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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活动概况 行程安排

         2018 年 5 月 20 日至 5月 26 日，“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生内地暑期实习班”在我校举办。该团团员共 24 人，包括 23 名香

港城市大学学生和 1名老师。 

        5 月 21 日上午，实习班举行了开班仪式，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综合处副处长张明、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

授何天翔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主任时延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圣平教授等嘉宾出席开班仪式并

分别致辞。 

       本次实习班的活动分为授课、参访和交流。学员主要学习了内地民法、商法、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方面的课程

以及内地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课程。学员们访问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北京春林律师

事务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单位，并与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学员们还与我校法

学院的学生开展了案例讨论，围绕具体法律问题，从两地不同的法律视角展开研讨，通过参访学习，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内地

立法、司法、航空航天、历史等情况的认识。增进了两地青年学生的交流和友谊。

5 月 20 日（日）

11：40  乘 CA118 航班到达北京，

               人民大学工作人员到机场迎接 (3 号航站楼 )   

13：30  入住宾馆

13：30-16：50 休息

17：00  参观校园

18：00  欢迎晚宴

5 月 21 日（一）

7：00   早餐

8：30   出发赴明德楼

9：00   开班仪式（地点：明德法学楼 708 教室）

9：30   课程一：内地民法介绍

             （地点：明德法学楼 708 教室）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朱虎教授

10：30-10：50 休息

12：00  授课结束，午餐

14：00  课程二：内地民事诉讼法介绍

               （地点：明德法学楼 708 教室）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邵明教授

15：30-15：50 休息

17：00  授课结束

17：00-23：00 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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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四）

7：30   早餐

8：30   出发赴春林律师事务所

9：30   参访春林律师事务所，了解内地律所运作模式

11：00  离开春林律师事务所

12：00  午餐

13：00  出发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3：45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6：00  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7：00  返回学校

17：30  晚餐

18：30  案例研讨会

              （地点：明德法学楼 103A 教室）

5 月 25 日（五）

7：30   早餐

8：30   出发赴明德楼

9：00   课程四：内地商法介绍

             （地点：明德法学楼 616 教室）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邢海宝教授

10：30-10：50 休息

12：00  授课结束，午餐

14：00  课程五：中国近代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地点：明德法学楼 616 教室）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姜萌教授

16：30  授课结束，结业仪式

17：00  欢送晚宴

5 月 26 日（六）

10：30   出发前往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

13：20   乘 CA1303 航班前往深圳

5 月 23 日 （三）

7：30   早餐

8：30   出发赴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9：30   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了解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功能及香港基本法

11：00  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12：00  午餐

14：00  课程三：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介绍与阐释

               （地点：明德法学楼 708 教室）

                 主讲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李元起教授

15：30-15：50 休息

17：00  授课结束

17：00-23:00 自由活动

5 月 22 日（二）

7：30   早餐

8：30   出发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9：30   拜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11：00  离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12：00  午餐

14：00  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30  参观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

16：00  离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00  返回学校

17：30  晚餐

18：30  案例研讨会

             （地点：明德法学楼 725 教室）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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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成员名单

No Name 姓名                                                                 Gender                                                     备注

1 Pro.He                          何天翔                  Male                                                  带团老师

2 IP Jennifer Jiang Gee 叶掌珠                          Female                                                       领队

3 SHUM Ka Hing             岑家鑫                  Male                                                                 团员

4 CHUI Chi Yan Danika 崔子昕                Female                                                               团员

5 KO Tsun Kiu              高浚桥                  Male                                                                 团员

6 HO Ho Chun              贺浩臻                Female                                      团员

7 JIANG Yu                           蒋雨                   Female                                      团员

8 LUI Kwan Ting Victor  雷钧霆                   Male                                           团员

9 LEE Ho Ming              李浩铭                   Male                                      团员

10 LI Juan Le                          李隽乐                   Male                                      团员

11 LAI Pui Fung              黎沛丰                   Male                                      团员

12 LAM Wan Shu              林芸枢                 Female                                      团员

No Name 姓名                                                                 Gender                                                     备注

13 LUI Sze Nok    吕诗诺        Female                                          团员

14 WANG HAO-YI   王浩懿                                Male                                           团员

15 WANG Sirui   王思锐                    Male                                           团员

16 WANG Yidi    王一迪                  Female                                           团员

17 NG Yan Wah   吴欣华                   Female                                           团员

18 TSE Yuk Choi   谢煜材                    Male                                           团员

19 TSUI Ka Yu    徐家誉                     Male                                           团员

20 CHUI Tsz Kwan   徐子均                    Female                                                      团员

21 TSANG Ho Yi   曾可儿                     Female                                           团员

22 ZHAN Linglong   詹铃珑                     Female                                           团员

23 Carol                张晓枫                     Female                                           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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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照片精选

07

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时延安主任致辞 )

( 开班仪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圣平教授致辞 )
( 开班仪式：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综合处副处长张明致辞 )

( 开班仪式：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何天翔博士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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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北京市春林事务所座谈会现场）

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学员们与张荣顺副主任合影留恋）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10

（学员们与参与研讨会的人大法学院同学合影留恋）

案例研讨会

（朱虎老师为学员们上课）

名师讲堂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09

（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学员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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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同学们热情地向法官提问）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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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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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此次人大之行是有价值的。它让我初步地了解了内地法律界的一些基本情况。通过实习班中安排的课程，我了解到内地

和香港在法律系统上的异同。在访问律所以及法院的过程中，我对内地的法律工作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体来说不虚此行。

王思锐

14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学生感言

       首先，我们很荣幸地听到人大法学院和历史学院五位知名教授的讲座，内容十分充实并且含金量很高。这些讲座让我们

重温已在香港城市大学学过的学科如香港基本法、行政法和法理学，进一步巩固现有知识，加深理解。第二，拜访活动令我

们把在香港学到的知识实体化。第三，除了和人大教授们和多位律师交流外，我们还与人大的法学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进

行学术和学生活动方面的交流。最后，在学习之余，我们也参观了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

叶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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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我一直都想来到北京，所以很开心这次能够有

机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交流，让我感受到北京的文

化。在这次交流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参观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与张副主任交流。

通过这个交流，我们更加了解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制

度。我也很感谢人民大学的老师们为我们安排这次

交流，他们在这个星期每天都和我们去不同的活动，

为我们安排行程，让我们可以一边交流学习，一边

享受这个旅程。

          这次活动令我获益良多，不但能认识新的朋友，

还对内地的法律系统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每个人民

大学的老师、嘉宾讲者、律师们都很用心地教导我

们，加上同学们对我们的热情款待令我感到分外感

动。我希望下一次来北京能好好体验一下这里的名

胜古迹，做个好汉！

高浚桥

林芸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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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这一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虽然每天的行程都很紧凑 , 但是所有行程都非常的有意义 , 比如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观摩法

院判案，也到了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去聆听香港基本法的精髓。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为我们授课的教授们。 

虽然每次课程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 , 但是每位教授都很努力地让同学们尽量地了解内地法律的体系 , 而且授课的方式也是非

常地风趣 , 让我对内地教授们的印象也有很大的改观。我也很开心能够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交流。从交流的过程

中能感受到他们对事情很有看法。我也祝福他们能在法律的这一条路上坚持不懈 ,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最后希望在未来还能

有机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跟内地的学生一起成长。

王浩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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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本次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交流活动，让我对内地法律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学习了内地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概

论与基本原则，比较了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其中令我收获最多的是李教授对宪法的介绍，对宪法历史构建与制定施行基础的

阐述，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社会大背景的分析，介绍了国家政体构建的基础。

        再次来到首都，近距离接触到了政治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与委员会领导

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到了基本法制定的背景，为我们的香港法律学习提供了背景。

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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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我很高兴能跟人民大学的学生交流 , 他们全都很热情地

跟我们分享在大学的学习点滴 ,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三天的法律研讨会。透过互相分享内地及香港互联网个

人讯息与隐私权案例 , 我能充分了解两地与香港法律制度

的异同。此外 , 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及

聆听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授课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到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平常自

己在北京是不可能与委员特别针对不同看法作出议论。可是这次与

委员会谈后，特别是对于高铁一地两检的方案和立法会议员宣誓一

案有着更深入的认识！在新闻上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点皮毛，可现在

有着全面的理解，可以作出更客观的评价，促进我们反思了现在社

会上各种声音和需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宝贵的学习。

        最后，很感谢有这次实习的机会，希望再有机会到北京这风光

如画、一直在不停歇进步的城市。

贺浩臻

曾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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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很开心可以来到北京，来到中国人民

大学；跟人民大学的同学交流，对内地

文化、地理、还有历史有了更深厚的认识。

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法院旁听，高玲法官

给我们讲解，我自己一直对知识产权法

有很大的兴趣，经讲解后，了解到内地

知识产权法、以及法院处理案件的类别，

都跟平常在香港上课学到的知识不一样。

吴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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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关于这一次的交流活动，让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参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活动中，我们有机会旁听案件，而且在案

件审理后，我们能与法官进行直接交流。这次参观让我见识到内地法院设施很现代化，而且知识产权案件的审讯过程很透明。

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

           我期待日后有机会再到内地交流，回香港以后会持续关注内地法律制度的发展。

李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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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想不到明天我们就要乘搭飞机前往深圳了，一星期就这样匆匆过去。带队的同学很细心地照顾来到陌生地方的我们，热

切地向我们推荐餐厅和景点游览。再者，我也很高兴可以在人民大学的法律楼上课，拜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航空航天

博物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等地方。这趟旅行令我获益良多，不枉此行。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祝各位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崔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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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才刚到北京一个多星期又要离开，不得不埋怨时间过得太快。老实说我的确对北京的环境、文化、人情另眼相看。这趟

旅行使我有机会踏触这片福地，让我能够与内地同胞沟通交流，同时能了解内地的法制、司法程序、法律特点，的确获益良多。

       虽说这次交流应以法律探究为最主，但我很庆幸自己能透过观光感受更多的国家历史文化、风土情怀，增加了不少身份

认同感。北京现代化、国际化、热闹，尽管与香港的城市步伐、生活节奏略有不同，但细看虽隔千里，却同源于同一片土地，

一脉相连。

          这次旅行我真的满载而归。很感激中国人民大学的热情招待，祝大家前程似锦！北京，日后有缘再见！

钟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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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朱虎教授精通英、美、德、法的民法体系，本人获益

匪浅。朱老师不但讲课生动风趣，而且还推荐了我们去

吃北区食堂吃面。北区食堂二楼的面果然名不虚传，很

好吃，让我和乐乐无法自拔。邵明教授博学多才，最令

我感到深刻的是邵教授还特意为我们撰写了一份民事诉

讼法讲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行令我们大开眼界，令

我认知到内地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何其的先进！

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飞行器械齐备，其中最令我喜欢

的就是蜜蜂号，不过火龙出水依然震撼！参观全国人大

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一旅令我们对香港基本法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邢海宝教授提倡民商分立，这令我对内

地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知到商法典的学术意义。

姜萌教授知识渊博，给我们上了一次生动的历史课！

        这次中国人民大学交流活动令我开阔了眼界！认识了

很多人大的兄弟姐妹们！我会强烈地向城大法学院的同

学们推荐参与人大交流活动！

岑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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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在人大只待了短短的六天，实在太短，这里有太多让人不舍得离开的东西。首

先是各位风趣的教授。其实所教授的法律课程，我们在城大也粗略学过。但重温

这些内容的过程却并不枯燥，这大概是因为老师们善于旁征博引，往往妙语连珠。

未来也许很难有机会再次听到这样精彩的课程了。再次便是人大的饭堂。也许是

因为我们初来乍到，但东区饭堂我吃了六天尚未吃厌。多希望能待得更久，能吃

遍这里的饭堂。除此之外，还有贴心的志愿者学姐学长，美丽的校园环境，一切

的一切，都让这六天成为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很高兴这几天能到北京交流，丰富了我对中国内地法律的认识，也让我

对祖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授课课堂中，我对内地法律体系

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开阔了我的眼界。除了学术活动，参访抗日战争

纪念馆也让我有更深厚的体会。在加深对历史认识和理解的同时，也不禁对

抗日的烈士和领袖们肃然起敬。

张晓枫

吕诗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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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一直对内地的制度与文化有莫大的兴趣，今年有幸获得宝贵机会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触摸当地名校脉搏，在内

地首屈一指的法律学院进行深入的法律学习和交流。为期一周的学习经验让我获益良多，大大开拓我的眼界。在学习方面，

透过一系列的课堂和探访当地法律机构，我反思自己土生土长的香港跟内地的法律体制虽有所不同，但两种体制却和而不同，

各在不同领域皆有其可取之处，单一地把两种体制看待成对立局面并非明智之举。再者，在文化方面，于交流期间能够探访

当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给予我整体地、深入地了解国家历史文化的机遇。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内地同学，谢谢你们

为我们带来这么难忘快乐的回忆，希望我们有缘再见。

徐家誉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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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中联办和人民大学的支持和安排，让我们体验了一段精彩的 7天北京旅程。这 7天旅程中，让我感觉最深的是与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张荣顺副主任交流。这让我更深明白在宪法的框架下，基本法的架构和背后的立法原意，

并且深入指出现时香港所谓的宪法问题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误解了宪法以及基本法的框架。我相信如果香港人在一国两制的特

殊关系下能够多了解宪法和基本法，那么香港出现宪法危机的机会就会减少，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就会改善。 最后我要特别感

谢三位招待我们的导领和韩老师，照顾了我们这么多天，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香港再聚！

黎沛丰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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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切均是建立在英美法律体系上，无论是生活或是学习甚至于娱乐都糅合了普通法原则。

习以为常的一切令我缺乏主动去接收学习其他法律体系的特色，因而思考容易单一化，而眼界就不得开阔。

       今年有幸能够参与我校的暑期交流团，到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不同的内地法律课程还有研讨会大大提升了我对法律有

关议题的理解，能够尝试从成文法体系考虑以往一根筋的议题，提升了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而交流期间也参观了不少法律机

构以至于历史文物和博物馆，整体而全面地加深了对内地的了解，刷新了我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

雷钧霆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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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读法律的时候很少有机会了解内地的

法律，这一次来不但加深了理论上的了解，还有

机会从律师口中认识现今内地法律在各领域的发

展。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和人民大学的学生互相

交流，用不同的角度一起讨论现今法律保护得够

不够全面。的确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徐子均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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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享受这次北京交流之旅，五场的讲座增加了我对中国内

地法律制度的认识和了解。参观法院令我了解内地的知识产权案

件，而参观律师事务所则让我理解到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文化。

到访北京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给我宝贵的机会去欣赏传统建筑风

格。因此，这个旅程令我在各方面都获益良多。

        这 7 天北京交流让我增广见闻，开阔视野。感谢各

主办单位悉心筹备，使交流能顺利进行。中国人民大学

是一间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大学，其建筑物和古物更

具特色。整个交流当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及基本法委员会，亲身见识到内地法院的运作、

案件审讯的过程及加深对基本法的认识，这让我对内地

的发展状况和内地的司法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

谢煜材

詹铃珑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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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普通法制度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内地的司法体系于我而言神秘又极富吸引力。不过苦于没有一个机会能切身参

与进来并系统地学习。十分感谢人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对此次行程的安排与招待，令我度过了十分难忘的一周。对于能面对

面听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学院各位知名教授讲课备感荣幸，也感受到了一个知名学府的高水平教学水准。让我对内地所使

用的成文法司法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感谢在学习的同时安排的相关司法机构及极具北京特色的景点参观，短短一周时

间令人意犹未尽。

       再次感谢人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悉心安排与关照。每日与向上又乐观的人大人朝夕相处，让我在短短一周内

爱上了人民大学这座顶尖学府，并以此为目标，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进行进一步的深造。愿有朝一日能以校友的身份于人

大相见！

王一迪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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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一个在香港城市大学修读法律的学生，今次有机会回到祖国参观观摩内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下的改革进展，以及与内地的法律学生和教授进行学术上的深层次交流，实在令我获益良多。乐见祖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下欣

欣向荣，人民的知识水平亦有长足进步，实在令我赞叹不已。

李隽乐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生内地暑假实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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