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所法挙院(Michigan Law School) 
—是纪念，池是体汰

李秀清

美圉有正規法挙院的历史甚至早于其囷家的正式建立。 第一所法

挙院是 1784 年没立的里奇菲永德( Litchfield)法挙院 ，此后的如建立于

1817 年的哈佛法挙院、1824 年的耶魯法孝院，在美國早期法挙教育史上

均起辺重要作用。0 不近，迭秤正規法挙院培券法律人才的体制曾一度

面瞄圧力，岌展并非一帆风頤。 直至 l9 世纪 50 年代．制度化的法挙教

育再度兴盛，紫接着的不再是対由法挙院培莽法律人才．是否必要的非

汶，而是失于如何完善此秭模式內部机洞的争讠叉。 而始于 19 世纪70 年

代，友端于哈佛法挙院的改革，包括将挙制延卡至 3 年7改本科教育为

硏究生教育，采案例教挙法等，元疑是旨在推迸并完善法挙院体制的重

要堂试，而且是具有历史性影咆的変革。 自此之后，美囯的法挙教育逐

漸稔健岌展，并呈模式化，尽管不时有试囹保持特性的努力和沖突。 尤

其是｀｀二战＂以后，美回的法挙教育迎來了結杓调整、柝准提高 ，并且友

展迅速的时期。

自那时至今，课程体系、授课方法、培葬目杯、教授自治等方面的讠寸

沱依然不新，改革 、沖突、妥仂、再改革，蜈旋式推迸，在适者生存的大浪

淘沙中，各法挙院的自我定位和社佘声誉JL乎淅超奕別化，并形成实际

上的等级性。 在目前得到美國律师仂佘承从的 196 所法挙院中，排名

O 其中 ．里奇非你德法挙院在早期美固法挙教育中的影咱最大。 它从成立到 1833

年美閉的緩短50 年里，共有 I JOO 多名挙生人浣就浜，培葬出忤多杰出人物，包括2 名副

恙统、101 名联邦允汶員 、28名联邦參汶贝 ｀6 名內附成贝、3 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l4 名州

低 、13 名外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栽 h叩：//www. litchfieldhisforicalsociety. org/history/ 
histlawschool. hunJ,2007 年 12 月 23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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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寺題诒文

一直居干詢十的卣風央因法孚院団臥約第一方匿名副其緬"ToP｀法
E＃崑我要讽的蟑那所法孚院＂』即密歇扳大蟀孛浣（霹圄四rskya膚

M唧gnnLuw School，以下简淙？密大法李院＂），就是其中之一，， 因荻
得富布賴特項目炭趾罐利車可到密大法挙院为我的 編缸呻irotlon" ,

子呆才有T~珈凪薑整一年（磾年 10扣5 日至2叩7年l0 月 1a5H ,̀

的t担蹟肆fo 彼蚪时而唧」沂邋时面衊想、房逛，时而冷瀆得愜造

时而寂莫得元糰的秋、冬沼k反因季之后萃嶧這举院才从、 时统
粹的好脊，鼓浪为理性的考察，持囯到上海，悟天也辺若本磁非常熟悉

但却吋感陌生沮然并不寂寞但彞就＾，澤的校因生活之后＇，却更有

了想用文字记呆它的念尖。 也許純秤是为「了辻自已月后有一令錏當槽

味迏365天H子的依拇，尽：管帘讽雉忘．一年啟裁也礁实磁孩忘不T,

町0年成史扳时簡之后呢？ ｀玭忤湜：自感四1対它有－「体从，想一写为

閾寸与人分享自已的敵受。元沱畑何造禧劭手写起來了．

~｀地環位量

述得先从地理位繼秕起。

从米没有去這區如緬·庫诗項目之前甩璘只宴能申禧蟀．

讎便卑囑祈大融棉行．可器軒韌驛編．想到萸囯郷么扛亂却叉升摭
特扛唧縴螂瘧紺罈令在哪星即成，想莉最好在既方
便又煤迏的造方 ．孚校呀有JJi.一史最好迁享有盛名，哪就既可有清淨地懐
4泛瓜刃獻荇富的生活之偵』 得引油尺的本性使我打起了知意
章．礴祠四瀆舛紅缸方到帰都一相安慰鉭這圩迏就足以
紐因琿自私而自賣的禪秤內瓦錏近此前的一番周折．是終順利
地收礴了麿大法學烷的這爾函．在膈朔盼又有扆畏俱地狼自踏上行程
鴣，記不尊鷂瑀鼱衡播它薑具蝌位量，另嘛獸科」洪缸血

姆上比籲丈畫一下．似乎輝－主巔，就能溟切地絃受它的存在、能
确切地這它的具体方位T， 其实，只宥真的到迏哪里．并要破下來尅
上正需 n子后，我才逐慚対此翦耷找孜得的蟬千五大湖匡～、毗郃底特
掙碑侑息有呻約汰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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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法律文化

密大法浮朊位于大钅．主校仄」9i在一安娜E（隔 A而主／」、

瀘啟靜裊禰．自然是涙廿的好去虻，和4.，行法'k院來i兑．共弊墳也
凪缸品比安蠣登洨有大t"｀洱夯所或其他：R曼的法扭凪分机h.潟

最近的大域，`h底特律尚有印多公里2 而法子是实鈛性极弧的';{:ft.JC

其必在美國送祥－十以判例为主的囯家｀ 位千安螂堡的法孚院．即使
,U在，在和l""礽贤源、为，f生提供法律实跋机令、対外孛＊交涎等方
面．均元阻，，嘅没有如耶n＊并怯牛院卫un攝大孚祛＃犧嬋佯各自

毗恪宋西湍，扣两大垃市瑄约 1"金山的便料也不熊与位子布揖岸大坂
市的哈偉大子正米院Af化比亜大羋法泮駅且紐约大孛法孚悅笑夕法
尼亞大洋法孚院 ，及位于中北部琯慎芝加哥的＇乏加哥大举法浮院直北
大孝法孚院相比．更没有如＃m城大洋法·o/l崁l!lU` 邙因.t4「政內法和

日法枚力中心机內面居的优越． 或在尚且如此．史何況在汽｀商朱佇

及 ．窩速公路不友迏．空中交通不便捷｀且没亻＇互咲阿的 R所 I A寸下討
立初及共后不俊的时同內法举隙在师寮、招生等方面的殞淮.A:ff I恐怕
元法完全思同5.ct受．但至少可以想象一二
密大法予氐魷是在送祥相时用霎的坦理位置中，走出T－缶从倒

立到不晒友隈．漸至珝在排名徂居前十的道路．在充漏了澂烈竟今的芙

因法孚教百体的l中 }1自己贏得「如此好的声畫．实在追餌可貴¢'也忤

送正好印证T．在失困常06IJ/「到的鄉句｀每一令鯁In都有阿爾＂的偉语；

因为扯子小珮．没有大石陣的珝四」F活町璘瓜，也就少T一些元還
的反蹏．少7一些不必要的湊R固．吋于字生尺造送餌夏多地用心于

孚刁；対子教授來説．何l令夏多地投人于敦子和阡究． 昷然災因的法孚
是极重｀为＇＇的孚科．但多一Ai伊多－世息＇．又何牽尤益？ ihiU ．因
为师生都厝于／N域之中，迁有相蚩一部分孛生向住在院內泅令」ll ，正不
仅梗千上母」洱來去｀易子儋此愚悉了蟈，．更有一什相依为命的只國．

迏元疑有益于加況大家対法孚螂介｀o血血｀｀d 的从同惑 尤K是
既缸小城不再及閲虜的代名岡．交通工具和fMMH蕾途在的友迏．£
肜屮縮短｀「不冏地方同的物理距禽g安娜堡也就洧了惡清凈武可清淨、

姐拈圍也并不寸的近退自 ~I的釕妞干是．密＊祛孚院的地璵位巴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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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超沱文
弊大子利的收＆．1f 「极十仕的改史，漸怀戍出 H);.T 子的O傍T 対

于久居大缽Ih.,FU 屮同逗乂上的同时也是壯界最高＊湛的人多吵尕

有頃趺之戇的我朵｀·釷更eµ全迭荇凸呻交的'"k 「

二｀历史債貪

疣在瑱5釕面回廎它伯历史「

密大法孚悰刨釷千 18S9 lf.，在密大 19 1'--':f.竄中．它的成，f` 鳧于

文理牛院尪浮院，位列露三｀ ~J［色」e財阿 3，昷然十及咱优｀ U＂'｀
怯孚烷早3更不能与'k古菲h；毎汰孚院 10比．但酞英因 f息tk子軑Tf的

息体JJi史石 ． U)I年印打迎未 150 II,]年鷓的它，仍II!`` 尪久 I

如同 19 世纪」回」U缸I,, ·子臣一耳J史立切崩 ．密大止「戾Rit

佉n子．不仅経戍R小．而且扮寶{, Rt（没有仝｀｀＂＇面仅有 3 名 A

琿授）．有丑授予的也只是沄千仝士( L. J_ B. ）孚tt 不仅因此 .All.v

之切．迁蕾一定用，直瓚到公碩反l'，并在相蚩k＿扆时6lntnMF与

法亡千畔竟令，校洹釘在決定槓打援芮时．也古疏汜対法休系的佺

費投^7 不近AU£立十扣年后．它述是迷漸走出T－尕友展之路

法＃酗g達的第一4'年，A午柱M字生fl 90 名．此后．RI生是螟不

霸「大、 t8® -1870牛年注朋在院的孚生巳迏308 名． 2t0 年內氧尖履

成为美因中匹部地｀的第一大法牛院至 18吟年．它迸而成为字4 人

敗仅k于哈恪約美因第二大祛牛臣． 這一辻程中．祛十院瓚封沅贓的

不仅罈模．色有陌資籙程丐各方面，方X后約近一步埃是打下1``

实的基絀7 蟀訌；启先耍＂功子最初一位教民的才智和努n.1白盯

是坎贝午教長(1印=V Om｀呻． I缸3~1訒）｀科萊敖投(nm血S

l 里O笠玘凸磲．夫因缸佉孚巨iuni 所多出天」四缸i ·矗喦文騙，Uk
`I0區m年代到訒岔纪印年代的天因法字仄馭m．是林、李篔桌」1~1-fi.
氕 p-'校．＇n且政法大牛出薏社幺 3年幫．另卫國

2 睏云呻｀ ｀．叩肛～邱繡｀ Hia:,｀一 1`｀ m 
u.. airy of Mma•• l.,\w &.Ix｀玉 t刃9a ,0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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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法律文化

M. Cooley, 1824 ~ 1898) 嶧邠克教授 (Charles I. W all<er, 1814 -

1895,) 。

坎贝你教授，首任法律系主任，受任命时已是法官，在三位受聘者

中，其肖时的社令地位最高。 在 1859 年 10 月 3 日下午的法律系建立戾

典上，是他 ，面対挙生和公佘刈作了历史性的題为｀｀法律的挙刁＂的演讲。

此前，他在成功从事了 13 年的律师血夯以后，于 1857 年被速为密歇根

州最高法院法官，一直任职至去世，口碑其好。 1859 年法律系成立吋，

因其杰出的才能，被授予"Marshall 法挙教授＂杯另，兼职任教辰迏 25

年。 他給挙生升没的课程有刑法 、美國法理挙、衡平法挙及囤际法等。

坎贝怀挙沢跟博，授课生劫，丨徐法律知沢外，述有丰富的文史知讠只，令挙

生仞佩服不已。他才思敏捷，文絕优美流暢，迏从其重要著述《密歇根

的政治史和司法史》(1876 年、1 886 年）就能碩略到。坎贝你裁判、任教

两不泯，既是杰出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教师。 在法挙院早期岌展中，他

功不可没6®

不近，坎贝你不喜好，甚至常逃避參与社令活劫，因此系內系外的

忤多事夯就落在了科萊教授身上。 他是那时三位受聘者中唯一移居安

娜堡，用肖下之话语，乃是一位註系的教授。

科萊教授，于 1846 年成为密歇根州的律师， 1858 年被任命为垓州

最高法院的扳告人」同年，受邀移居安娜堡，若手組建祛律系。 在坎贝

你任系主任时，他出任系秘节，灶理日常事夯，后接任系主任一职，并任

教授至 1884 年。 他讲座的课程包括完法、不劫严法 、信托法等，其知枳

淌博、思路清晰、濂恭減恩，得到挙生亻f1的受戴。 在此期1司， 1864 年，他

被迭为州最高法院法官，任职至 1885 年，其阅他長期任首席法官。 科

萊从法官和教授职位卸任后，于 1887 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美囯州际商

北委贝令的首任主席．至 1891 年梓职。 1893 年，他又被速为美固律师

O 失于Thomas Mclotyre Cooley 的生乎 、缸潢，mttp:／Iwww. 而chbar. org/joumal/ 
article. cfm"? articleID =53&/olumeID = 3,2008 年 1 月 l1H 。

®栽 http :I /www. 而courthistory. org/resourc函jvcampbell. php,'2008 年 I 月 1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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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沱文

瘁茅,.六任全K.

担任州毌高法尼法言叮．科杲攢写T＊旦的月案忍見．沛及杖）J狼

立、疣法層釋、立糍氰W．免臼鮒肛等，它 1l1 自向世石2tI七为引用．直至
戍在．密歇欞州最高法烷和上伍佉保甲琨一些具体霎什0寸仍在引用i~

的遺4.. 同时．位述出廠「不少字禾芷作．主璽百OU去的四）（ 1868

年），吋若干州完法及馭邛売怯這行鸝科和比較．尤K是i（充法）第 4

伍和第 14 蚤鬼定的iF.3Vl}lt.iW .-「峒述．从面伍12咸力泫找阿的罩一

位鱔鼻肴．试节出版启"''t.TI｀泛妁彫啊，戌为牛生'1年刁充法的必
面 I,n ． 此外．其比｀｀＇（充佉的苦＊原瑾）（ l880 ｛卜 ）．（沱税法）

( 1876 {「)｀（侵仅的妻溟}( 1879 年） 、（州耘直北委員合的4R告' ( 1887

年至，｀＂年）及JU這不ti其炆的法掙ie文，他坯出1-iT訴泵｛和集－圻
邳＂乂(18｀如 、漸托黽的（天子完法約和e)um3 年） e 送些孝
禾成\1~~1也不仅預謂芙因 ． 面 U本苔砍洲＝

元ie羋＊沱着泛是肛掌竹瑾週．元记是作为蚊長｀系主任 ．法官．

伍JU州际（目虫姿贝令主席 ．擰＂＇，令令忙，科荼祅玭得旳玹武．蟬法
浮隣.ljl.閼鐸熄历史的軍高組成靠分，也是法孚院永远妁室史精杵財富毫

f1 I&58 年g暦安幗是．元化'r：UR有何変迁，地的家旗一冝足于此追．

＂至寫IIt． 在他生直科慕的氘所一直是安娜堡111·研淆＂討1的社交中

心，＇［異的派対熱困蚩为小城一哥 l扣2 年．为纪念密歙根州历史上最

召ith的怯褌人之一的科萊．在州府竺辛（乜菡四）．成立TtA位台名的法

弔際．
另一位是沃，＇；克馭此在 I859 年受蘑为教授之翦．他曾鎰辻商．

节辻土迆和投竇代玘人 ，任丑縐礪．并 1842~成为停覆持州的律暉．

＇吣1 年，｛琿居密歇楫州底紅肅會师亜夯援为成功． 担任怯律系教
豳.Jf没的啟座有契约拭 ．代珮公司法湯瓚藍合伙等．他准衍充

分方法精炒．风格懵緝．态限优牠．深狄浮生尊敬． 他是首位在法律系
叩笠的數授．法律系成立翌UO0)]4 f.l) ．款給午生作了霍一糾倂＄
1訪7 年．他苷被外長任命为巡1ll1法官，但只任职 i0十月鈦因戔顱＊不

足而梓玭沃示亢敎投在任歌 15 年后．因賾厰和惇巋虫身原因而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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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法律文化

任。在 1S86 至 1887 挙年，为1描时弹朴教师空缺，他受邀再次任教，仍同

祥受到挙生伯的吹迎。

仅有三位兼职教授，迏祥的狀況维持了好多年。 但幸运的是，他伯

都很杰出，也很敬亜，迏为法挙院日后的炭展打下了堅实的基絀。

密大法律系成立初期，两介年级的举生一起昕课。 上课的方式为

讲座法，也就是．在教授讲座时，挙生須把教授所讲的內容，全部记泵下

來，在讲座結束之后或下次讲座之前，教授佘就所讲的內容提l可挙生。

它与讲授法的主要不同是，没有教科节，不必照本宣科。肖两令年级一

起昕课时，老师一般都只提冏二年级的挙生，．一年级的挙生似乎只是旁

戒者。速祥，那些只需要懐一年的，或一年级挙生，常很唯在考试中取

得好成统。 直到 ．1886年 ， 才将课程按照年级分玕，送神弊端得到了改

変，也使课程没置更加体系化和科挙化，考试制度更为严格。 后釆｀有

些课程也升始采用讲授法，1879 年，首次将布萊克斯通的《英囯法祥又》

作为教科节印友給低年级挙生，規定他盯必須掌握所指定的章节。 后

米，在讠亥教材之外，也使用近其他一些教科·节，而且也同时指定給高年

级的挙生使用。 不述，因为蚩时大部分教科节都是为侍授如何具体操

作法律实各，并不怎么适座法挙院挙生使用，而且口＊的讲座华竟比阅

樸教科抃生幼得多，所以按教科节讲授的方法在密大法挙院并没有岌

展至取代讲座法的地步 ， 明智的教授則是兼采此两秤方式。 至于案例

教挙法(case method) ，對 19 世纪 70 年代哈佛大挙法挙隗玕始正式采

用时，曾遭到包括密大法律系教授在內的莒时忤多美固法挙教授的抵

制，不迥，它仍呈逐漸流行之势，也影咆到了密大法律系的教挙。

19 世纪 80 年代，按年级分玕讲座后 ，为－年级升没的有：奈腐法，

侵枚行为法，辯讠它和统刁，令人的财r` 巴及枚利，出实、抵押和乩与 ，契约

法，代理，私人有限公司、合伙，不劫严法史，固定物，地役枚，地主和佃

户，委托；为二年级升没的則有：刑法及相天的匿挙 l、司題，遺囑一一＿执

行、撤回和解科，死亡人财严之管理与分配，美囯法理挙，证据法，完法，

票据及商法通沱，地方公司法，不功严法，衡平法挙、衡平泝訟及程序 ，

翟化法，运榆法，保險法，海事法，普通法史 ， 法保挙的特殊课題，法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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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韋吶字．法律是璪螭孚卫｀

対干讲廑．蛭必須參加．若不蓍加的，芸至可甑连考试嶧螂
屯．．次年必痰頂·隕

密大浪律在崮打采用讲頲法｀＂輯，很早就汗始玳邯模揪法l廷，
叫讜琭回生的法职t实缸能11.. 在1,8S9 年 1(:jR I3 U 化，皿l」祖蹕琫

典札启 IQ ~ ，弒举行了第一次痕担即氐刁砹是李生酖蚊授事先定下

來的案件材料铜記．蒜各自扭盡的法昀滄色領述式机并禕佗．同
时迁頻対比案作行摛妥＃·作渴朋 ，包棓案m裏淨汊苗l這拉泮分

析氛在模徂屆宙中．嚼由教投担．inm「，井做最后；菘結． 科萊教授紈

駟－次模拱祛旦的法官｀
从法律系成'));~ 1＄肛年．举生須在梲懐4'"＇「紹^才餌华邑莓

孚年各 6平月．畔从 l0 月孖犛．次年3 月給庫．臺 嘀缸年上始将每十举

年涎低至9 令肌与．此同討、汗始縠是否紅将孚絹廷卡里 5 年·迸行计

沱，迁考鹵怯举忱降成改^ 李賓招．只接珀已抑宥＊＃＊科文兌

者人毛
函9年法律系劍逹时，災．于入浮演格的妣定非常简单：伐泅人須年

朗 18步，出提供餌衷鶘共具有良好道笞品原的足靼霆b 1877年莖
在此简单醞的晶趾上，附加T冴瑋豳有泚生鄉至少．具受英语藪甯
的基藕升雛'iE蠣占沼i地运用英语＼但 19 也記80年代末炳：法孚靛

的人＃f`1瘟有所嵬道這面頲；，＊孛躬职E湿［以代丹皐續完成T洱
中磲衷誇學生．．跗菡提供大孚蟀4出具妁证明和半北正卡的．不溍海
拭釩嶧其申清．不能操供迏些证朋者必須移加并取将足夢好的）戊

瑱珥緤珥瀉木（江造涵法滾＂缸硒成裴甾和英格益的历t繼

嬰等羽百， 碌采哂试万式．倧造」＼狩抵邲考拭答帯必須昷示出其

ll) t..面四k 氐尺·區、 這研＃m 四面而 Of M蝠;初 ， 氐$n<>fl「̀
氐戶一「心v6fh0 l」研碸I）心M坪加心加臨nB咽'5 Mu，唧 Uofw,``,＾
`ot, i認9．匝＂i ·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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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移的英语语法能力。叩

其实凸5其他法挙院相比，密大法律系最初 30 多年美于入挙贤格

方面的規定，并元特別之灶，均是从初期的除必要年齡限制外几乎再元

其他实炭的，如秤族、性別方面的限制，但在实际貫徊近程中，其他法挙

院常有潜規則的＇＇不讠午＂．如不忤有色人神人挙，不忤女生人挙，而在送

些方面，密大法律系則比較玕明。尤其是在科萊教授担任系主任时，明

确貫徇招生向所有有志于从事法律职Jk，并有一定文化程度者敞升，而

不分神族和性別的原則c 而且，与其他一些公立大挙不同的是，很早就

注意吸納外」Ui及外固的挙生，其招生很早就体現出Jf放性。

比如，它在美囯的法挙教育領域升风氕之先，率先将法挙院的大n

向黑人挙生和女生打升。 1870 年，就首次将法律挙位授予非裔挙生，威

为最早有此劍举的两今法挙院之一。® 同年，述呆取了两名女生，其中

一名于次年华曲 ，并成为美囯第一介既拥有法律挙位又荻得贤格忤可

的女律师。® 城然，那时每年就讠獎的女生在挙生惡數中所占比例极低，

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女生毎年述不足 10 人，但比起美國其他一些

著名法挙院，如耶魯大挙法挙院対于招收女生－直持拒絶态度，直到

l918 年招收女生，哈佛大挙法挙院在掞次拒絶后，終于在 1950 年才升

始招生女生，税密大法挙院引頠风氕之先，一熹也不为近。

又如，作为密歇根州的公立法挙院，招生从刨立初始就不仅限于密

歇根州，同时坯注重面向州外．面向囯外。 如从 1859 年成立至 1919 年

的 60 年向，除最初的两令挙年，即 1859 -1860 年 J860 -1861 年米自密

(1) He)lry Wade Rogers, l.Aw School of 霏 Umver5叨 of M姊ig皿'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w of the Uni¥ersity of Michigan, The Green Bag, Michigan Uni¥ersity Law 
School, 1889,p. 197. 
® 另一1'-盧为霍华德 ( Howard) 法挙農它于 1869 年在黑人活劫家、律师 John

Mercer Laogston (1829 - 1897) 主持下， ｝．「始招收黑人挙生｀ 栽 h1tp:l/www. Jaw. how画

叫u/l9,2007 年 12 月 27 H 。

® 垓女生即是 Sarah 邸!gore We_rtman。 栄于·其挙 J:J 、生活及从～北情況，栽 Marg邱I

A. Leary , Michigo11's First Wo11um u.1Wj<er, Law Quadrangle Notes , Winter/ Spring 2006, 
The Un.i¥ersiry of M呻igan Law School, pp. 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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馱楫州的孚生占多致以外，共篦任何孚年．未自本州杓¥1生均只占少

歎．在有的半年，如 1863 -「8G 年 18邙－ f869 年淳．來 0＊洲的＃生

致举生息致的 I^· 兩从扭生的第一的f始，箱年昴有外因罽孚
生．尽管初期人致不多只是一名徵名不鴻

正因成立伊伯魷mnE的招生埋念才亻」了早朋迅迫及隈的）＇火

隨着尖及 1認3 年，有「第一位全哄杖授．而且』t`1教艮也增多． 如

Levi T Griffin, Wlllirun P. Wells, Henry B. l.l1"0Wll ，。四臣 A. K血·

B心lef M. Thonlfl'OII.磾cu, Ft-k.h.Jerome c.. 缸owll叩苓都在法掙

系扛饅這 此外E洧若·l·短期Ufn]教授，时而也給孕生讲巫． 紅`血生
也堪多．至 19 世纪 80 年代末，已级有 3刃0 余名子土生此时．密大法

往系不仅冇攢模．也有霞适．已咱軒央匡毫 璜5 年起．－岐ii,1改为
共l2主臺法字瞬蕾汨果用的3年討。

奇时美因法泮數百的管退狀況是重教孚 At孚禾斫充偉大法律舉

不兔出天到影啊，但坎贝怀教授浮l茱敎授．k身＂相耳的年卡遺面．．＂

他伯主政时期汰已鋀店豳l這一同題．并在办字U 杯1.*到攝啊．＇只在
培専孛生实另藍」3的同时，重視I"拉法律綦本U瀑．迁明翰怯dl不仅朵

41Z*·且也是一「）科？ I889 年，墻没「U井峽上孚位(Ma,;tcr of 
乜褔），就是为更多遠敎扭法牛理18. ＂i培界更多電擰此方繭缸琪的辛
生而没从 19五年汗诒．又有「U礴充为主的另一沂七位．闞法李蕙

上（ Ooi;io-r of吣 m`CofJ面Spnt凸必．）挙位．

而 l9 世纪 9Q 年代并始．牛木研究迸一步得到重畏~ I的2 年至

1895 年阿，第一份志．即＜密歇根法律尕志＂出饭" I叨2年 ll H. " g 
啟根法律仔沱）e杼l't同世．初期完全由教授酊溢楫．后改为教'fMI
顾何理事全，完全交由有紐孚杯棋的孝生嗆理和編輯的至今通Iil

的模式。其創刊宗旨武是通近及时讠寸10法律「司趨和入辻法 F^瑾洽的没
展，厭夯于敦授和公女．为牛木竒充提供平伝没晨至今·它己是天「U

祛．哥究價峽的校戚翔n 涸法字拉撲flL·1m1羞「AtT不兩F漼瓖 ，

代理.ft.fl'等法体偵駮的研充，其中，叫'lOtt R. Sun如1印d 教授以共天子

l｀亨泝松的災戢和同U的沱祈 ｀Jo`pb 逗e教授以北苾易法璹作面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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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美围。

1910 年，肖贝茨教授(Henry M. Bates, 1869 ~ 1949)就任院板之后 ，

有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変化．主要有 ： 1909 年，ff始没立 J. D. ，即通常所

诱的法律博士(Juris Doctor) 孝位； 1915 年法律系升格为法挙院；新建狼

立的法挙院建筑；囷节愔建設成果晁著；教授人數增多；挙木硏究得到

迸一步重视，等等。

尤其是挙禾研究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历史意叉。 20 世纪 20 年代，法

挙硏究的必要性始得到承从，即便如此，大多數教授仍然只熱衷于教挙，

只是偶而从事一些研究。 而且，対于如何灶理好教挙和研究的哭系，如何

管理研究璜目等冏題．都没有基本的明文视定。逐漸地，終于明确挙木硏

究是每介教授的工作职贤之一，而非某几介人的又夯。 1931 年 9 月，校薏
事佘終于为法挙院通速了一璜研究预算计划，确定每位教授和副教授都

要用一半时囘从事研究 、另一半时囘从事教挙的职靑。 从此之后，硏究基

金才升始用于聘用研究助理、秘节服勞、出版朴貼、洞査旅費等。 同时，越

來越多的教授升始投人精力于研究，他伯升始将硏究工作的重要性等同

干教挙和行政管理，甚至可能从为更为堇要。

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私法傾域，比如侵枚法、财严法、契约法，后釆，

硏究范围逐漸护及公法。 另加所荻得的研究贤助增多，教授亻f1从事法挙研

究的兴趣增加，成果也增多，而研究的深人又促迸了教挙。 因此，此时期的

改革対法挙院挙木水平的提升及其影咆的护大都有很明昱的促迸作用。

至 1939 年卸任，贝茨任院板近 30 年心差是密大法挙院在各方面都

得到板足友展的重要时期。

在此基碑上｀除｀｀二战＂期 1司有所波劫外，®密大法挙院一直稔定友

® 在＂二战＂爆友前，法举院的挙生效一般为五六百人， 如 1937 ~ 1938 荸年为 545

人，1938 ~ 1939 挙年为 612 人。 但 194J ~ 1944 考：年及 1944 ~ 1945 举年浮生敉分別降为
108 名和 127 名 。 战争結束后，又迎米了大批率人退伍后投考法挙院．致使孝生人敖急剧
回升的情況，如 1947 ~ 1948 举年和 1948 ~ J.949 翎年．挙生效分別为 JJl3 名和 1066 名。

Elizabeth Gaspar Brown , Legal E,JucaJim, at Michiga,< :18-59 - 1959, The llni versiiy'Of 
Michigan 厄w-Sch0ol, !959, p. 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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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令題iex

晨至今教授不辜墳多．兄有全l11l馭授印人．每＃揚I坯有六七 ·I1 名i

同教授 课表也紋多一年氧討必伍浮H包摺实灼矗佺私行为汰 ，冗

法辱沱、民亭泝松祛．刑蘆财严法，法1B氐刁及私祁q：刁技巧霏，而1IJ

供年伋和高年級§k生造烽的课穩（近1Ut)和1J澶Ut縴(Semi血） ．

固7"打量至含有调性遺各有 1OO 多（］麻名大多采用案例馭牛祛启

考的万祛則多科夕柞 tlt外． ｀k 心瘠教育壤n． 至今已有用化生 2

万余人分布子世界各地。 珉在校的 J, D ·1:生有 1 IOO 步人．每年的 L.

, 
L.M "生30 多人．此外四f敬名 S. J. D．紅缸i令美唧法尹馱

冇｀｀，國鼴配的漏瘋中．密大法孚氐倒是蝨然辻之」又模井元明是增

字生印（｀＂m 令小，年生負靑鴣鬟納朵志多迏6~．各，＃定別成
不定閼的＃＊讲庄濯多孚＊勺氛f出氐

.ll.i:lj() 年未．密大佉泮麩从元禮」有．适述了素A．災展的历瘟」ll紮

'T段縊．抃瓜了风格」E成Tf翦位也訌了今后鑲纔光禱和畏升的基

讎．

三、這筑文化

法子院的建筑晝若从一紋章乂去＇［詔」又是4,.,mh?M．至多也只

有大小、麻lB、央丑之荇月但若甑从泛窩的泛野 J;,·惠受．藁巴籠仆吐

到兀示氧的理念 、fJj史和文Ib .

密大怯祚系成？初期．并没冇「1 已钅缸Z的廷筑，讲庄通當只是在大

1/f.jll'/ Unlversil)'Hall ) jt1!的低尻敉t甩淄行 I863 年．法往系才 s· 」,

最初妁迷五禪是－k0大科风格的弓足IJ、~- ~tl.它只吋迁薑作力

蕊·'UFi·至 1m3 年．作为大＃An I5愴至 1883 年 在 1萄3 年至

1898 Sf冏，＆｀＂泅fIf两仄大的改「花启，一直使＃l至 1933 年祈的松

牛院4缸n的完令泅£Ul'fl 缸此．法并璘有了某办洋空柯的更鋹投代．
法牛說珉在的述汎在密大中校広R成一体．锄立玭 ·方正位．古

卟柑致、名为 U0alJ色疣首试＇将訌淨或玄洋为中文．但噓

1"十讲名都很別徂，故廷是索住捎至地刁懈；在以下行文中钚，，·Uw
Q叫＂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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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UW心謚約逵忠廷幻］磁年至1逕皐訌賾訌，

而且也必班在密大孜匿埠筑中的榜华它得益于法孚院 1認這訌

訌醞tWilli岬咧 C叩且58 -J93OJ：的捐比
庠克自紅配·m尹嶧嶧焊｀并且非當璃功，．成为繕約

囧界的佼佼布在輝浮惇啊鑽忙的法硨实夯．紅豆一直
呻律教有及如何提高法律肌北水繹齡氝島邸紐卹輯這
蟬磾皮這蓴品为畏困的完法滇酊琫、庫体扆嶧·世昇坦最
庄睏，他又有深深的即獻記苹渠好的制糜令加紜中受到
畔嶧敗．他麟，只有提高法律教有的社禕嶧缸碌鷓
优良關眾．磑絹祖紹滾主人叩扯的如句＿．法積紅的鷗依賴．于
怯孚院的晶痰濯澤院的品預预示喵笑困的未*..，就是其堊定佶藝
写玭因为．有迏利俏念也因为弛本身就庠亜于」玭加上哪吋法孚弒巳

鎰有了頲的災嶧囧和声誉J硨縂鵐嘀捐助于它緬值，｀有｀、音暐法
羋院院頤，茨教授的改革．理念，如雷扭孕未硏究，也正好尹宓鬪｀

冷，，多靄窯促忒了距t捐助達成1~啊 Qu!ld 及炭助妍究计划』禰：为
祐浮院嶧，的継綏汶展提供了塋实的綦鏞，令者U瓌鷗民她法孝倧羨

湄巴。
最初建蟀是法惇人俱氐邯{bw:Jm'0,nb) ．它包揖...,今可供

I0名半生居住的宿合，－令可以容納3OO人甩磴約大纍庁Jt一令大

休叩室．幻t緑上如有致1可为7蛤那些在繁忙約法律蹬缸邙；鉭讜
时从事孚9和作的法官、律師居住旳布合送桴的洨廿琨念來自英
匿的祁涸専院浮生（H版可利用在庁就笠吋迸行交瓿，也可（在蝌翦！
交友簪悛」遙可以就近与法官、庫師有直接的接缸益之，目的籠是ik
法孛院的幸生王I．在日営生活中R悴釋蟬自色是祛釋取亞迭令共同作

的尹，布畔、的嶧,:p摛向自己 ，为将來其正»潯事法律实菟工作坞

定良好的菡咄｀ 在逹筑外形上4基本体瑀「哥特式风格． 在l9 胝蟑
盡的大年建筑中速：秤庫柑蚩浣往因为它抵古朴又漂亮薏尤肴
用外邵庄葷氕派、里画华繭堂止它民迏 140 英尺 ．并且高鎗挺：：：'{!;..薇，
庁內部J:t1t有播形披葉有蓍名法律家的幫巴，两罽螠湎是攝色嵌厲

3心



二．考題诒文

上方是典頲文邙媯UH风掐的璧版，坯洧 18 "'Hlf特式巨型正．采

光良好．
法律人俱氐部于 1函年6月举行落成典札，泣駟虞美因法律敏

有界「为矢注的事化出席嘉瘁呤佛大洋法挙院院K嶧教授(Ro亟

區山、芝邡哥大孝怯挙臨揆伝霍永教授(Jau區'P. 即I）等1伊 ，，「熱

情洋隘．的禛讲． 定讞高度煚褂岸嵓醞捐助修建 Law Q叫立正

此潯注定是尖囷法惇教有史打甾比是美因法律史的特折為3F可施如
同布萊克斯通在牛津犹任教授淯苻在哥伶比亜演讲｀斯托里就任1i罈

教授一料富有藹｀｀
时隔5 年，又一宿令述成；緊接法律人俱示部宿令＊冀与共

杓嶧｀胆誣厝惜宿舍榛也武逑T法嶧方形臨璃的北凉两今辺．
两者建筑庫心相近d 送一建筑以岸克先生之父命名，你勺ohn 、'
Cook宿奇＇這 共有·血.:Sr:j.J.五位伊瀘臥內有叨鴴向相硒．出
冇套亂靼瑱1,17 '.名孚生居缸因它建成于法律人俱示部之后算以

具：內涪5熔杓和裝怖｀校为实用、嶧'.

第三午建＇」臥的． ．訌就是整冷院子中最大的法沖研究棲．于 193i年
落成＾ 由于其蘄积、所乩位置及功脆．使得它成为螯十瞼子的主逑筑．

嘔与前两令碼筑相似，也为祖拉七共四角各有一十方塔．約有印英

尺囧．每小方塔預．上四千侑落又各有-介矮接的塔兔塔上虞銣岩肖

时臾困48十州的州徽．江两介高塔鯽庫子的塔呣耳琫扇刻萁一

慬噩的密歇根大孚校徽。 ＇位于两介北塔之1同中心，氣吶大'n，即为法

咋珥樣的王m xn邙有硒痞永的格霄．那就是＂博牛非有修猝
鸊律心、共和胭幻迂．及？罈犀仃时代的智慧一－R驛驛

褂嶧＼面且武這1与法律人畸部合中心主塔下H凈形＾口连接
成了一面北走阿的中抽我．琨为大琨石補成的齣硨路．将蹩令院子的
京坪几乎是畔1琺r求西｀两部3)-.

` R汜氐辺，正Ld洫品如元P面磁T國i油．－氏氐逗
叩比氐面正四d1be丘'°凸d加U邱｀西「｀M益加．＾＇3． i'品， p. 49: 

`` 



混合的法律文化

初建时为六屋建筑，底展是其主阅莧室·*242 英尺，高 50 英尺，內

部风格极似新教教堂，只是比一般教堂坯大，阅跪座位有 500 多令。与

餐庁－祥，也有哥特式巨耍窗户，窗棪色澗五彩斑璃，上面是各色各祥

的米自世界各地 176 介著名大挙的校徽囹案。® 阅典室內墻均補有軟

木，为了隔音以保持安靜的阅涙坏境。整令研究棪没计时，为可容納藏

节 20 万冊的柝准，但实际最多可存 275,000 朋。 同时，坯没有敖十1可教

授硏究室。捐贈者庠克先生并不愿意讠上自己的名字刻于他所捐贈建成

的任何一幢建筑物上，但在垓硏究棪修建述程中，侍來他去世的噩耗，

校薫事令为了纪念他，坯是決定将硏究棪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在阅獁室

里置有一小小的纪念牌匾。

1933 年落成使用的，也是 Law Quad 中最后一幢建筑，即 Hutchins

Hall 滾E是以曾任法挙院院 K: (1895 - 1910 ) 、后任密歇根大挙校卡

(1909 - 1920) 的 Harry B. Hutchins 命名，垓建筑包括地下一展，及地上
四尼。地下室是挙生的休息室和衣帽l、司，地上第一展全是教室，第二展

是若干教室、小型対沱令室，及一介模姒法庭和·一令自修室，第三展是

行政办公室、教授硏究室、教师困节琯。 現在，原教师囹节愴用房已改

为教师休息室(Faculty Common Room) 。 初投人使用时，没于第四展的

是《密歇根法律讠平沱》绱緝部，及密歇根州律师挙合，惡部的办公室，述有

若干行政办公室。 現在 ，若干教授硏究室也位于垓扆。 Hutchjns Hall 呈

然与先于它建成的三幢建筑在风格」：保持仂调，并如同法律研究接一

祥趙向哥特式，但同时有所调整，其本身又为一｀｀口＂字形建筑，肖中有

一小院。 珉在，天勺适宜时，时有教授就在迏露天院子里主持着讠寸讠合，

(j) 在建造這程中 ，为使阅典室的窗户色彩美戏并有纪念意又，承建商主劭向世界各

地的大挙去佶联系征集校徽，并得到了其中大多數的反倓信息，再将迏些校徽囷案王要按
照大挙所在地民并兼而考慮色彩 、形狀却并不考［悠大挙的JJj史和地位而拓印在窗根上。

多見 An Artisa/1 is Inspired by lfis Task: A Letter Reveals the Story Belti11d rite Beai11ifi1/ 
Dl'corative St!flls in fhe Windows of William W. Cook Research Building , University of 
Mi.chigao October 3, 1931 。 另据我访挙期同孖找，仅看到南臬大挙和腹n大孝所提供的校

徽囹案印在窮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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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繹诒文 — 
蛭或依木崮域席菜地而坐頃日生互甜遺梓风敖嗌 走廊两飼的瑕璃

冑上印有旿多幽獃卡迤繭，目的賦鉬k孝生在康苦紫敕的研淇之．余：能

冇片刻的恙松， 垓接与法律研充接有一地迢相通．琜在地迅两們霏Ji!4

膚'T各．紅困体的活祜偉磁。

讎尚法挙院值父思教授和寺：生人敬增加，薑l'i澱培多．，用店圧力

昷傣培大` 1955 華法律研究接在原米六展的恭絀上又增加了 4、 風以
解決教技研究室和藏4璋向不足翎f叫臥同时坯增建了逹接比t油in$

UaU第三屋与法律研究接第七展之何的封珝式夭折，方仗教授、工作A
贝來阿e

惡体而盲，初看UwQuad．只堂得它是哥特式述筑啟似于牛律、封
游的建筑风格，但舐细体令 ，就佘从其布局、色彩、＇缸户遺猿、因粵吊
切．溫唧）冶阶J1婦叭口等各介细做之灶体令绳没计考的匠心絀具，实

俘上是想挹B世纪，·16世纪及 J:7 盤纪早期等不冏吋期的爵特式风枯
尽納其:41.@Mil是具冇了哪佯王朝肘期｀．伊繭莎白女王时烘及籍姆士一

世期吳國逑筑的某些特征。 阿財．运奈有窩大利此突遽汛的风配

送都昷示出即璘试楣将芙回約法律教育亟噬上吹细悠久法學政官历

史的努力這某实遺计理念更多迤米自捐類者庠克拜的尸拼妻求這

岸幻蜇邛邸、約Uw0呣餛侈唳~,最好的五采Ab.JHU提供給佳．

的研滇法律坏比訌這中，牠非常失注每一令造科·甚至1l抹泣细

节奪 尽管在嶧翦，巳鎰建玭的建筑賾T「泛好坪．但他唯恐它倡未
膨璘班自己的要米，繹迏到自己想象中迆邰秤完貴令使自己的婪

氾磁天．因此 1鉯从＊踏足．安娜鋁实地·蒲落法律人俱氐部利'J0面 E
O吡`衍舍

UW 心叫建成之病，完羣保留井使用至今，2 所綠七人十年．它依
熬勺亂典雅，磊缸卜，更富神直它是密歇根太挙连筑中的淑．睛之
作．几平是每令旅行至安麻纍者的必弔］之妣令＇頂l末假」H．里．不乏·來此攝
影灌念的勵光客，述加U輝准薪娘議新郎的身退知 至于我諷．然鈤辻
牛津紘述釗梲··游适耍g ． 見近巴黎索邦，但第一天迸得 Law0ad,'i
不禁眼晴一必．籠毎行至比中．都兑賞心悅且 l,

'̀ 



混合的法律文化

1983 早在不破坏其风格的前提下｀沿法律研究接末南角地下建成

的Smith Library Addition 升始使用，送一地下三展的建筑， 因其創造性

地利用地下空1司 、美妙华面的建筑没计、 良好的采光而屢荻美囷建筑領

域的奖項。 迏是自 Law Quad 之后法挙院迸行的唯一一次建筑工程。

瑰在，密大法挙院在校挙生人數已是 Law Quad 建成时的一倍多，

教授和工作人炅已是那时的 4倍｀加上班在的课程增多，小班教挙的要

求明晁，已有建筑没施已晁局促。 为了能继维提供給挙生以一流的法

挙教育，在經近师生的多年思考、吋沱并合意之后，不久之前 ．密大校薰

事令已經批准法挙院在 Law Quad 附近建造与其风格保持一致的新建

筑，以供上课之需及挙生休息、交流之用。 整介費用预计一·1乙三千五百

万美元，从法挙院冏站了解到，目前所得到的包括來自校友捐款在內的

各方捐助，及校方資严收益贤助已經迏到了惡需經費的 86% 。(i)

相信新建筑将如同 Law Quad －祥，佘給法挙院帶來新的友展契

机。 因为 Law Quad 没计中所体現出的重法律教育历史和法律亻紅统，庠

克先生傾槀捐贈所体班的好建筑対于法律教育乃至法律制度建没本身

都至美宣要的信念，及其桴立的校友昚斗有成對回扳母校的榜祥，都是

法挙院建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既然有了迏祥的文化，那新建筑将

帶給法挙院的就不令仅仅是新的空冏，而将是新的追求 、新的友展。

四、囝＃愴藏

一般而言，好大挙定有好的困节愔 ，若没有好的困节信，此大挙的

所渭＂好＂，定存有水分，至少就我的理解，埋蚩如此。

密大法挙院的困节愴，元沱从藏节量及數据庠戌E是从阅涙坏境、

提供的服夯，都堪杯一流。 在2004 年美國《國家法律家》奈志対 183 家

法律囝节棺的讠乎估中，它位列第四，足可看出其实力和水平。 囹节愔理
由一令主接和一介捕棪組成，前者即是法律研究棪，存节大多藏于此，

垓建筑四面1怖窗的空向多是教授硏究室及访冏挙者和 S. J. D．的狼立

O 裁 http://www. law. u而ch. cdu/ campaign/Pages/ default. aspx, 2008 年 I 月 21 1: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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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沒澶1色文

囘莧室A 坐繹究室和袖立阅莧·室里，辻人即使退不看廿，、不釺愫搞
雎凋为置身子鈿之中．不祿名研究实在令北人罵禍是一神浪痘乃至

內疚漏 ，舖棲也檔是前述S面直Ubm)·A衄d叩.Jf皋节岸诞千里面會另
述有可供OO的癥縮股巻燾科及珍甂节窒（」凶面正 BookR硒）。

囝节憤能有蜆在的水~平AU睏昞妥息的結杲，簫送＿历史遺；际

上也是法李院历史約—歸分亞I时又与畸院遽筑的从元到有、再至屯｀

遣密不可分．

密大系逹立之初`'即洧囹节琯，但非游简閭，元沱品廷筑坯退

成祖至 1880年禕f具規模讖节揖：已有一万余冊，包括联邦利各州佉

烷的擬告，涉及英因、爰示孟加拿嶧的炭料，米自化敦的¢法料坪

沱＇，反．「聳的,(法理羋朶志）和'(司法坪沱y,｀熒囯「法積坪1e)4刑事法
奈志）及「中崁法祁嶧＂等重要．期刮都已在餌即庄坯陣緱收到洲內
，國瓚界名流纈佃準实了嵗郫从而，．使共成为肖1距琿最好飼法

徊回节值之一h

在贝灰磾与密大校方商討輯任法孝院玩伝之琅时 A蟑uun戶

将法淥邱成國际藩名的-·琉法孛院的汲這，－某中一頊共体扭錮釷是

靼囧璘埠砒一介瀉、水平州訂的计划，使嶧为从湛知病朋｀任何
國之丑何法掙續坻的哥究和教孚都搗供牾助。0 在他紅任瞬伝的同
早也郎［叭0年，曰节迫羸1"t有 2万抵，。 任扆托之后不久．贝茨銖武
立了由院長、憤紅出蓀卡任命的三位法祚教授諏成的l!I~．信委員合．
詼換贝令的主蔓呎做是負責推荐节目．并与芙囯其他法洋院囷节愴及

國外的苓名，OO弔情建立联殂因为在苗时糸年F｀珦爍臾囯囯內的法
肄囹节已頲蝠缸囹環的是及t寸昀匱因外的法律OO和印t．他資料搞

此，`皺囍緝璋幻潭輯嶧扉凶臨瓦iJ,OO4琿在1920彞
1函年租継覇天了竺吋厙l鼴囧「蝌盼計3箱i包括西班牙｀墨西面等
國的法，涉及因蟬、法因怯浪律史等方面的囝节得以人鴴。

心 M`m元tA UmdUtU/n'"聶汜／~,，加｀/)i,;\j ef油, ·Ii'◄，泊． Uw~面正
幽o, ．S恤吡心國．霹四面ihrM庫汕n ~U宙泅磁＇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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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合的法律文化

与此同时，贝茨院·板歼始阿眾优秀的囹节愔愴贝。 1925 年，他成功

流服并邀清法挙院华曲．生、憤六因语言的科菲先生（ Hobart Coffey)加

盟囹节愴。 此后，在贝茨院·長的大力支持下，在科菲的主持下，通尅多

神途椏，囹节悰有系统、有步骕地充实藏节。

依靠法挙院的教授，尤其是國际法和比校法教授的支持和哲助，是

重要途椏之一。 初期，法挙院的讲多教授既不理解更不支持圈节愴在

夠实固际法和外固法、比絞法方面囹节贤料所作出的努力。 但是，浙浙

地，越來越多的教授，尤其是那些考攻固际法利比較法的教授伯积极參

与其中， 比如，Edwin de Wiu Dickinson 教授于 19·19 年加盟法挙院时，

很快岌玭罔节綰很少有自 己挙禾兴趣練域，即囷际公法和私法方面的

节籍，于是他立即汗列节单，建汶鉤实迏方面的重要基絀性瓷料，經尅

此后的努力，囹节愴藏节吸引了世界各地垓翎域的研究者們慕名而至。

另一教授 Joseph Horace Dr呔e,1907 年至 1930 年在法挙院任教，其主要

兴趣是眾易法和比絞法，者他在法國、德國访挙期I、司，帶助囹节俏駒妥

了讠午·多重要贤料。

科非舘板及其他管理人貝，奈自旅行至國內外著名大挙及法挙院、

著名 OO节佶，勛置囹45,i名是另一重要途税C 科菲本人曾數次旅行至歌

洲（包括赤联在內）．两次去·墨西哥等中美拥圍家｀一次去加勒比海和南

美洲固家。在每一次出囯之前，都事先列好计划朐妥的节单，再給著名

怪14潭的琯長和著名教授·f「]去信联繼通迥迏祥的．实地考察和數災

常能荻得整批的好节，如 1929 年，囝节綰得到了前法囯巴黎大孛法律

系教授 Antoin:e Pmet 的國际私法哭节籍， 1935 年，又夠得意大利比护大

挙著名刑法挙家 Francesco Carrera 教授的藏节。 从而使各主要囯家法

律翎域的最重要法規、最杖威讠它著、最新节籍都能及时人琯。

此外，閔节愔坯接受贈节，与其他囹节愴迸行交流、麹实夏印贤料．

从而增加藏节且．妳朴已有藏节的不足和不全。

不同时期困节愴的置节重燕坯隨國內 、固际形势的変化而擱整，

比如 , 1920 年肖新兴的赤俄囯家在國际政治格局中昪罕突起，升始从

事別具特色的立法活劫后， 1925 年，囝节愔就汗始考虐約英俄眾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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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方面的15缸次年：昀得沙皇俄因」649 年至 1缸6 年的预要法典．

1928 年又增加癒天到:Jt I縐年至 l913 年的系列法見 1943 年至 1如

年同．因富二战7之故．勘笠欣洲的資料非岔困躍，子是就利用錏費迸U

了大呈釆g淯芙國家的法律节田」，至宋自高天的tf,(a）辛若甚至讽．密

大t`召打印此方阿臟 U比他f'JflL:.!!~ 「Il的m 1"目的都多。 l949 年
伝．妁天赤底、中國．撾克所洛伐克及K1也示歎囯女的怯律囹节受到靈

畏 1957 生因八一1I.以米与砍洲的行切跃系．法印囷节熔成为了在美

因的芍一-t·欣洲煤炭俐快共同体．＂馱盟前身之一）出版牻收藏灶的困

＂渲2
在囝名愴攷十年的没展中，科菲邙4C功不可没。 他任惇卡时BH3

愔只有藏节 8 万龘而且主英只是英讎汰方匯的。 1931 年囝节愴侈人

鈤鉬忒的法律研究檯时矗节息毌歎巳錏迏到 16 万余屑．而n佇芙已

錏大大丰窋． 而至他于1965 年退休时置15量已迏芷万佘局． JL乎涉

及世界各缸在章B區念速增加的同时.m弔情迁的迸T大堊媺縮皎

卷．．
因为科菲先生十人的成就，也即署大怯扒[g打怕非同専常的笈展，

1949 年，他汞字地担任 「及「',At.kI845hW}令主席式 而且在 J938 年至

I953 年阿． 他正比 Th¢R沼蛟卷仂令＂ ( Tbe ""Le$3I 硨

As-,;oc:iation)的尖起人全K和司庠

法tMB1"C這立于大子困节镱系统，風子法孛顱视在，其藏节多

迏98万佘周包括立法法院伋告及法孚沱蒼等．涉及英美法區 I示法

及比校松等．迁有 160 余万份微纘狡卷，及多村屯子效据庠e 困寸情［向

米自各囯的法官、律扭孚者科紅升放．而且只要不喧器面影咐到安

靜的綱稹瘧算人也可蔘現法靠硏究檯的國良室和地下三扆的鋪极u

事实上「若了鄏些．l邳｀ Quad 历史約霨人．迸得戾內后势必令到困＃愷

約此繭赴看淆。 在向，曹先后去丑不少大牛的怯t,Ill节憤．如芝加
哥大半卫［北大＃呤儔大泳．耶謩大?勺且滇没有妥既其他困节访的

接持政策有如比汗放的。跗相情的服分川到．武可以坐在自己的A憚

黑室毘，在囹上提出借 15的胆胄，而且村的致貨不尕，蚊小时后．OO#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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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贝氙令送节上n鼻 更多的时侯．我喜吹自己去麻地下三扆的

孖架｀相阡，上長因为査找的這榎也是了醇信息的這禋，有时，看节累

T,IIP仗不思找节｀我也喜吹去犀異坐坐、君看。蔀里的菩妹敲璃釆光

没lHI「比我有迷扛浪仰望，忒黯看到梭魚分明的巨墨瑊瀉隔高百上．
叫M毌究梭哥将式建筑的倒髟与瑯樣達筑本身相陝成建，尤共是藍天

白云的 U子．吏是別祥的美繭．同弔愴里的微縮絞卷可U"＇即打印．自
主印机隴灶可兑．正有囝＃慎工作人員的耐心．鄆紺了我以一切沂为

了愎者的深釗印象．

在密大祛予扆期向．与1f14"＇愴伝Mm严｀＾· L…'女士石辻多
次交苷，也屠夬封了甦的磧亜精荇和磊厚孕菲書 按我査阅，天子中因法

棒方囿．没珉來n台濟地仄的节多子辛自內這的，民匿时向的枳多于蚩

代的．卣尬所到我的送一实占相告后．緝多木与我联系．＃魷如何及时

廚躓＇H中法往圉名征求意見造而初定r－介计戈＇·旨在尽快11-J邙肆

情的窋代中四法律诒若藏节。 遠不仅管理有方，4面且自己柯有 J D． 孚

位．有丰富的失于各困文化卫历史及法的知汛．并勔于皂槍．十文房-JI

用的若干資料羞躥于她祈撲写的有天法學騌及兵节信历史的文C

在我餌茫后，勻蛐仍保持着歸件联困嶧得知我巧此文缺少資料时．

却瑾我災來T著F扭描文仔禱实令我感勃不已．

叩，即期生fli子辛院里的人未泯卫I节情魷好似相押食it.~之靈

旉仕，不霹喻n 法律的节值是我在~wQu緝一年充实的访半生活的

堇要鉗成郡分e 現在化起那昷，最恐·留恋i

五、侍统特色

在近 l50 年的1Ji史中 ．密法琮形成T自己的侍统特色．它富干
建筑和藏弔之中 ，更休茨在萁具休約办孝掌措叭其中．是明且「'

辻于其一五以米寸子因誣租嶧法的重玭

也i年可以遏重視囯际法其实在怯錷系倒立之前就巳錏确立了，

因为早在 183？年密歇根大孝的針建章程中，就特別明确提到．特米足
立的法律系成包括一名．囯粽法m的數授．畔律系建立之初．坎贝坏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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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讲瓿碟之一即是國际忠与此1R夫，共福生很早邲体磲出办年親

念的升放．性，如述系的第一年弒扭了一名留鈺．D拋记70年代初武
有黑」洋生和女羋生庠血｀嶧的办荸理念为以后逐步形咸重搗囯际
蟑嶧嶧幻鷂

迸人印卣纪，尤其是贝茨院位提出建立國际知名一·琉法孚院的目
柝之后，聘任了若干囍际法和比銣罈缸頔讎：m及法律囝节值的蹏
节也相座蔓示出速一特色沿 n泅阯纪印年代歼嬌，很卡一段时期畢．
密大法牽院在外匿法洱耘法瀨比較法簽，一頂居封I領的地位，
較为策名的是耶特近教授＂區迅．且 Y血血）．他在商法｀金敲翎絨的
籠噱覿江乓

1函年刻建的｀萸匿比較法研究tlr/it' （即瑊在的美邕比鉸法挙
金）凈瓖湧耗萄的重要期刊－C妞甘比＇校法奈志｝的办公池扆没于

UwOiad 內道任主編就是耶特辺溈任此限直溼I％蟀世迏并

恨偶齡此时的密大法李嵐被汰丸职琿蟬究之薑置不仅因为送

玭有耶特范教授，而且迁有紐为可輯目比教法之父＇＂的恩彞 · 拉贝

邠（氐亞瓦蚪， l8泅 - ·19;55'} . 拉贝坏激授在納·悴时朔因澶迫害．于｀

p汐年流亡衊圉，正經崮折·先在哈狒大浮祛羋骸从事研究，継而來
龕蘊輯誆蘑嚀這鼴繹鼴訌心嶧．而只是
作为一名爲研究員从事研究。 尽愔在柬熒因之后，他讽单落魄，差不多

节极为牢偉的扭节霑湯

函年．這曄段（臨歸）血識禪，很讎幻嶧缸
鷓甌矗孽中心·均環在」典后，嶧院有鬲匿法長角法和
叫麯緝琿沿涉1JJ1正勾駟面年代，外囯法即域，覇究涉及戢

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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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公1d紹ttJfUilUktll徂邯联的侵枳行为法和契级法．非洲的财户法和

政府统济桑例fi懷的完怯友謾叭 l即际法恆域．対于囯际判傀．囯际

`1l'月．｀＂nnL ．洄北1膚楞怯床钅9法 ｀不同囯家的限賚甜豁免、西歐各
困立法的仂涓，及核簡」｀掃屯视和版杖的［君际糸例等方面迸行研究霫

比銰法慄諴．夫注耘杖法的比絞 ．夬因和砍共体的税法比校等2 送～时

期．另 一相夫重戾括凸及法孚院 Alfred S. C叩血教授升始參与璋麻

比駮法百科全节）的續纂 ，此項目受國际法洋合槀助，由未自tt.1-屆家．

的 14名丑巨l.J. U的是希瑾通近完凪送一編棗，以搭助不同囷家的

法津从北名 「幫別「"U"4度成茘华正在迸行法律改革的因家从不
同的法滇因式中 ·'＂如利共佔沒的Ai象．并藉助孛生n了解各囯法律改

革的量＊信U`｀江及向．送嶧斥比較法預這釤咱深远的T^．作 。d
況展回在．密大法子悰在tR撓囯际法和比較法的侍统 k更坩笳

「理ft的．g和抒色 从课程没至上看．孖没了一系列外因法卫席法

和比較法的還程沙及國宋和地厄較多．如伊斯主以色列｀印度、 fl

^ A中[d4t密斯及歌洲其她因家、非洲及美泅若干國家。 涉及翎琭很

F·如金融．置品 ，人杖 ．反荃斷、囚斥争滇的解決｀反恐怖及瑋民保护

氐冇唧n接冠以1a祀庫E\··比銰完法＼1lt該财户缸、1U誣

律文化潯·名探 不仅如北，法孚院坯于2001 年首先升没．跨因法＾

( Trru珥lllU011lll llw)作为必修课．目的是培若孚生在音今送祥一介町內

任何法律瓠不冏楳皮地爻囷际因尽髟哨的时代，作为法律人起哥巨i炙
呔抽的知汎 l団吋也为迸一步孝刁夸n的困际法课程提供基囧卫 五一
沿措荻得T I｀泛的好泮 比如 ，蚩时的美國國际法孚全全K苷杯菁．密
大法摯桃，「設送一唧L刁蟬因际法教挙中真正极有裳展的－杵荃

捎＼从为茲是～·，利局向．．他述希禮其伷法挙院鈮哆加以效仿。 n后．

2OO2 年 3 月，最高法悰法官臭原納( `s血區 Day O'Co血臼）在美因「祁行

山 ．加丕呻汨＇，辺 u,gol R逗atclt. Re還蝨 ~ws. Office of RttclOd 

＾卹甂如昞， T匾如l…WOrM油i严·`pt如因心3磁 I9g
:忥四」'"l1巳四WebW. u誣户血＇~c區｀｀beilulel心uieour... ..m m-u . 

。血邸8 年 1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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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gi2.www.law.umich.edu/_ClassSchedule/aboutCourse.asp


二、寺題讠合文

法挙佘年佘上的基调友言中，也対此給予了肯定：＂通近美圉比絞法挙

金的努力，美固的法官亻'1正越來越多地意枳到，不仅要尊筧固內法，也

要注重其他國家的法律，迏是法官的實任。 但在此方面，我仞述需要作

更多的努力 。 而法挙院必須确保挙生們能非常精通日益固际性的法律

实夯 。 密歇根大挙法挙院不久之前已升始要求所有挙生必須完成两令

挙分的跨國法课程。 "O，惡之，课程的没置体玭了全球化、國际化的理念。

与此相联系，．密大法挙院有一支富有此方面教挙统验和研究积累

的教授困臥。 在 80 名全职教授中，23 位教授主授外囯法 、固际法和比

絞法课程，述有 20 位教授讲授版枚法、性別平等、銀行法、税法等，送些

呈然并非考i1美注囯际法和外固法，但仍相蚩程度地涉及各囯的相美

法律。

此外，2005 年，經美固比較法挙金·一致同意決定，《美固比較法奈

志》的办公地址在时隔多年之后又重新迁回至 Law Quad，法挙院

Mathias W. Reimann 教授任主編之一。迏是同哭期刊中享誉世界的數
一數二的奈志。 理在它每年所收到的投稿有一半左右米自海外，在世

界各地有 2000 多介汀户。 它述借助密大法挙院与囯外著名比敦法研

究机杓的板期美系，与其他因家的同哭奈志保持密切的联系。比如，

2007 年，它与德囯汊堡与普所®主办的 《拉贝永奈志》 (Rabels

Zeitschrift)在汊堡召升了名为＂超越國家？一私法的再思考＂的主題

佘汶，迏是因为两介奈志有絞相似的美注領域，而且法挙·院的數位校友

曾担任近垓所所板，法挙院与汊堡易普所伕期保持着密切芙系。®

理在，法挙院的一介霓要机杓是困际法与比校法中心，主要是組

鋇、仂调法挙院师生的囯际交流活劫，并負賣向师生亻11提供大挙的國际

(l) Evan Caminker, A Message from D凶n Co呻Ir.er, Law Quadrangle Note.~, Fall 

2006,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aw Sch90l, pp. 2 -3. 
®即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 Mathias W. Reimann, Comi11g Ho1面： After 34 year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parative l.Aw returru· to Michigan , Law Quadrangle N'.oles, Winter/ Spring 2006,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pp. 28 - 29. 

515 



畸的法絆文化

中心和某他字院緝釩的固耘交泣信蝨2 作为访何孚者．」、申语刮抵迏
職矗劻翦璪蟀盡纘辱鷉趼邳苞庫褔，
但效本張寶湟1O魚囊＾劻管同际事孫的法孚際劄院保窩丹女士

"bg!nUD心西）．祝人熱心｀｀淯与困际咩噝和辛生交｀罹的盜痕`
记鉬歸埤表之后這曾奈酮彞這｀法等＇院的巧堪、介沼T'诗劇情
a?,:.a儲5海蚩沮璜｀擬向成瘡求這品蹠尽、快給子．，珝讜及柏税明和籍
臥－即菲回之后··我刃子中心就有:na贗璋，迏与烜及叫訌．作A具

的甜心和耐心鉬呔的夫系。

緑廊吁硒孕磾畔囧瓜因为比前此曾洧如他因外
霹醞．故此方而銅庫江深刻，｀
比如誆'Hu.t渾nsR叫三桉螂孵休息窒，那是敖投釘鋀含繹

蟬缸有紅蛔涸心逞其他飲料．掣罈競盯可湣系刃讲輯的主
要澡行地刁讜纈嘛蓽弓邸E氠礄羈把記禪紅海緝餌匙逅T
謅蟬l告知或可以自由．寫用那風的會品 ． 」國漳翡參:1JI1改如N的讲
甌 iU悅卡高丹廢我然悉坏境吋．也恃剃把我喵到郡獁，＂；鼓勘我錏當

訴出瞞輝息室并念与湞情i`蟬邋軼民fn一定令次迎我妁參与專」足

岳沭畔送介休迅室．疣緒沢了涙字院酬多教授，与他仍一｀祥．今辺

祀彧這卵諢．尽管未必毎次卹龍完全翦·得明白，但找没有外康考
嶧頤麵即這，而是比莪享受，以致非和這螂螂祚鉫
呻刁硐事［司錏：常交沆哥．究心得的方式。教師考用休麻室的一圯俏
噩拉．近T寧＇·禱岫辜者尹尋院輯邳］之洞的距賓．辻）、感受
蜘繹信任和真磧邋氏右其飼璘嘅念的法紅紅能蛔k． 至國
于或而缸嘀实有如此深切的感受＂阿研之启逛定加冷收殫记呆法祚
院是新劫．态的內刊(1AW 如：吐血gCNo四？．我迭掙一位膳非教授、又啡

蟀的短期访f司掌渚，瘟回米前也没有被要求損写任何表搞4讎螂

为了法挙院校友送十団体中的一且．得甄送祥的哭注和接納，又引描我

－董邱

嶧盞沄紅釘「紺銅與比教法陋如目，虹置．法研．鉭蟀濘
民和J囧护法碩目、砍洲祖即璋目、距囧瓚究璜目，利輝澤靼鉭i `

,` 



二、钅題诒文

柬埔寨法律和岌展瑣目、南非見刁坂目、日內瓦見刁嗩目 。 其中 ，歇洲

法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享有盛誉。自著名的斯坦因教授于 1955 年

任职于法挙院起，此颎域的研究水平就升始引翎挙界。尽管他珗已退

休多年，但仍活跃于比較法挙界，常在 Law Quad 內举行的各秤讲座的

昕念席上和棪道上看到他并不魁伟的身影，那是一道既令令人遐想历

史又合辻人充潢期盼的挙禾风景。 其他的，如唯民和庇护法項目、日本

法研究璜目，經這多年的建没友展，也已取得了勝人的成统。与迏些研

究項目相比，中固法研究璜目玕始校晚，但已晁示出了很好的友展势

·失 。
中固法研究瑣目没立不近數年，但是，密歇根大挙及其法挙院与中

國的美系却可以追溯至上百年之前。

密歇根大挙是較早与中國建立联系的美囯大挙之一。 在其第一

届，即 1845 年华血的 U 名挙生中 ，有一名为 Judson D. Collins (1823 ~ 
1852 ) 的华Jk生 ，就在华血两年之后．受美園卫理公佘教派指派，以伶教

士身份來到中國福建从事侍教活劫。 他座垓是第一介來到福州的西洋

侍教士。 至 1849 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窩升福州回國，他在福州的短短

两年里，于 1848 年和 1849 年分別升没了两介男童挙校，第一介挙校

招生 8 名，第二介挙校招生 17 名 。 尽管対于早期亻夸教士在华活劫我

亻n 自有坪判，但在美國，他被作为米华侍教士的先驱，因其为以后孩

教派在中團的侍教活劫奠定了基絀，职是之故，他成为密大早期的著

名校友。

而曾任密大校低伕迏 38 年之久的詹姆斯．安吉你(」an1es B. 
Angell, 1829 ~ 1916, 1871 ~ 1909 年任校辰），曾于 1&80 年至 l881 年担

任近美固政府的中國大使。 因为迏一美系，密大在蚩时中囯极为知名。
在其回囯之后，一些中囯挙生赴密大留挙。 尤其是在安吉你及其他有

沢之士的努力下促使美囯政府虹坯庚子賠款后，赴美留挙的中囷挙生

增加，去密大挙刁的也迸一步增多。 如在 1911 ~ 1917 年冏，在密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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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法律文化

囯留挙生约有 50 至70 人。d

就密大法挙院而言，据统计，在 1896 年至 1958 年同，留挙生中，米

自中固的最多，有 28 名 。® 其中， 1909 年至 1918 年1司 ，就有 12 名中囯

留挙生。 而 1915 年成立于上海的糸吳法科，与包括密大在內的美國著

名大挙都建立了密切联系，一些挙生华曲后直接到密大法挙院留挙，比

如吳経熊、陈霆伐、柿鼎揆。 而 1921 年至 1927 年，担任布吳法科第二．任

教各長的即是密大法挙院华Jk的対伯毯(Willi皿 W. Blume) 。 他在任

期I、司，几乎完全引人了密大法挙院的教挙模式，坯聘清了垓法挙院的若

干华）化生任教。 其后吳綬熊任院板期1可，述有密大E鉅化生來末吳法挙

院留挙。 因此，密大法挙院之于中囯近代法挙教育甚至法律改革的影

咱，自可成为一·令可待我迸一步探研的后綾话煅iC

而在20世纪70 年代中美重启外交正常化之路中，密歇根大挙亦曾

有迫鼎力之举。 1972 年 ，就是成密大乒乓球臥的邀消 ，中國囯家乒乓球

臥访同了底特律。 在中美｀｀乒乓外交', 中密大之所以能有此角色，自然

坯要l1因于其原未与中囯亻考统的密切美系。 中美两囯正式建交以后，

內地与美囷的挙木交流始結束冰雪封凉、再次步人怡然春天的季节。

密大法挙院再次成为固內大陡法律挙人赴美挙刁的首造地之一。 在那

里访挙时，昕课、査找急需贤料之余，常以翻阅与法孝院历史有美的－节

刊为消遣。某天午后，我在那狸立的小阅莧室昏昏欲睡之际，竟偶然在

一期《Law Quadrangle Notes》上，看到了武汊大挙法挙院曾令良先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那里留挙时的生活照，坯阅到了其挙刁体佘，及文

章編緝対于其珍惜机令、勤昚挙可的褒奖之文。 呈从未有机佘与曾教

授课面，但照片上那別 30 出＊的他的意氕风岌仍然令我有了他多遇故

® Nancy Bartlen,T比 Urri如rsiry of Michiga,i and Chi,u1: I 845 - 2006, Bentley 
耶LOrical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 6. 

(2) 28 名中囯留挙生，单从數字上看，并不多， 但在迏一时l司跨度內，法挙院窋收的
留挙生共 161 名，他伯分別米自 40今國家，除中國留挙生最多外，其他較多的依次是米自

德困的 21 名，米自加傘大的 14 名。 參見 Elizabeth 函spar Brown, Legal Ed邸ati(}n 邙

Michigan : 1.859 -1959,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1959, p. 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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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缸

蝠紅．而那些磁括文字頓奖掖之河更是使我麵意頓消。 曾令良老
辉嶧是恢鉭E當孚＊交硫｀之后內地赴密大怯孝悰求挙約先行者之

－臨 皿之后灌禕E在涪今中圉法律界的前輩釘溥1万鄂雒、王利明、高

呻、做卫1「鈤，)根等教授｀祠罈繹嶧瘧修适．
在与巾因有如此缸澤覃往的綦酣Lk·密大法：江珉在夸没了

可澶法研究＇噴目．癘厲氷到粲武之罪｀ 損｀目的剝建嶧螂g加盟法

孛院不久的 Nich0區 C. Ho叭咖迤，即1h教授＇＾ 郝山教授家挙領溫，

其祖磷旗与中國有非阿－殷的矢系。 弧他告知，19 '批纪末；；；禧章率因

访同英囯到拼吐吋任：：：－孝院院并出面接待代表國的即是郎山敏

授的太祖父。商八哥衆一系也与中囯尤其是上海有很深的剖蔞夫系．

外穰父幻世纪三四十年lt暫在十里洋汤刨北置严逼崇的出生地就是

在上海。 ，因为送祥的家庭背景，加上郝山教授本人阜ik于名牌大洋．早

在鴟年代弒曾留浮叉且，幷矢期怛任英國瘠名靠师事夯昕中國分所的

魚察人，因此其中文之好．及対于中國法律成史，社令了解之F，対于

中固立法活劫及其他邲禾研吋活劾失注｀姦与＇之多 ．实非帶）、所龍及。
初次与中國朋友見面，他滄自我介紹道勻U乜扒郝見秀的郝＼OO反而

时茌全楞在呆些校旱走出國n，或者不那么夫心政預乃至并不知道郝
見秀为付人的中國朋友晝

在山軼授的主持' '孵大有芙中國法的教孚和硒究人吒活旺。
他人汗没了中頊拉贤法、中｀匿祛癲史、中國完政改軍等環衷。 阿时．

她又是享有盛的密太＇「回研究中心的执行委員．因此与密大其他挙

險的教授們相互合作．存中因研究中心和法孚嘉道渭举办＇了一系列有

栄中匿法徨和社令的讲廑利m\t鉭在法挙＇院迢漳署名的勞劾法令

象面國面＄t， A画ine教授、咽稅法寺家Re磁nS· ^vi·Y6n叻教授翎，
瓠，直注中因的法律改軍，赧心于与中國的挙尤交流｀ 因此，近年

O 茌＊大畔嶧中，血~訌八吣虹杜扆榻大＾校．在值fl逞賨

k鷓H泅鼴詡璘鼱瞬｀ ，`叫嶧麟鼴唧蟀閾i1'簣｀鵡泣李皿l
史禕方面的若于飆节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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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法律文化

來 ， 4：仅密大法挙烷的教授亻「）頻颜访向中困．从中囯赴那里牛刁迸修

的也 H益增多。 仅我访挙那里的一年．就相继結枳了米自中厝（向J ＃̂者

flll友效位 ， 如武汊大挙照伟、台演大孛魚森林、清华大孝朱慈溫，中同
证監令陈鈦、及且大孝高凌云。 就一年法·、糾院平均接受约 10 位．左1」
的研究挙者而言，來自中固的最多＾ 同时 ． 旬年人密大法考魄院攻涙泮

位的中困孚生也不少，包括J.D. 、L.L.M . 及 S. J. D. 等 ． 另有若干通

汊语的米自美國和其他因家的浮：＇k ｀ （也h'1述因此成立了一令拥有吶肖

督名你的困1本，即中國法咯合( The Chinese Law Society) ｀其定期举办

的中同法-钅題讲座的 k座率也校高

法孝院邀h'「郝山教授加盟｀并寺没中囷法研究凍目．真可调匠心袖
共 ，加上中囯挙生的勤帘好挙，及中因包括法律在內的各方面越來越受

囯外的美汴｀假以U·tn ．密大法孛院的中圉法教挙和研究，它在中美兩

國法律頲域阿的交流和合作，定将重綏昔日余风．在美國的羋木界势必

将超干引領地位，并起到原有的作用

诞密大法挙院地理位咒狓特， i兑其历史悠久， i兑其建筑古朴2 （派．

邳囹节棺预尖． i兑其伶统特色明昷，送多少合帯有我一一在那呾访泮

一年并留有美好回tl的一介·H写者的令人感t,'t色彩 不述．位于远窩

大城市的安娜堡｀拥有近 1 50 年的历史 IL承 ．拥有每次步人都令人吡心

悅目的 Law Quad．述有一介l：月4有时向已到却辻人令不得商）F的lll-tS匯

以及那神能比人浙峪到包括及國和其他i年多I司家法律信息的高水平讲

座和研吋令．暉使你是短期 ilJI,p」挙者但却不令有外米者感施的氛围2

旂有迏些的并｛i和共融，就是那所法挙院(Mic吡gan Law School ) 的氕

I及和飽味所在

以 L文字是纪念，也是対于美囯法律教育一介斯面的体从

（作者单位：华糸政法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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