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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政治大学法学夏日学院计划书 

 

一、 计划名称： 2019年政治大学法学夏日学院 

二、 主办单位： 政治大学法学院、指南法学文教基金会 

三、 执行单位： 政治大学法学院中国大陆法制研究中心 

四、 活动时间： 2019年 7月 14日至 7月 27日 

  五、 计划目标： 

政大法学夏日学院已成功举办过七届，即将于 2019 年迈入第八届；在深获

各界好评之余，本院仍精益求精，希望从丰富的经验中再接再厉，务必达成以下

目标： 

 

   1. 促进大陆法律学子了解台湾法制与社会现况: 

           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因政治局势使然，双方人民长期对于彼此的政

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不仅了解不深，甚或有些误解。近二十年来，由于两岸

人民在经贸、旅游等各个方面往来频繁，逐渐凸显出相互认识与研究对方法

制的必要性。在大陆上，尽管日益渴望熟悉两岸法制的专业人才，但年轻学

子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乃至于两岸法制的差别及其相互间的

关系与影响，仍然欠缺有效的学习管道；对于台湾的社会现况以及民众的想

法，更是懵懵懂懂。为了增进大陆年青学子对于台湾法制的了解，并且对台

湾社会的现况有更正确的认识，政大法学院特别精心筹办本项活动，热情邀

请有志学子前来本校，在学习台湾法制之余，也亲身体验台湾社会的风土民

情。 

 

    2. 奠定两岸法律学人良性互动的基础: 

    本活动在促进大陆法律学子对于台湾法制以及台湾社会（政治民主、

经济自由、文化多元）有更多认识之余，也期许本院教师本于教学相长的 

态度，加强在课堂上与大陆学生的互动，除了可以更确切地掌握大陆学生

的学习需要，从旁协助外，也可从中认知两岸的法制差异，进而为构筑两

岸存异求同或者化异求同的法治对话管道做出贡献。今日的学生便是 未

来的栋梁，着眼于他们的未来性，本活动绝对可为往后两岸法律学人的 

长期学术交流奠定良好厚实的基础。 

 

    3. 建立两岸学生交流沟通与联系管道: 

   除了法律专业的研习之外，主办单位安排政大法学院学生担任队辅，

与来台的大陆学生一起生活，既能带领陆生体验政大的校园生活，又能善

尽照顾义务，维护其人身安全。不仅如此，还可使两岸学生相互认识、相濡

以沫，并建立情感。为两岸学生筑起沟通与联系的桥梁，进而促进两岸年

轻法律学子的相互交流与彼此学习。让来台陆生一方面严肃地感受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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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洗礼，另一方面还可轻松地与台湾学生交流，互通有无。从中，必能

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发展与良性互动，共创双赢。 

 

六、预定参加人数、学校、征选方式及主办单位所提供之设备： 

   （一） 预定参加人数：本夏令营将邀请大陆地区高校法律系学生，来台研习二

个星期。 

   （二） 学员征选方式：由各个高校自主决定。 

   （三） 主办单位提供之设备：课程期间之住宿、床垫、薄被、部分伙食、参访交

通车、活动手册、必要教材以及旅游平安保险等。 

 

七、活动计划书 

   （一） 活动内容 

     1. 课程研习：本活动为期二周，总计有 30 个小时的课程研习，包括「法

律专业课程」以及「通识课程」。在法律专业课程部分，主办单位除了

特地商请前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大法官，在开幕式之前发表专题演讲

之外，将由政大法学院六大研究中心各提供 3 个小时之课程，另邀请

审、检、辩三方代表举行座谈会，介绍台湾司法体系之相关程序与运作方

式，共 24 个钟点的法律专业课程。在通识课程部份，主办单位安排了

2 堂课程，并精选本土励志性电影或记录片供同学们欣赏，希望藉此

让学子们在学习台湾法制之余也能更深入了解台湾。 

 

    2. 观摩见习：法律贵在实践，本活动将安排学员参访法院、公益团体

（NGO 组织）、知名企业等相关公私机构，以了解台湾法律实务以及经

贸产官学界之运作情形。 

 

    3. 生活照顾：主办单位将先期遴选法学院优秀学生，并做好行前教育，

让他们在活动期间引导、陪伴来台陆生，提供最到位的生活照顾。同

时，本校有相当优质的运动设施以及图书设备，足以提供学员们搜集

专业文献，并且在课暇之余从事健身活动。除此之外，在医药卫生部

分，本校设有卫生保健中心与心理咨商中心，学员若有身心不适，将

可立即获得应有的基本治疗。 

 

    4. 颁发结业证书：课程结束后，主办单位将举行正式的结业式，制作精

美的结业证书一一颁发给学员，并比照政大法学院院友，建立通讯

簿，以利往后的沟通联系，持续累积交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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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动方式 

    1. 主办单位将按各校搭机抵台的时间，派遣专人、专车至机场接送学员

到政治大学，完成入住手续。课程第一天将商请前任司法院副院长苏

永钦大法官莅临演讲，让来台学员旋即感受当代法学大师的魅力与学

养。接下来，再由政大师长主持开业式，正式开启为期二周的学程。

于开业式后，将由各队队辅带领学员们认识政大环境，进行校园导

览，同时解说在台生活的各项须知。当天晚上备有欢迎餐会，让学员们

感受政大法学院的热忱欢迎。 

 

    2. 第二天起，例行性课程展开。每日早餐时段，主办单位将备妥早餐，

并请各队队辅利用用餐时间与学员们交换意见，藉以了解学员们在台

的生活情形。每日上午课程预定于九点上课，十二点下课；下午课程

预定于二点上课，五点下课，若属校外参访行程，则将由专责老师带

队、队辅陪同，专车接送学员至预定地点。 

 

    3. 除了参访行程之外，本次活动也会安排大台北地区著名景点参访，例

如：故宫博物院、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兰杨博物馆等。 

 

    4. 于课程结束后，学员们可以参加台湾的旅行团，规划环岛旅游，饱览

宝岛各地的自然美景和风土民情，体验台湾人热情好客的特质，亲自

见证「台湾最美的是『人』」这句耳熟能详的描述。 

 

   （三） 环台旅游 

    视各校需求，于两周的政大课程结束后，可由旅行社安排数日的环台旅游

活动。 (团进团出为必要，需于抵台前 1个月决定。) 

 

 

 

 

 

   （四） 行程表（暂定） 

日期 时间 预定行

程 

第一天 

 

7 月 14日（日） 

15:00~16:00 抵达桃园机场，专人、专车接送至政治大学 

16:00~18:00 入住政治大学宿舍（各组分队、认识队辅） 

18:00~20:00 简述校园环境、采买生活用品、连接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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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7 月 15日（一） 

07:00~08:00 早餐 

08:00~10:30 上课一（苏永钦大法官发表专题演讲） 

10:30~12:00 开业式（政大法学院师长致词） 

12:00~14:00 欢迎餐会 

14:00~17:00 校园导览 

第三天 

 

7 月 16日（二）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二（基础法中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上课三（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况） 

第四天 

7 月 17日（三）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四（财经法中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上课五（刑法中心） 

18:00~21:00  励志性电影欣赏 

第五天 

7 月 18日（四）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六（公法中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参访故宫 

第六天 

7 月 19日（五）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七（劳动法与社会法中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参访机构 

第七天 

 

7 月 20日（六） 

自由活动 
第八天 

 

7 月 21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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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7 月 22日（一）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参访地方法院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参观兰阳博物馆 or宜兰传统艺术中心 

第十天 

 

7 月 23日（二）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八（民法中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参访机构 

第十一天 

7 月 24日（三）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九（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况） 

12:00~13:30 午餐 

14:00~17:00 阳明山擎天岗 

第十二天 

7 月 25日（四）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上课十（审检辩实务座谈） 

12:00~13:30 午餐 

14:00~17:00 参访机构 

第十三天 

 

7月 26 日（五）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结业式 

12:00~14:30 饯别餐会 
 

 

 

    

 

 

 

第十四天 

7月 27 日(六) 
赋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