海外上市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方面的法律工作。研究领域：

商法、法律经济学、财产法、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国外金融

期刊发表文章若干。讲授课程：商法概论等 

 

3.  戴   昕  长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法学（社会学专业）双学士，杜克大学法律博士（J.D），芝加哥大学法

学博士（J.S.D）。曾任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纽约、香港办公室专职律师，中国海洋

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律经济分析、法律与社会、信息隐私法、网络技术

与社会治理、比较法等。研究成果：出版《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年代》（合译）

《规制中的公共利益》（独译）《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合译），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

课程：法理学、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人工智能等。 

 

4.  胡   凌  预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哲学双学士、法学硕士，香港大学法学博士（Ph.D）。曾任上海财经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

较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杨浦区法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法律理论、网络法。研究成

果：在《中外法学》《法学家》《东方法学》发表论文多篇。讲授课程：法理学专题、法律

与公共政策等。 

 

5.  李红海  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2005 年-2006 年剑桥大学法

律系访问学者。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普通法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英国普通法、

英国法律史、外国法制史。研究成果：出版《普通法的历史解读》《英美法原论》（合著）

《司考十年反思录》（合著）《英国普通法的诞生》（译著）《英格兰律师职业阶层的兴起》

（译著）《大宪章》（合译）《英格兰宪政史》（译著），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外

国法制史、英国普通法概论、判例法专题、英国宪政史、西方法治思想史等。 

 

6.  强世功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2001 年-2002 年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4 年-2008 年借调至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工作。目前担

任北大社科部部长，北大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北大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

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香港研究。研究成果：出版《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

《法律人的城邦》《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的现代型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中国香

港》《惩罚与法治》等多本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学

经典著作选读、法律与公共政策等。 

 



 

10 

 

7.  凌    斌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LLM）。研究领域：法

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侵权法、慈善法、体育法。研究成果：出版《法治的代价：

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法治的中国道路》《中国法学时局图》《法科学生必修课：论文写

作与资源检索》等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法理学、法律写作与检索、法学论文

与方法等。 

 

8.  阎    天  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LLM）、法学博士（J.S.D）。目前

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耶鲁大学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方向：美国宪法、社会法、劳动法。研究成果：出版《美国劳动法的诞生》《如山如何——

中国劳动宪法》《知向谁边——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劳动关系》《川上行舟——中国平等就业

法引论》等学术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宪法案例研习、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 

 

9. 章永乐 长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西方法律/

政治思想史、古希腊罗马史、近代宪政史，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成果：出版《旧邦新造：

1911－1917》《经略》（合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著），

并发表多篇论文。讲授课程：法律与公共政策等。 

 

10. 朱苏力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商法税法硕士，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法律交叉学

科研究博士。1999 年-2000 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0 年 4 月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

者。研究领域：法学理论、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司法制度等。研究成果：出版《法治

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等多本著作、译著及论文 200 余篇。讲

授课程：司法制度研究、法理学、法社会学等。 

 

第四部分：师资介绍——校外业界导师（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自 2011 年开始，中心聘请了实务领域中的专家担任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法律硕士的兼

职导师，协助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导学生的学习、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等。目前聘请的兼职导

师包括： 

程晓峰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冯   巍 国务院港澳办前副主任 

郭璐璐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 

贺小荣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孔   元 社科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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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庆 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青 锋 原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司司长 

徐广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钟东波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 
 

第五部分：方向专业课程简介（详见 2017 级最新教学计划） 
 

 

专业必修课程（共计 12 学分） 

1．法律和社会科学（合上 02910242） 3 学分 

 课程以交叉学科的方式研究法律，突破法条主义的传统教学方式，扩展视野，理解当代 

社会与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课程引导学生熟悉法律与公共政策背后的社会科学意涵，熟悉

和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思路，进而学生能够以社会学的分析方式来理解当下的法律和公

共政策，在未来的公务员职业生涯中能够更好地为政府治理作出完善的咨询报告。 
 

2．普通法精要（公法）（02911510） 3 学分  

普通法精要（公法）课程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与香港大律师公会联合开设，旨在为法学院 

学生系统讲授普通法知识。课程于 2010 年首次开设。课程包括普通法导论和普通法案例，

导论部分将讲述英国普通法的来源和概况，案例部分由在香港长期从事普通法实践工作的执

业大律师讲授普通法的基本理念、原则、制度、程序，并就具体案例展开分析、讨论。课程

优秀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到香港实习。 
 

3．法律与公共政策（02911450） 3 学分  

本课程以当前公共政策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教授法律硕士同学就某一公共政策问题 

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并进行具类似政府报告的文书写作。本课程力图使法律硕士学生充

分利用自身的跨学科优势，结合法律的思维，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公共政策，并且出色地

完成课题分析报告。课程试图培养学生收集、整理、分析公共政策热点的能力；思考和处理

政治与公共政策问题的能力；撰写政府报告的能力。 
 

4.  法学经典选读（合上 02911300） 3 学分 

课程目的是指导学生精读法学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经典判例和经典法律本文，从而树立 

起经典意识和精读经典的习惯，由此不断积累，塑造中国的法学传统。具体而言，课程包括

三部分内容：一是西方法学经典，尤其是西方不同法学流派的经典著作；二是中国古代经典，

包括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法律的论述；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典，包括当代的经典著作。在授

课方法上，每一学期的课程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着重点在于理解经典著作的问题意识，以

及阅读经典著作的基本方法等。 
 

专业限选课程（要求从下列课程中至少选修 8 学分） 

1．比较法研究（合上 02901030）       3 学分 



 

12 

 

 针对有关法律比较的专门问题，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予以讲授和讨论，引导学生掌握比 

较法的研究方法和对比较法问题的理解。 
 
 

2.  宪法案例研习（合上 02911301） 3 学分 

 本课程选择有代表性的美国宪法案例作为系统研读内容，这些案例都涉及到国家宪法理

论以及政治哲学中的重要主题。希望学生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细致研读和文献阅读，了解美国宪

法并通过美国宪法来认识美国，同时掌握三种基本能力：法律逻辑和思维能力、对政治问题的

宪法思考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 

3.  法理学专题（合上 02910240） 3 学分  

本课程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双百”方针，

重点研究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4.  司法制度研究（合上 02901050） 3 学分 

课程在全面了解中西司法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的有关问 

题，力求深刻理解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提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司法理论，为未来的公检法职 

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司法理论基础。 
 

5.  法律经济学（合上 02911660）      3 学分 

 本课程引导学生掌握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而能够运这些原理和方法分析制 

度变迁与规则选择，从而使学生能够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和探索中国法治构建和社会转型中的 

现实问题。本课程将围绕对经济学原理与法律经济学方法的传授和训练，结合个案分析展开。 
 

6.  宪政原理（合上 02917400）        3 学分 

本课程引导学生掌握宪法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而能够运这些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和

西方的宪法制度运作与变迁。 
 

7.  法学论文与方法（合上 02910081） 3 学分  

以法学论文入手，为同学们讲授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要点和方法，希望法科学生掌握论

文写作的思路和结构，并通过法律检索完成论文资料收集，旨在为法科学生撰写学术论文 提

供引导和帮助。 
 

第六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人数和我中心的实际承受能力，计划每年接受 

15-20 名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的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选拔标准： 

1．在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的必修课程，并且成绩为优良的，对

法律与公共政策专业方向有浓厚的兴趣的法律硕士生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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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英语已经通过国家六级考试或者具有相当于此等水平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二）选拔程序： 

1．审查书面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包括个人简历、英语水平证书。 

2．面试（视报名人数而定，超过计划报名人数根据情况增加面试）。 

3．录取。按照综合排名择优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