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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UNTAIN (excerpts)

Who knows it only by the famous cross which bleeds
into the fifty miles of night its light
knows a nightscene;
and who upon a postcard knows its shape –
the buffalo straggled of the laurentian herd, – 
holds in his hand a postcard.

In layers of mountains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nd in Mount Royal
which daily in a streetcar I surround
my youth, my childhood –
the pissabed dandelion, the coolie acorn,
green prickly husk of chestnut beneath mat of grass –
O all the amber afternoons
are still to be found.

Abraham Moses Klein (LL.L. 1933) 
选自：A.M. Klein: Complete Poems ( I & 2). Ed. Zailig Pollock.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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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 
LEFEBVRE

院长、法学教授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的每一个决定旨在促进学生的知识增长，不仅为他们提供创造力、知

识、跨学科的求知欲，为学生将来成为负责任的、卓越的法律人做准备，同时帮助他们成

为全面、有担当的世界公民。

国际学生对法学院的作用非凡。他们不仅对我们的混合法律体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鼓励

我们设想法律如何在一个更全球化的背景下应用、不同的法律体系如何在与其他法律体系碰

撞时不可避免地受影响等问题，从而丰富学习的进程。此外，居住在勃勃生机的文化大都市

蒙特利尔，身处充满活力的学生群体，这些优势可以确保每一位学生能在教室之外的生活大

课堂中培育个人发展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得益于法学院严谨而人性化的培养模式，我们的毕业生用他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经历和求知

欲等在职场大放异彩，在世界各地的法律或其他领域，开始他们璀璨的职业生涯。这是法学

院成立 125 年以来始终不渝的使命。我们将继往开来，继续培养新一代法律人并使他们自信

地面对未来日新月著的法律和社会环境。

选择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意味着接受挑战，并成为未来的领袖。让我们的全体教职员工助您

一臂之力。

与蒙特利尔大学一同成长：

- 跻身世界前五名法语大学，世界最佳大学之一（泰晤士大学排名）；

- 北美最佳法语大学；

- 提供良好的校园生活，包括学生社团和新闻机构、医疗服务、后勤服务，体育设施等。

蒙特利尔大学同时也营造充满活力的学习氛围，为学生提供成长所需的工具和资源。除了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和专业书店、健康诊所、魁北克省

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等设施外，学生也可参加校内剧院、音乐厅、展览馆、电影院等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在蒙特利尔大学，我们确保

学生能够一如既往地享有宾至如归与八方支援的感觉。

院
长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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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FRANÇOIS
GAUDREAULT-DESBIENS

副院长，主管研究及交流事务

法学教授，加拿大研究讲席教授

（北美和比较司法与文化认同方向）

与我们携手共建沟通的桥梁

为什么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学习?

加拿大有很多优秀的法学院，为什么选择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诚然，蒙特利尔作为一座充满

活力的大都市以及法学院高度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但是，正如它们对于生活

质量的重要性，单单这两个重要因素并不能成为选择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的全部理由。同样，

（相比北美其他法学院而言）这里所收取的低廉学费也不能单独成为选择这里的原因。此外，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法语法学院，蒙大法学院为研究生提供选择面广泛的学习和课程项目，但

这也不是她最显著的优势。

与其他优秀法学院相比，知识多元化、教授和研究生在不同法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以及真正多

元化的文化环境，它们独一无二的结合构成了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最大的优势。我们的教授是

法律实证主义者和法律多元主义者；他们研究法律、经济和核心契约理论；他们注重理论，但

又不失以实践为导向；他们在关注传统司法形式的同时，通过网络法庭重新设想司法。他们在

普通法与大陆法混合法律环境下从事诸如上述问题的众多研究，同时也没有忽视其他非国家法

律传统，并且极其重视知识多样性和跨学科研究。

虽然主要是法语教学环境，但法学院确保所有的学生得以接触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语言

所表达的法律思想。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全球化环境下，法学院在语言多样性方面的努力

并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因为语言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来理解。事实上，语言是走向“世界”的

工具。对于不讲某种语言的人而言，这种语言显性和隐性的文化往往是未知的，而显性和隐

性的文化对于知识网络，特别是法学领域的影响尤其明显。因此，蒙大法学院通过丰富的图

书馆资源和高频率的学生—教授互动，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北美教育体验，因为我

们的任务和目标是构建连接世界的桥梁。

副
院
长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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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负盛名的历史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成立于 1878 年，因优质的教育久负盛名。我们致力于提供将传统研究

与活力迸发的研究机会相结合的创新而全面的教育，以及帮助学生成为具有高度责任感和

创造力的世界公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因此，我们的教授和毕业生在很多法学领域，如原住民法、网络空间法和商法等一直都遥遥

领先。我们的校友，不乏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任职，在全世界范围内

对法律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校友，不乏各界政要，包括加拿大总理和总督，也

不乏在国内及国际大公司担任重要职位的商界精英。我们的校友还不乏知名作家、演员和艺

术家等。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教学生未雨绸缪、洞悉未来，打破常规思考，保持好奇、注重研究和批判

性思维。除此之外，再加上对大陆法和普通法同样关注，这些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法学

院之一。

法学院概览

- 欢迎来自包括法国、巴西、中国、智利和罗马尼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我们的学

生群体联系紧密，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学业和个人发展两方面都取得成长

和进步。

- 处于混合法律体系，法律多元主义显著，鼓励跨学科研究方法。我们教授大陆法和普通

法，鼓励交流、创造力、以及创造与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的联系。

- 强调多元视角，立足四大核心：教育、研究、社会和国际合作。我们的教师致力于培养未

来的社会“催化剂”。不仅仅传输知识，更注重通过创新的研究项目和鼓励社会参与的活

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 促进国际化视野。坐落在蒙特利尔这个充满活力、欧洲和北美风情并存的城市，法学院欢

迎来自不同国家的访问学者和学生，举办数以百计的研讨会和会议，与世界各地其他机构

有众多交流项目。

- 追求卓越。蒙特利尔大学一直被评为加拿大最佳大学之一，并在著名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
中占据一席之地。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最近被 QS 世界大学排名评为社科、管理及法学学

科类别中的世界最佳法语法学院。

众多法学领域的领先者

法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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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混搭的城市

蒙特利尔：适合生活和学习的美妙城市

- 被孤独星球出版社评为世界最佳学生城市之一

- 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无与伦比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屡获殊荣的设计和建筑，

被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 

- 被评为加拿大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 著名的旅游集结地，靠近魁北克城、渥太华、多伦多，以及美国纽约州和

新英格兰地区

就读于蒙特利尔大学，必然有机会体验蒙特利尔这座具有欧洲风情的北美大都市生活。

蒙特利尔独特的混搭文化使这座城市热情洋溢，能够为学生带来丰富其知识增长的生活

和文化体验。

这座城市诞生了众多世界性的艺术家，如拱廊之火乐队、太阳马戏团、Leonard Cohen、Rufus

Wainwright、席琳•迪翁等。这里也举办很多顶尖的国际艺术节，有众多的博物馆和舞蹈公司。

喜欢古典艺术的人可欣赏著名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演奏或是漫步于蒙特利尔美术馆，喜欢

冒险的人会爱上这座城市的独立小乐队现场演奏、各种演艺场地和各具风情的民族社区。

对于希望获得丰富且优质的教育体验的国际学生而言，蒙特利尔是理想的选择。

蒙
特
利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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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LOUISE
ARBOUR

法学学士，1970 届优秀毕业生

被授予骑士勋位，大军官勋位

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自 2009 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04-2008)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1999-2004)

从蒙特利尔大学获得法律学位，虽然当时的我并不以为然，但它为我的法律生涯

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尽管法律和法律教学的范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

展，即便如此，承袭于学院的严谨态度和伦理思考使我在变换的环境中立于不败

之地。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增长，回想起这段造就我成为一名全能的现代法律人的

学习生涯，我深表不胜感激。

除作为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首席检察官之外，Louise Arbour 曾获得全世界

39 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获得了无数的奖章和奖励，包括 2000 年“富

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自由无惧奖”和 2010 年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2011 年

3 月，Louise Arbour 与巴西总统 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 同时获得欧洲理事会和平奖，2011 年

11 月，荣获（法国）希拉克基金会特殊评委奖。

我
院
的
毕
业
生

KIM
THÚY

1993 届法学学士

1990 届语言学与翻译学士 

魁北克作家，出生于越南胡志明市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首先教授我法律，同时也教会我思考和培养批判的眼光，

最重要的是，教会我理解差异的重要以及复杂却又美妙的人性。

Kim Thúy 凭借其精妙的自传体小说《Ru》屡获殊荣。该小说讲述她 10 岁移民魁北克时与其他

越南人在海上旅涂中的故事。该小说荣获意大利 2011 年 Premio Mondello per la Multiculturalità 文

学奖，2010 年加拿大文学总督奖以及 2010 年法国 Grand Prix RTL-Lire 奖。

小说《Ru》已在包括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 20 多个国家发行，并被翻译成多种

语言。

我们的校友包括当今一些最显要的领袖，在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占据重要职位。无论在

国际法院、跨国公司、政府或本地社区任职，这些曾经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接受教育的

法律人正投身于法律的发展，为重塑法律实践贡献一己之力，并时刻铭记沟通法律与社会

正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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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DRIC 
SABBAH 

1998 届法学学士/2006 届法学硕士

魁北克律师执业资格 (1999), 

法国律师执业资格 (2000), 

以色列律师执业资格 (2008)

以色列司法部国际协议及

国际诉讼司法律顾问

我对迄今以来颇有收获、回报丰厚、多元化的职业生涯感到非常荣幸：在蒙特利尔大学获得

法学学士以后，我先后供职于以色列最高法院，蒙特利尔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位于渥太华的

加拿大司法部，以及以色列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国际部，并主要从事并购、高科技及生物

技术交易的研究与工作。我现在已再次转身，在以色列司法部从事国际公法方面的事务。怀

着感激与自豪之情，我不得不承认这条职业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

院所受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和培训。感谢顶尖的师资队伍所教授的不同课程，以及有

机会浸润于严谨和前沿的研究。蒙特利尔大学的学习环境丰富且有趣。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法

学院的地理位置：蒙特利尔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包容多元文化，且法学院帮助学生从这

样的环境中受益。直至今日，我与当时的同学和教授仍保持联系。对于曾就读于蒙特利尔大

学法学院，我心存不胜感激之情。

我院的毕业生

MARIE-JOSÉE
CANTIN

2001 届法学学士

法学硕士(南加州大学)

好莱坞 Technicolor 公司商事

创意服务副总裁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从事自己非常热爱、令人兴奋并充满挑战的专业领域工作。这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蒙特利尔大学所奠定的学术基础和接受的法律训练。实际上，当我开始在

法学院学习时，我就已经确信我想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州执业。我在蒙特利尔开始了职业生

涯，但很快便搬到了洛杉矶，并在南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通过了加州的律师执业资格考

试。出于一直以来对电影的热爱，加上帮助电影事业发展以及建立紧密业务关系的愿望，我

从更传统的法律职业转入娱乐行业。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学习经历给了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使命

并实现目标所需的技能和信心，我还可以创造性地 - 甚至愉悦地 - 解决每天都会遇到的复杂

法律问题。

MARIE-JOSÉE
C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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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FARGET

法国

2010 届法学博士

国际土著人和少数人权利法

博士后研究人员（麦吉尔大学）

我于 2007 年开始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做国际法的博士研究，主要研究土著人和少数人权

利。根据博士联合导师指导协议，我应在蒙特利尔从事为期九个月的研究，但我很快就决定

搬到蒙特利尔，在加拿大完成我其余部分的博士研究。活跃的学术环境、强大的学生支持、

强调跨学科研究、开放的法律研究方法、以及对我研究课题的热情支持等，都是促使我留下

来的原因。此外，蒙特利尔是一座人性化的城市，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质量。在这里可同

时享受都市和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法学院积极的学术环境、这座城市还有蒙

特利尔的热情，都是我决心留下来的决定因素。

W. COLEMAN
FOSTER II

美国

理科学士，法律博士，2012 届法学硕士

华盛顿特区执业资格

促进法律发展

全球背景下的商法硕士（LL.M. 项目），是一个融合专业知识和知识价值的出色项目。在现代

法学学科的国际化背景下，该项目与蒙特利尔这座世界级城市以及蒙特利尔大学这座著名的高

等学府相得益彰。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除一流的学术优势，这个项目还使学生能

够获得陪伴终身的国际交流网络。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课程由极其敬业的法律实务精英和高水

准的学者教授共同授课，学生可同时获得实务与理论知识。很多授课人员都隶属于本地最负盛

名的律师事务所或高级政府部门，并通过高效频繁的互动和以实践为导向的讲授，毫无保留地

与学生分享他们渊博的学识。执业十载后参加该项目，我本来仅希望能扩充我的知识基础、磨

炼我的专业技能，但我最终的深切体会却是，该项目不仅提高了我的职业技能，也丰富了我的

生活。

我院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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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法学院

法学院拥有精力充沛的教授队伍，精诚于服务学生，参与社会讨论，投身前沿研究。其出版

物对魁北克省、加拿大及其全世界的法律知识界贡献卓著。

我们的教师拥有广泛的法律专业知识，他们分享他们的知识，建立跨学科的混合法律体系学

习环境，鼓励知识交流、解决实际问题及增强创造性，使传统研究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法律

问题。

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机构，法律史和法律理论，国际劳工法

我自 2001 年起在法学院任教，我的研究和教学一直都非常一致。我研究并教授国际公法的

历史和批判理论、国际劳工法、联合国系统运作的国际组织、妇女的国际权利等。尽管传授

知识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教学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心，因为我坚信这是我们个人及

集体福祉的关键。教授们必须塑造和丰富法学院学生的生活，不强迫他们认同或对他们进行

强制灌输。教授们也须知道如何启发学生探索知识资源，教会他们走出课堂仍能继续获得知

识，而课堂只是帮助他们打开知识的大门。

ISABELLE 
DUPLESSIS

法学博士（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硕士（蒙特利尔大学） 

全球化以及劳动问题大学联合研究中心

(CRIMT) 研究员

国际法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CÉDIM) 执行委员会成员

ISABELLE DUPLESSIS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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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法律与科技

现今的技术革命推动着法律回应并适应这一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我很喜欢教授的一门课程

是法律与科技，通过回望过去和展望未来，促进这两个领域的融合。除传统的法律分析外，

我还使用博客、 推特以及其他网络互动工具使学习更加有效和活跃。毕竟，教授法律与技术

难道不应该以技术为支持吗？

以学生为中心

VINCENT 
GAUTRAIS 

法学博士（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硕士（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硕士（法国雷恩大学）

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法讲席教授

HAN-RU 
ZHOU 

法学博士（牛津大学）

法学硕士（哈佛大学）

研究方向：普通法，比较法 

宪法与法学理论

我在法学院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公法和比较宪法。我的教学力求达到对传统的尊重和必要

的变化需要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不断鼓励我的学生将法律视为一个有机的工具，适应现代

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忽视我们丰富的历史和法律传统。学生们往往向我们证明

我们的高期望是正确的。在我们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讨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讨论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和我们的政府系统存在的问题。这些课堂内外的交流反之启发我自己的研究项目：有

关国家的作用、有关普通法传统法律制度最根本的宪法原则的性质和范围。

杰出的教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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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交流

研究生课程：传授创造力和创新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提供一系列研究生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获得成为世界领先者所需要的

技能和知识。

我们的项目覆盖普通法和大陆法，学生可以掌握北美不同的法律体系知识，并可获得在不同

法域的执业资格。

学生还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实习机会和指导方案，可选择在一些国外大学的导师联

合指导下进行博士研究。

短期课程班

短期研究生课程（9-18 学分），帮助学生掌握某专业或继续获得其他研究生文凭的基础

知识。就业市场中的专业人士也可通过该课程提高他们的技能。

研究生文凭 (D.E.S.S.)

该研究生课程（30 学分）专注于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知识的整合和应用。该 D.E.S.S.

文凭是针对寻求继续教育机会的职业人士以及想在短期内获得专业知识的人士，这些人士可进

一步获得硕士学位。

北美普通法法律博士 (J.D.) 

这一独有的课程帮助法律人士通过精细的比较研究方法加深对魁北克省、加拿大和美国普通

法的了解。该项目的课程相当苛刻，学生须满足一定条件方才能被录取。

研
究
生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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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商法方向）

享誉国际的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HEC Montréal) 的 MBA 项目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提供商法

方面的专业教育。该MBA 项目旨在向学生传授知识、学习技能并培养管理的基本道德价值。

学生可选择一年期全职或三年期兼职学习。

全球背景下的商法 LL.M. 项目

该项目一般只面向外国学生，教授先进的北美法律、比较法、国际法知识并强调探讨全球背

景下日益复杂的法律问题。成功完成该项目的学生将获得卓越的分析和研究技能，并因此具

有良好的就业前景。所有课程用英语授课。

LL.D.（法学博士）

学生须完成必修课程，在撰写毕业论文前须通过书面和口头考试。鼓励学生在认可的法国、

比利时或德国的大学的导师联合指导下进行研究。

研究生课程

LL.M.（法学硕士）

LL.M. 项目要求学生深入研究商法、信息技术法、北美普通法、国际法、税法、或公证法等

某一法学领域。学生需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自己研究领域的研究性论文或毕业论文（依研究

方向而定），方可获得学位。

LL.M. 研究方向，需撰写毕业论文：
司法参与

商法

国际商法

普通法

比较法

刑法

电子商务法

经济及金融监管法

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法

金融市场法

全球司法

信息技术法

国际法

劳动法

法律与道德

私法与公法

国际私法

社会法

跨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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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利尔度假两个星期后，我就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在此期间，有幸参观学校

校园并与攻读硕士学位的朋友交谈。一回到巴西我就决定：我要搬去蒙特利尔并申

请蒙特利尔大学的硕士课程。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学习生活非常丰富：高素质又充满

激情的教授，严格但愉快的学术环境，众多的课程和研究小组满足所有学生各方面

的兴趣，并点燃学生的求知欲。事实上，2011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决定继续我的

学术之旅，于是又申请攻读法学博士。完成博士一年级的学业后，我确信来蒙特利

尔生活以及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KAMÉLIA
KOLLI

法国

ADOLPHO PAIVA 
FARIA NETTO

巴西

2012 届法学硕士国际法方向/ 

法学博士研究生（卫生法方向）

PING 
ZHANG

中国

法学博士研究生（劳动法方向）

研究生课程

出于对探索的热爱和研究的热情，我决定在蒙特利尔大学做我的博士研究，因为她拥有享誉

国际的名声以及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的大量机会。我利用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包括跨国法学

院联盟 (ATLAS) 项目。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八所顶尖法学院组成，ATLAS 帮助我加深了研究方法

和法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在项目中，我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展示了我的论文

课题，并受益于他们颇有见地的建议，完善了我的基本研究问题。此外，为 LL.D. 学生提供的

许多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结识国际学术圈的成员，并与他们交流知识。

我收到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我对将在北美

最大的法语城市蒙特利尔学习非常兴奋！法学院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资源：大型图书馆拥有来

自欧洲国家的法律资料，具有全球化和跨学科视野的优秀教授团队，高效的管理能对学生的

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但最重要的是，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学习，学生可以提高英法双语的

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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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ÉLIA KOLLI 

国际机遇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为支持跨学科教学方法，提供

以下机会，帮助学生熟悉理论框架，并创造性地将

之应用于全世界不断涌现的法律挑战。

- 国际研究小组和网络，如跨国法学院联盟

(ATLAS)，聚集了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

利亚的顶尖法学院，研究跨国法与良治，

为学生提供令人激动的高级研究与深入学

习机会。

- 交流项目，与世界其他国家如法国、中国、

瑞士、意大利、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 13 所大

学，或其他加拿大大学，包括约克大学（多

伦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或达

尔豪西大学（哈利法克斯）进行 1-2 个学期

的交流。

- 暑期项目，主要与中国大学合作。

- 实习项目，在法律诊所进行，学生在职业律

师和公证员的指导下，研究特定法律问题或

进行其他研究。

- 社区项目，让学生有机会协助社区服务组织

帮助妇女、移民和边缘化人口解决重要问题

的法律事宜，如住房、医疗和工作等。

- 法律无界限，部分虚拟的学术合作，汇集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直面问题，解

决法律上的问题，并加强应对全球法律环境

所需要的技能。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

学生、导师和顾问团队发现并创造性地解决

法律问题。蒙特利尔大学是加拿大唯一一所

参与该创新项目的大学。

国
际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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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研究讲席

CRDP

CDACI

庞大的资源  

法律图书馆

法学院图书馆收藏了 20 余万册印刷文本，包括约 8 万册书籍和 1000 种订阅期刊。

学生可访问 74 个在线法律数据库、蒙特利尔大学的其他 18 个图书馆、以及跨馆研

究借阅网络 Colombo。通过 Colombo，学生可向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大学借阅书籍、期

刊和其他文件。法律图书馆还为学生提供有关普通法的所有核心资源，尤其侧重加拿

大和美国普通法。

LEX ELECTRONICA

公法研究中心的在线法律杂志，刊登有关研究中心三个研究方向的文章

(www.lex-electronica.org)。

Thémis 法律期刊

在魁北克省、加拿大、国际法律界载誉超过六十载，Thémis 法律期刊是蒙特利尔大

学法学院的官方法律评论期刊，刊登魁北克省、加拿大、以及海外法学教授、学生

及法律执业者的论文。它所刊登的文章和专栏受人瞩目，严格把关论文质量和学术

严谨。Thémis 法律期刊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

网络法庭实验室

蒙特利尔大学世界领先的网络法庭实验室拥有尖端的数字法庭，用于找出阻碍信

息技术在司法管理及司法救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障碍。该实验室积极开发有利于

调解、仲裁、司法和超司法冲突管理的工具。学生也通过参与模拟法庭完善他们

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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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法律研究

培育下一代的法律开拓者

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拥有两个世界级的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

分别专注公法、商法和国际贸易，帮助学生开拓新视角，创造新方法，使传统的法律适应

新的挑战。

• 公法研究中心 (CRDP) 

自其成立 50 多年以来，公法研究中心一直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法律研究中心。中心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法律和新社会关系；法律和信息技术；法律、生物技术和社

会。事实上，中心的很多研究项目开辟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在遗传学法、原住民法和网

络空间法方面。

中心有 15 名全职研究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50 名学生。除此之外，中心也与政府部门、社

区团体和来自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合作，并与全世界约 30 个研究中心和研究网络有

着密切的联系。

网址：crdp.umontreal.ca

• 商法与国际商事研究中心 (CDACI)

该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不懈地紧跟商业和国际法领域的重大事件。从法律纠纷的解决

到法律的经济分析、证券法、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不断探索新的和更细化的研究课题，

包括：公司和金融市场治理，国际经济关系与法律，法律与发展。

位于金融大都市蒙特利尔，同时得益于与法国大学研究中心的合作及其在北非的认可，研

究中心在法语区广泛开展活动。中心还致力于与国外，尤其是中国和南美的研究中心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

网址：cdaci.ca 

我们的研究讲席

法学院拥有几位著名的讲席，有力地促进知识和学术活力，并培养了一批研究生。

• 加拿大“北美及比较法律文化认同”研究讲席

• 蒙特利尔大学“公证法”讲席

• Jean-Louis Baudouin“民法”讲席

• L. R. Wilson“电子商务法与信息技术”讲席

• “公司治理与商法”讲席

• 蒙特利尔大学“网络安全与电子商务法”讲席

• Jean Monnet“欧盟法”讲席

• “法律信息”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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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E 
ROUSSEAU

法学博士（多伦多大学）

法学硕士（拉瓦尔大学）

商法与国际商事研究中心 (CDACI) 主任

公法研究中心 (CRDP) 副主任

“公司治理与商法”讲席教授

研究方向：公司法，金融市场法，公司治理，法律的经济分析

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公司治理，那时我还是一个硕士生。阅读了多伦多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董事哪儿去了？》的报告后，我确信公司治理对确保经济繁荣至关重要。此后不

久，我开始研究公司决策的框架，尤其侧重关注在促进价值创造过程中改善决策过程。该问

题涉及公司法和金融市场法的基本原则，一直以来都是我研究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在新世纪

头十年出现金融诈骗或金融危机等金融灾难之后。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关注金融市场的监

管、金融市场运作、监管机构，以及它们背后的基石。法律和经济一直指引着我的研究，注

重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并大力关注比较法。感谢资助机构的经费支持，我的研究成果得以

在北美和欧洲发表。

大力关注比较法

HERVÉ AGBODJAN 
PRINCE 

法学博士（拉瓦尔大学，

波尔多第四大学）

法学硕士（巴黎第五大学）

法学硕士（巴黎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

商法与国际商事研究中心

(CDACI) 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关系历来被视为应遵守受国际公法调整的法律框架。然而长久以来，各种类型的跨

国公司和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运营已经超越了这个传统观点的框架。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国际

经济法教学不只停留在单纯的“万国法”，更融合了规定商业和金融运作的国际私法教学。

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专家，我更为具体的教学领域关注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

融和货币法以及竞争政策。通过我的研究，我希望能够勾勒出如何在当下适用法律，并批判

性地评价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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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法律的基石

KARIM
BENYEKHLEF

法学博士（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硕士（蒙特利尔大学）

公法研究中心 (CRDP) 主任

研究方向：人权与自由

司法制度与国际法

信息技术法

我的研究关注司法权和隐私权。围绕这两个主题，我的研究涉及国际权利和自由、基本人权

司法解释的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和通信如何影响法律。我的研究尤其关注隐私法，一则

由于 web 2.0（更广泛来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二则由于它涉及到许多其他自由

权利，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理想的核心。通过网络法庭实验室，我们研究司法系统如何利用信

息技术促进冲突管理，如何通过软件手段优化法律信息的使用。此外，由于我们的国际化和

跨学科团队（法律、信息科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我们得以研究试验方案（和程序），

找出网络司法系统的障碍，以确定新的程序方法。这项研究极具吸引力，因为从历史的角度

研究司法性纠纷解决使我们反思法律的基石，并预测未来的互联世界。学生在我的研究团队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得益于高度的学术自治，以及多年来众多研究项目积累的高质高信誉研

究网络，学生可以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建立学术关系。

研究方向：程序法

集团诉讼和司法参与

网络法庭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Jules Michelet 曾说过：“教学相长”。于我而言，学习应该是分

享的过程，教授和学生坦诚地交换意见和知识，彼此了解对方。于学生而言，学生在一个互助

的氛围中学习，并积极参与讨论。这句话更体现了从理论和实践教学程序和证据法的乐趣，一

个引起当下众多讨论的话题，即司法参与。我时常也扮演学生的同学，我竭尽所能引导他们，

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也倾听或提出建议。我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有时是我的研

究助理，有时我也从他们对某个法律问题的全新视角受益匪浅。我深深地热爱蒙特利尔大学这

个伟大的学习机构，她正成为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也深深地热爱我的同仁们：我已经找到了我

真正属于的地方。在这里我充满激情，可以几乎无极限地自由思考……

CATHERINE 
PICHÉ 

民法博士（麦吉尔大学）

法学硕士（纽约大学）

公法研究中心 (CRDP)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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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公法

法律与地理

比较宪法，国家豁免和特权

我目前教授一年级本科学生宪法。在每堂课的开始，我都让学生思考课堂上讨论

的主题是否涉及联邦主义、宪法原则或宪章权利，以及国内及国际新闻。我的目

标不仅在于传授知识，也在于教他们如何辨别、分析和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无

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我总是尝试将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的研究兴趣包括联

邦主义的现代路径，皇室特权的司法审查，公法与私法的分离等。我最感兴趣的

是，一个特定区域的地形或物理存在如何影响该区域的法律。透过法律地理这个

视角，宪法可以检测各区域的规则和规范如何千差万别。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

学，让我思考法律与土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并探寻成员资格、身份、或国家权威

等价值的替代性范式。

BENOÎT
MOORE

D.É.A., 私法方向（巴黎第一大学）

法学硕士（蒙特利尔大学）

副院长，负责学院生活和外部事务

Jean-Louis Baudouin “民法”讲席教授

研究方向：合同法，家庭和个人

我的民法教学侧重于个人通过合同或法律建立的经济关系，以及如何重建或改善这些经济关

系的平衡。我的研究着眼于合同法以及家庭法，更具体一些，家庭模式 —夫妻或亲子关系 —

的多元化。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对传统模式的突破，以及平等与个人自由等基本价值观念

引入传统模式，家庭法在魁北克省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 Jean-Louis Baudouin “民法”

讲席的赞助支持下，该研究始于 2006 年，旨在扩大魁北克民法的影响力，使这门学科能够可

持续发展，并鼓励未来的杰出人才继续研究和教授这些主题。Jean-Louis Baudouin “民法”讲

席赞助了大量学术活动，包括“未来研究者”系列会议，使被选中的博士研究生能够向司法

和学术界展示他们的成果。

鼓励未来的伟才

NOURA
KARAZIVAN

法学博士（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硕士（莱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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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的热情

研究方向：国际海洋法

北极和海洋环境

我一直都非常关注国际领域及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主权、领土和边界。1998 年初到

法学院时，我的研究重点几乎完全放在领土范围，但我逐渐开始对海洋法产生兴趣。由于科

技进步，海洋已成为重要的储备资源，因此，海洋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对象，并可能扰乱国际

关系。这一现实在北极地区尤其明显，我的专业领域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正经历巨大的变化

。以国际法解决海洋民族主义和过度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海洋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

挑战，是极具吸引力的课题。

SUZANNE
LALONDE

法学博士（剑桥大学）

法学学士（女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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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杰出毕业生
（从我们法学院获得学位）

- Raoul Dandurand (LL.B. 1882)：国际联盟主席 (1925)
- Georges P. Vanier (LL.B. 1911)：加拿大总督 (1959-1967)，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表

现无比英勇被授予奖章，第 22 皇家军团创始军官

- Gérald Fauteux (LL.L. 1925)：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1949)。渥太华大学法学院创建者

之一，于 1953-1962 期间任该院院长。1970 年被认命为加拿大首席大法官，在最高法院

任职长达 24 年
- Jules Léger (LL.L. 1936)：加拿大驻伦敦、墨西哥、意大利和法国大使（自 1940 年），

加拿大总督 (1974-1979)
- Daniel Johnson father (LL.B. 1940)：魁北克省省长 (1966-1968)
- Alan B. Gold (LL.L.，优秀毕业生，1941)：魁北克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1983-1992)
- Pierre Elliott Trudeau (LL.L.，最优秀毕业生，1943) 加拿大总理（1968-1979 及

1980-1984），曾任本院教授

- Jules Deschênes (LL.L. 1946)：魁北克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1973-1983)。曾任联合国国际

刑事法庭法官,审理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罪行 (1993-1997)
- Jean Beetz (LL.L.，优秀毕业生，1950)：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1974-1988)
- Antonio Lamer (LL.L.，优秀毕业生，1956)：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1980-1990)
- Robert Bourassa (LL.L.，最优秀毕业生，1956)：魁北克省省长 (1970-1976 及 1985-1994)
- Alice Desjardins (LL.L.，优秀毕业生，1957，1974，荣誉博士，2012)：加拿大第一位法学

院全职女教授，1987 年成为第一位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

- Bernard Landry (LL.L 1963)：魁北克省省长 (2001-2003) 
- Daniel Johnson son (LL.L 1966)：魁北克省省长 (1994)  
- Nicole Duval Hesler (LL.L，优秀毕业生，1967)：魁北克省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在魁北克省

司法机构最高职位任职的第一位女性

- Philippe Kirsch (LL.L. 1969，LL.M. 1972；荣誉博士，2003，蒙特利尔大学)：国际刑事法

院第一任主席

- Michel Bastarache (LL. L.，优秀毕业生，1970；荣誉博士，2003，蒙特利尔大学)：加拿

大最高法院大法官 (1997-2008)
- Pierre Marc Johnson (LL.L. 1970)：魁北克省省长 (1985)
- Elizabeth Corte (LL.L.，优秀毕业生，1972)：魁北克省初级法院首席法官

- Elise Groulx Diggs, Ad.E. (LL.L.，优秀毕业生，1973)：国际刑事辩护律师协会主席，国际

刑事律师联合会创始成员

- Yves-Marie Morissette (LL.L.，优秀毕业生，1973)：魁北克省上诉法院法官，麦吉尔大学

法学院院长 (1989-1994)
- Marie Deschamps (LL.L.，优秀毕业生，1974；荣誉博士，2008，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

最高法院大法官 (2002-2012)
- Gérard (Gerry) Roufs (LL.L. 1976)：竞技型水手，三次打破跨大西洋记录 (1986，1988 及

1990 年)，1996 年赢得单人横渡大西洋比赛。在 1997 年的“旺底不靠岸单人环球航海

赛”中失踪

- Calin Rovinescu (LL.L. 1978)：加拿大航空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Gilbert Rozon: (LL.L. 1979)：Juste Pour Rire（蒙特利尔嬉笑节）创始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William A. Schabas (LL.L. 1983, LL.M. 1990, LL.D. 1993)：爱尔兰国立大学爱尔兰人权中心

主任

- Guylène Beaugé (LL.L. 1984)：自 2007 年任魁北克省高等法院法官，该法院第一位女性

有色人种法官

- Pierre-Karl Péladeau (LL.B. 1987)：加拿大企业家，控股公司 Quebecor Inc. 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拥有众多子公司的大型媒体公司 Québecor Medi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Sun Media Corporation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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