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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法学硕士（LLM)项目



法学硕士（LLM）项目 项目优势

亚利桑那大学简介

       

● 可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律师资格考试

        

● 线上授课，减少成本，减少出境风险

● 享受世界名校教育资源，线下资源线上同步 

● 合作院校学生享受高额奖学金（学费减免） 

● 通过亚利桑那大学内部校网“D2L”学习 

● 可申请赴美就读，线上线下相结合

●  开拓国际视野，助力背景提升

       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简 称 UA，建 于 1885 年，坐 落 在 亚 利桑 那
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该校是世界知名高等
学府，北美顶尖研究型大学联盟 - 美国大学协
会（AAU）62 所大学成员之一，美国顶尖公立
研究型大学，被誉为“公立常青藤”。亚利桑
那大学在校生有 45,217 人，学校具有充满活
力的校友文化并且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许多优
秀的人才，其中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2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亚利桑那大学下设建筑、规划和风景园
林学院、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艺术学院、
教育学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文理学院、

詹姆斯 E. 罗杰斯法学院、医学院、埃勒管理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光学学院、药
学院、理学院、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等16 个学
院。该校的天文、地质、地理、土建等学科科
研实力雄厚， 享誉世界，人类学、社会学、哲
学、法学、光学、工程学、医学、生命科学、
舞蹈等学科在美国名列前茅。大学每年从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近 7 亿美元的科研经费， 
在美国大学中位列第 30 位，被卡内基教育基
金会列为特级研究型大学。该校光学研究中心
是美国三大光学中心之一，UA 与麻省理工学院
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并称为 MIS （管理信息系统
学科）三巨头。

受全球疫情影响，为了保障学生安全，便利
广大学子海外求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
硕士(LLM)学位项目转为线上教学，为期9-
12个月。顺利完成该项目将获得亚利桑那大
学颁发的法学硕士学位证书，该学位证书是
大学正式学位，为美国和国内教育部完全认
可。项目已完成2期（2020秋、2021春）招
生，项目学生不出国门即可享受亚利桑那大
学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世界名校学位。
现开展第三期（2021夏）入学项目招生。

根据我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应对新冠疫情
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留学归国人
员学位认证工作的几点说明”疫情期间学生通
过远程授课方式修读国外大学所获学分学位
可以获得教育部学位认证。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学生将赴美通过传统面授方式完成剩余
学业。



        图森市距墨西哥 72 英里，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高，常年阳光明媚，自然风景壮观，是北
美最悠久的印第安人聚居地，是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美食之都”的美国城市
。图森市建有 800 英里自行车道，被美国“People for Bikes”协会评为骑行第一城。

排名（2021 年 US News & World Report）

院校排名

学科排名



        

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James  E. Rogers 
College of Law)创建于1915年，历史悠久，
是全美唯一一所能够授予从学士到博士全
部学位的法学院。作为美国顶级法学院之
一，100多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成功的律
师以及政府和商界领袖。法学院现有全职
教授32名，实践教授55名，教学和科研力
量雄厚，教授都享有国际威望，所著教材
被美国法学院广泛采用。法学院在环境法
、刑法、国际法、审判辩护、税收、公司
和证券法、创新和创业、家庭法等领域声
名卓著。

                 法学院
James E.Roger College of Law

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James

 
E.

 
Rogers

 
College

 
of 

Law)法学院将严谨的法学教育与针对性的实践训
练有效结合，培养的毕业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
法学院的实践训练课程（Practical

 
Training）全 美

Top5,设立16个由知名教授指导的法律诊所（in -
house

 
clinics ）项目和30多个校外法律实践项目 ，

每年为学生提供40，000多小时实践训练工作 机
会。

法学院获美国律师协会认证，2020年毕
业 生律师资格考试首次通过率保持在60.8%
，超过本 州平均通过率47.9%，全国通过率
平均78. 3%。

亚利桑那大学法学硕士（LLM）项目中的美国法方向（General  Law），修读该方向的 学生可
以参加华盛顿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律师资格考试。

申请人可以提前了解美国律师资格考试的要求，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
americanbar.org/groups/legal_education/resources/bar_admissions/

 

 
James  E.Roger  College  of  Law  关于律师资格考试



 

授课时间

学期

2021 夏季 5月18日

2021 秋季

2022 春季

课程设置(26  学分，8-10门课程）

 

        

美国法方向 国际贸易商法方向

Introduction to U.S. Legal Systems 必修
American Common Law I 必修
American Common Law II Procedure必修
American Public Law  
Legal Research & Writing必修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必修

International property 选修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选修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选修
Evidence (require for some bar exams) 选修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 选修
Criminal Procedure 选修
Information Privacy 选修
Employment Law 选修
Introduction to Immigration Law 选修
Entertainment Law 选修
Constitutional Law 选修

Introduction to U.S. Legal Systems 必修
American Common Law I 必修
Business Organizations 必修
International Trade & Policy 必修
Legal Research & Writing  必修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必修
Thesis  必修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选修
Corporate Finance 选修
Intellectual Property 选修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选
修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 for 
bar exam eligibility) 选修
Evidence (require for bar exam eligibility) 
选修

必修

学位课程可以在4个学期（9个月）内完成，即2021年5月-2022年3月，
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安排在5个学期内修

  

读完所有课程。

开课时间 结课时间

7月3日

8月24日 10月14日

10月15日 12月17日

1月13日 3月5日

3月25日 5月15日



授课模式

 

 

 

 

 

项目费用

 
 

项目流程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 授课系统 -Microcampus Network

        所有线上课程将通过该系统进行，在此系
统中学生可以深度学习授课老师以直播 / 录播
形式教授的所有课程。此系统为亚利桑那大学
专属线上课程教学系统。

※ 校园体验软件 -Arizona Live

        Arizona Live 是亚利桑那大学官方校园生
活体验软件；项目学生可以运用线上图书馆、

另外，也可以利用该软件参与学校各种社交、娱
乐活动。

※ 作业提交 -Canvas

        Canvas 是查询课程安排和提交作业的重要
工具。学生还可以通过 Canvas 查看同学信息，
跟进作业状态，联络授课老师等。

※ 课 后 辅 导 - 亚 利 桑 那 大 学 Appointment 
Schedule

        学生通过该线上服务预约授课老师，从而
获得一对一的课后辅导。

※ 学生小组讨论 - Zoom、Microsoft Team

        团队课业可以通过 Zoom、Microsoft Team 

等线上视频软件进行小组会议和交流。

1. 项目申请提交
2. 参加亚利桑那大学录取面试

线上课外辅导、线上讲座等功能进行学术提高。 3. 获得 offer

 

    
 

 
    

 

※ 报名费：RMB￥2000元(材料收取、整理、
初审核、网申提交等费用）

※ 学 费：RMB￥108600 元（学费、注册费
、法律英语课程费等）

1. 大四本科生、在读研究生或毕业生，需有法
学专业背景；
2. GPA 3.0+，
3. 英语成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TOEFL 100+
IELTS 7+，单科不低于6.0
CEPT 110+
4. 如学生英语成绩在以下水平：
TOEFL 75-100
IELTS 6-7
CEPT 90-110
可通过修读法律英语这门课程，通过考试后
，进入 法学硕士项目。
5. 参加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组织的录取面试。

①护照复印件；
②英文简历；
③大学中英文成绩单；
④个人陈述；
⑤英语成绩证明（雅思/托福/CEPT)
⑥推荐信（2封）。
 

4. 线上课程注册，开始上课。

    ※ 特别说明：该费用为疫情期间学位课程学费。疫情结束后，如
学生须 赴美通过面授方式完成学业，学生将根据亚利桑那大学公布的
面授学 费标准交纳学费。国际交通费、住宿费、餐费、保险费及其他
费用由学生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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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硕士（LLM)

    1. 项目咨询及报名请发邮件至：yuanzhujiaoyu2020@163.com
   

    邮件主题格式：咨询/报名：亚利桑那大学
 

LLM
 

学位项目+学院名称+专业+姓名

2.
 

北美高等教育协会中国杭州办公室（杭州圆筑教育）联系方式：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东部创智大厦4幢1108室

俞老师：19883133586（微信同号）
徐老师：17816334355 微信：xuyile-el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