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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概况—发展简史



现有专任教师39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12名；

高级职称比例为49%；具有博士学位的13人，硕士学

位20人，在读博士1人；博士学位比例为33.3%。

具有6个月以上境外访学经历的老师现有3名；2名

已经取得访学资助资格。

一、学院概况—师资队伍



现有学生数为970人(2014-16级)，法

学专业人数为679人， 其中海商法方向学

生数为179人。

一、学院概况—学生情况



二、专业概况

法学专业始于2003年招生，

迄今已有14年的办学历史。

另设有海商法方向。该方向原设

于航海学院（2005年），后于

2008年调整至法学院。

2009年，法学（海商法方向）

获评省级特色专业。

知识产权教育与研究中心

海洋与海商海事法研究中心

研
究
机
构

民商与海商法学

基础法学

教
研
室



专业定位

面向行业，以复合型、实践型法律职业人才为培养目标

面向地方，参与地方法制建设，服务地方法治发展

面向海洋，依托集美大学涉海专业优势，以海商海事为学科特色



获评省级特色专业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

理事单位

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
委员会会员单位

福建海峡法学论坛

理事单位

专业优势

依托航海等传统优势
涉海学科、与英国南
安普顿大学、斯旺西
大学等国际知名海商
法研究中心建立合作
关系

中国海商法教育联盟

理事单位



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28人，其中教授3名，副

教授8名；具有博士学位的8人，硕士学位

14人，在读博士1人；双师型教师（兼职执

业律师）14人。具有6个月以上境外访学经

历的教师为2人。

1位外国专家，4位客座教授，19位兼职

导师（来自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



教师

个人

资历

专业

团队

力量

厦门青年五四奖章1人

厦门市优秀教师1人

2位教师入选福建
省高校杰出青年科
研人才培育计划

集美大学首届最受喜

爱的十大教师2人

多位教师担任市
区两级普法讲师
团成员

14位教师具有律
师执业资格

5位教师担任法院

人民陪审员



三、教学工作—课程设置

• 核心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

会保障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 海商法方向专业课程：海上运输法、海上保险法、租船实务与法律、船舶物权

法、海事侵权法、海上避碰规则、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海事诉讼与仲裁等

• 特色课程：案例研析、法律诊所教育、法律实务技能、模拟法庭、法律英语等



2014年9月法学院正式启动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试点工作。根据法学学科特点及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方式

方法改革，进一步夯实学生的法学基础理论

功底，增加实验实训时长，聘任校外兼职导

师指导学生日常学习研究，强化学生实务能

力培养与职业技能提升 。

2015年聘任19位校外兼职导师

2014年获得校级立项

实践性教学模式改革



01 校内外双导师制

02 夯实法理基础

思明法院滨海法庭调研

经典法学名著导读



03 开设特色课程

04 强化法律实务技能

 法律英语
 案例研习
 诊所教育
 经济与管理学原理

 模拟法庭实训
 双论文
 1年实习周期
 案例研习沙龙（实务专家）



法学院拟启动“一带一路”战略下涉外卓越法律

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改革。

改革基础：

 海商法专业特色

 卓越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多年

 我校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频繁

发展思路：实施3+1+1人才培养计划



教改成果

李绍平教授带领的教学团队（高波、王晓怡、

蔡莉妍、苏志明）承担的教改项目《实验实践教学：

海商海事法课程创新》获得福建省第七届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2015年学院启动在线开放课程、慕课建设项目。

 获得国家级创业类慕课建设项目1项

 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1项



2007. 01

模拟法庭实验室

法律诊所教育实验室

法律援助实验室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实验室

实习与实训



法学院模拟法庭建于2007年，位

于吕振万楼三楼。模拟法庭分为审判

区和旁听区，面积约150平方米，能

同时容纳150名左右的学生参与模拟

法庭活动。配置有电脑、投影仪、国

徽、法袍、法槌、律师袍、警服、戒

具等模拟法庭所需的设备设施，设备

比较齐全，功能相对完备。目前，学

校正在建设新的数字化模拟法庭。

2016年盈科杯模拟法庭辩论赛



2015年5月承办“大成杯”青年律师
模拟法庭辩论赛华南区初赛

2016“毅诚·DCCR杯”知识产权模拟法庭比赛



专业见习

法学（海商法）专业的人才培养、教学科研

紧密依托我校航海、轮机学院等涉海学科的教学

实施及实验平台。通过实验模拟，学生能够更深

入地了解船舶，认识海洋，接受海洋文化熏陶。

集美大学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船舶模拟器



参观厦门远海全自动化码头2017.6

参观厦门航运交易所2017.6

参加海事法院开放日活动 2017.6



法律援助与法律志愿者服务

以工作站为前端，接入厦门市法律援助、及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学生们实际接触法律实务，

了解社会现实，在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普法宣

传等活动中历练成长。

 2007年12月授牌成立法律援助中心集美大学工作站

 2015年11月授牌成立中国（厦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集美大学工作站



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法学院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

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等单位签订了实

习基地、现场教学基地和共建单位协议书。

为学生的专业理论学习、实务训练与教师的

教学科研提供了重要保障。



共建实践基地一览表（截至2017.5）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厦门海事法院

厦门市司法局 厦门市知识产权局 思明区人民法院

湖里区人民法院 湖里区人民检察院 集美区人民法院

集美区人民检察院 同安区人民法院 同安区人民检察院

集美区司法局 海沧区司法局 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

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福建灜坤律师事务所 厦门易法通法务信息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纵向课题项目52项

经费51.85万元

横向课题项目37项

经费314.8万元

学术论文46篇

学术专著1部/译著1部

编著1部

学术成果

四、学术研究（2012-17年）



科学研究—科研获奖（近五年）

01

02

03

04

2016.11 第十届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奖——

郑贤宇：《高等院校依法治校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厦门大学经验为借鉴》

2016年“建设法治福建巾帼行动—性别平等理念下的妇女权益保障研究”论文二等奖

王勤芳、许翠霞：《任何人都不能从不当得利中获利—论代孕龙凤胎案的当与不当》

2015年 马克思主义工程系列 精彩一课——

王勤芳：《法理学》

2013年 第九届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许翠霞： 《比较法视野下的非金钱损失赔偿》（译著）

2013年 第九届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郑贤宇： 《论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

05



博识讲坛

法学院积极营造学术氛围，开设博识

讲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进行学术

交流、举办学术讲座。自2014年以来，已

成功举办30期，来自英国、瑞典、台湾地

区的多位海商法、商法学教授在这里分享

了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截至2017.7）



学术会议

近年来，法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海峡两岸文化

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新形势下中英海商法人

才培养模式研讨会等系列学术会议，促进了我院师生

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截至2017.8）



海商法律系列丛书出版计划

2016年1月20日，法学院与厦门大学出版

社举办集美大学海商法律系列丛书出版签约仪

式。在十三五规划发展期间，学院将推出集美

大学海商法律系列丛书，通过资助一系列海商

法律专著出版，培育一批课题项目，建设一支

卓越的海商法学术团队，进一步提升我院海商

法专业在学界的影响力。

（截至2017.3）



专业实训专业导入 专业体验 专业输出

毕业实习+专业实习

模拟实训

专业教育

师生面对面

导师制

法律援助/社区普法

法律文化节/博识讲坛

创业创新教育

倾听·成长校友职业发展分享会

五、人才培养



学生成长掠影—法律文化节

步道法林，拮法理精魄于朝露；

问道法海，掬法治骨血于碧浪。

寓法于景，春和景明映铮铮法魂；

普法以文，笔妙文雅书拳拳法心。

诚毅为帆，帆帆破浪；

法治偕行，步步生花。

——2015法律文化节



法学院辩论队正式成立于2001年，历经十五载风雨

春秋，是全校闻名的学生辩论队。建队以来，参加十七

次集美大学大学生辩论赛，获八次冠军，四次亚军，一

次季军。法学院辩论队秉持“习法正身，明辨修德”的

理念，致力于营造文明、健康、规范的辩论氛围。辩论

队现设总教练、领队、队长、副队长等若干职务，拥有

校内一流的团队建设者、人才储备圈和专业资源库。法

学院辩论人用十五年证明了自我的努力与坚守，成就了

集美大学历史上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学生成长掠影—辩论队



第十六届校级大学生辩论赛获得冠军



模拟法庭辩论赛是法学院法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的

重要平台。法学院每年举办集美大学模拟法庭辩论赛

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我们的学生也积极参与省内外

大学生模拟法庭的重要赛事。如福建省高校模拟法庭

辩论赛、厦门大学主办的联合信实杯等等，均取得了

优秀成绩。（截至2017.3）

学生成长掠影—模拟法庭辩论赛



法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学术能力培养，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竞赛、申报各类课题项目。近年

来法学专业学生参加国家版权局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版

权征文比赛，屡获佳绩。申报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2013-2017年），获得国家级立项9项、省级立

项19项。我院组织学生参加“天衡杯”高校法律文书

写作大赛，学生表现优异，学院获最佳组织奖。

（截至2017.7）

学生成长掠影—学术科研



吴潇潇同学撰写的《厦门自贸区知识产权

保护研究》入选2016年《厦门法学文库》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一览表（2013-2017年）

项目名称 级别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年度

“小产权房”问题研究-以厦门为例 省级 李沁诗 肖金发 2013

厦门企业商号使用规范机制实证研究 省级 陈丽萍 罗施福 2013

厦门市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情况调研 省级 张明秋 许翠霞 2013

大学生兼职的权益保护对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国家级 李梦琳 吴贵森 2014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家级 杨张洁 肖金发 2014

发展邮轮经济蕴含的法律问题 国家级 郑慧敏 李绍平 2014

如何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统一 省级 肖颖 周振春、肖金发 2014

餐厨垃圾处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省级 郭燕清 罗施福 2015

厦门市公共停车位的收费现状、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省级 吴丽丽 孟媛媛、罗施福 2015

船员权益与保护 省级 何淑媛 李绍平 2015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省级 林芳 张玲、肖金发 2015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国家级、省级 裴利 肖金发 2015

关于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的法律分析 国家级、省级 李佳瑶 许翠霞 2015

浅析农村自建房屋的流转问题 国家级、省级 黄鑫 肖金发 2016

航海安全法规体系研究 国家级、省级 陈夏妍 李绍平 2016

论我国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的相关问题——以福建省为例 省级 吴盈莹 许翠霞 2016

P2P 网络借贷的法律困境及其法律规制 省级 戴慧琳 吴贵森 2016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一览表（2013-2017年）

项目名称 级别 负责人 指导老师 年度

违章搭建的对策研究——以厦门为例 国家级 省级 庄玉玲 肖金发 2017

大学生志愿者权益保护 国家级 省级 纪培锴 孟媛媛
2017

我国建立“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省级 朱乐遥 许翠霞
2017

裸条借贷的法律问题研究 省级 丁忆童
郭文才
孟媛媛

2017

共享单车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厦门为例 省级 刘玉梅 罗施福
2017

合计： 9项国家级 19项省级



法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国际化培养工作。近年来，

陆续与英国斯旺西大学、南安普顿大学签订了3+1+1、

4+1交流项目；与美国托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学生

可直接申请2年制的JD项目；与台湾政治大学签署姊

妹院合作协议。

学生成长掠影—访学交流

2013级林芳参加斯旺西3+1+1交流项目

2017.7学生赴台参加法学夏日学院



法学院学生积极参与普法宣传活动。普法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处处可见我院师生的身影。我院与同安区

人民法院依托同安工业集中区，共建法治学院，举办法制

讲堂、开展普法宣传，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2017.3）

学生成长掠影—普法宣传活动



2014年4月26日

2015年4月26日

我院连续四年与厦门市知识产权局、集美区科技局

联合主办4·26知识产权宣传活动，日益成为我院学生普法

宣传的品牌活动。



2016年4月26日-集美大学“DDR·毅诚杯”知

识产权模拟法庭比赛

2017年4月26日——厦门地区高校

“毅诚杯”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竞赛



就业创业

近三年，法学专业年度毕业率维持在90%左右，主要就业方向为机关事业单位、

律师事务所、国企、外企和私企。升学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主要升学方向为上海

海事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部分学生选择出国深造。近年来受国家

政策影响，自由职业比例也呈现逐年攀升的情况。两大就业亮点：

考取机关事业单位的比例超过15%01

扎根基层就业—选调选聘生考录和“三支一扶”比例在全校名列前茅02



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序号 姓名 录取学校

1 杜童心 厦门大学 15 裴利 上海海事大学

2 颜琬滨 湘潭大学 16 王晨阳 上海海事大学

3 陈琬玲 浙江工商大学 17 林玉芳 大连海事大学

4 雷杰 云南师范大学 18 庄佩岚 福建师范大学

5 杨志航 西南政法大学 19 周梦杰 华东政法大学

6 李春来 郑州大学 20 林秦 上海海事大学

7 姚阿敏 南开大学 21 施思思 上海海事大学

8 张艺 福建农林大学 22 王倩 上海海事大学

9 余晖 湘潭大学 23 李明灿 上海海事大学

10 徐宁波 中国政法大学 24 杜瑶 昆明理工大学

11 刘哲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5 曾显珊 福建师范大学

12 王昱 厦门大学 26 周思宇 云南大学

13 严小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7 赵斯佳 华东政法大学

14 许俊星 哈尔滨商业大学 28 李蕾 华东师范大学

今年考研人数成果创新高（截止2017.4.24）



六、专业发展规划（2016-2020）

专业建设：

迎接专业评

估，不断提

高本科教育

的办学质量

学科建设：

争取自主设

置法学二级

学科硕士点

科学研究：

争取申报福

建省海事法

研究基地

人才培养

深化实践性

教学模式改

革，培养应

用型、复合

型法律职业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