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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 
1311 Miller Drive 

Coral Gables, Florida 33146 
United States 

立即注册  

 

 

谁应该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 

法律英语和技能课程是专为希望提高法律英语语言和法律技能的律师们提供

的，这个为期两周的体验式学习计划可以让您: 

• 提高法律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 
• 建立美国基本法律技能的基础 
• 了解美国法律教育并体验法学院 

本课程提供了一个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法律学生和律师们一起参加
迈阿密法律界的职业社交和社会活动及参观的机会。 

  

谁可以参与？ 

学生要求-课程的学员必须是原籍国的法律专业学生或近期毕业生。 

 
英语水平-必须具备中级到高级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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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涵盖哪些专题？ 

每周专注一项特定技能, 
包括一个法律技能、法律英语课程和两个法律专题讲座, 
旨在让学生学习美国不同法律领域。 每个星期五或者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

业/社交活动。活动可能包括参观法院和会见法官, 访问政府机构, 
参观当地的艺术博物馆, 参加一个大型的联盟棒球比赛和/或校园内外的交流

招待会。 

第一周–学生会阅读和理解案例法律, 以及将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第二周–学生将专注于谈判, 解决争议, 
提高口语沟通能力。讲座可能涵盖国际学生感兴趣的领域, 
如国际仲裁、跨境税收、交易技能或娱乐法。 

 

课程表: 10 天计划 
第 1 周: 2019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一) 至 7 月 19 日 (星期五) 
星期一 

上午 8:30: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阅读和写作-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阅读理解美国法律文本, 普通法律词汇和书写法律文本。 

上午 11:30-下午 1:00: 法律专题 1: 娱乐法-Harold Flegelman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harold-flegelman


星期二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阅读和写作-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阅读理解美国法律文本, 普通法律词汇和书写法律文本。 

上午11:30分至下午 1: 00 法律技能: 阅读和理解判例法- Renee Schimkat 

这部分课程将解释判例法在普通法制度中的重要性, 
并教学生如何阅读和分析美国的司法见解。学生将回顾几点见解, 并进行法律实

务分析练习。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三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阅读和写作-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阅读理解美国法律文本, 普通法律词汇和书写法律文本。 

上午11:30分至下午 1: 00 : 法律专题 2: 跨境税务-Patricia Brown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四 

上午 8:30: 早点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k-renee-schimkat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patricia-brown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阅读和写作-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阅读理解美国法律文本, 普通法律词汇和书写法律文本。 

上午11:30分至下午 1: 00 法律技能: 阅读和理解判例法-Renee Schimkat 

这部分课程将解释判例法在普通法制度中的重要性, 
并教学生如何阅读和分析美国的司法见解。学生将回顾几点见解, 并进行法律实

务分析练习。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五 

周五将安排职业/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地方

公布。活动可能包括参观法院和会见法官, 访问政府机构, 
参观当地的艺术博物馆, 参加一个大型的联盟棒球比赛和/或校园内外的交流

招待会。 

 

第二周: 2019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一) ~ 7 月 26 日 (星期五) 

星期一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口语交流-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学生将在法律情景下提高他们的英语口语交流和听力理解能力。 

上午 11:00-下午 1:00: 法律专题 1: 交易技巧-Carmen Perez-Llorca 

下午 1:00:午餐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k-renee-schimkat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carmen-perez-llorca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二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口语交流-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学生将在法律情景下提高他们的英语口语交流和听力理解能力。 

上午11:30 –下午 1:00: 法律技能: 利用谈判来解决争议-Renee Schimkat 

本部分课程将涵盖筹备和进行和解谈判所需的基本技能。最后, 会安排

以违约纠纷为基础的模拟谈判活动, 
学生将在模拟谈判中练习口头辩护和其他谈判技巧。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三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口语交流-强化英语课程老师 

学生将在法律情景下提高他们的英语口语交流和听力理解能力。 

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 1时: 法律专题 2: 国际仲裁-Sandra Friedrich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k-renee-schim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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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上午 8:30: 早点 

上午 9:00-上午 11:00: 英语: 律师口语交流-强化英语课程老师学生将在法律情景

下提高他们的英语口语交流和听力理解能力。 

上午11:30 –下午 1:00: 法律技能: 利用谈判来解决争议-Renee Schimkat 

本部分课程将涵盖筹备和进行和解谈判所需的基本技能。最后, 会安排

以违约纠纷为基础的模拟谈判活动, 
学生将在模拟谈判中练习口头辩护和其他谈判技巧。 

下午 1:00:午餐 

下午2：00至 下午 5： 00: 有待确定 (一些下午/晚上, 会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 

  

星期五 

周五将用于安排职业

/社交活动。具体活动、日期和时间将在离活动日期更近的时候公布。活动可能

包括参观法院和会见法官, 访问政府机构, 参观当地的艺术博物馆, 
参加一个大的联盟棒球比赛和/或校园内外的网络招待会。 

  

位置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1311 Miller Drive 
Coral Gables, Florida 33146 
United States 

  

https://www.law.miami.edu/faculty/k-renee-schimkat
https://goo.gl/maps/mtTrVkRwmdG2
https://goo.gl/maps/mtTrVkRwmdG2


费用 

课程费用: 2, 500 美元 

包括所有课程材料、早点、午餐、场外活动的任何门票或入场费, 
以及根据需要前往指定活动的交通费用。 

  

立即注册  

 

住宿 

法学院在迈阿密大学校园预定了数量有限的单人和双人宿舍, 这些宿舍

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 可以大幅降低每晚的住宿花费。为您规划的目的, 
房型和当前价格如下: 

• 双人共用客房-每人 35 美元/晚 (带共用卫生间) 
• 双人间 (不共用)-$52.00 美元/晚 (带共用卫生间) 
• 单人间-$59.00 美元/晚 (带一个私人卫生间) 

(预留房屋的链接和步骤将在参加该课程时提供给学生, 
届时您的房间偏好、日期、和室友等都可以最终确定。) 

如果你更喜欢住在校外, 附近的酒店可以用迈阿密大学的校园折扣, 协商好的价

格。这些酒店的列表和价格将在您的欢迎信中提供。 此外, 学生还可以利用

Airbnb 和 VRBO 联系一些经济舒适的, 个人或共享住宿的方式 。 

 

更多信息或疑问 

请联系法律职业项目主任 Hakim Lakhdar, 请通过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全球暑校的

电子邮件地址:mlgsa@law.miami.edu. 

http://attend.com/G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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