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 � | � 招生简章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LAW � 



全球知名校友 � 

William Howard Taft 
美国第27届总统 � 

Raul Rosado 
富美家集团北美及欧洲法务副总裁 � 

Julie Ann Karkosak 
丰田纺织法务副总裁 � 

 � 
法学院亮点 � 

小班授课，师生比例为1:8.6 � 

强调培养英语法律写作技巧 � 

有竞争力的学费和奖学金 � 

辛辛那提大学 � | � 法学院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Law � 

法学院简介 � 
•  建立于1833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法学院 � 
•  美国法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Schools）创始会员 � 
•  通过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认证 � 
•  全球排名200强学校-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 
•  美国排名前50的公立大学法学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 

 �  �  �  �  �  � （U.S. News & World Report） 
•  最有价值法学院—全国法学家（the National Jurist） 
•  最多最高法院法官毕业的学校之一—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  全美排名前30的法学院—超级律师杂志（Super Lawyers Magazine） 
•  法律从业实战训练的最佳法学院—全国法学家（the National Jurist） 

辛辛那提大学始是一所研究类综合性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打造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体验。辛辛那提大学
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 News � & � World � Report）评为全美一类大学，目前在校生为44,000多人。来自
世界11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国际留学生构成了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近年，大学的国际留学生满意度全美
排名第9（International � Student � Barometer）。 � 
了解更多，请访问大学网站：www.uc.edu（英语）/www.uc-china.com � (中文) � 

辛辛那提市 � 
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不仅是重要的工业城市
也是商业城市。在辛辛那提市，财富500强（Fortune � 500）总部的人均数
量超过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整座城市风光优美，有“皇后城”之称。还
曾被福布斯（Forbes）评为美国最具性价比城市之一以及十大安全城市。 



UC � LL.M. � 项目特色 � 

•  有竞争力的学费 � 
•  对国际学生提供高达10%-50%

的奖学金 �  � 
•  学习时间紧凑高效 � 
 � 

辛辛那提大学法学硕士学位项目（UC � LL.M. � Program）是为在美
国之外国家获得法律学位的毕业生或律师量身定制的1年至2年硕
士学位课程。LL.M.项目旨在帮助学生提高法律英语写作技巧，深
化对美国司法程序的理解，并在细分的专业方向深入学习。 � 

在美国进行法律学习与实践可以体验： � 

•  在全英文的环境中学习法律和英语 � 
•  与美国律师进行沟通和交流 � 
•  了解美国的商业模式 � 

就读UC � LL.M.项目的学生能够： � 

•  能更好地代表美国客户，在和美方进行沟通和诉讼时会有更充分的准备 � 
•  具备良好的法律英语写作技巧，与专业英语写作老师进行一对一辅导 � 
•  深入了解美国法律程序 � 
•  与UC在校的法学院教职人员与博士生建立关系 � 
•  拓展与当地律师，法官和商业领袖的关系网 � 
•  在美国实习 � 
 � 

大致课程安排： � 
 � 

秋季学期 �  春季学期 � 

美国法律介绍课程 � 
美国司法系统 � 
法律研究与写作 � 
教师批准选修课程 � 

教师批准选修课程 � 
毕业 � 
授予学位 � 
实习机会 � 

专业方向 � 

•  商业法 � 
•  刑法 � 
•  国际法 � 

•  创新技术知识产权法 � 
•  科学健康和环境保护法 � 
•  公共利益法 � 

辛辛那提法学院教授（部分） � 

Jacob Katz Cogan 
教授, � 辛辛那提大学 � 

法学硕士学位 � 
UC LL.M. Program � 

Felix � Chang � 
副教授, � 辛辛那提大学 � 

Lin (Lynn) Bai 
教授, � 辛辛那提大学 � 

Sandra F. Sperino 
学院副院长及教授，

辛辛那提大学 



申请条件 � 
申请者必须为在职律师或美国以外国家法学本科专业毕业，
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和学术能力。 � 
 � 
英语能力 � 

LL.M.项目的教学种会有针对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开展课堂
对话，也要求进行大量复杂的法律文本的阅读。英语非母语
的学生需要提供能够证明英语能力的考试成绩。申请者的语
言成绩需要达到以下要求：TOEFL � IBT最低成绩85，或 � IELT � 
7.0，或者ELS达到 � 112 � 
 � 
有条件录取 � 

如果申请者达到除语言成绩以外其他的申请标准，可以申请
有条件录取，在开始LL.M.项目学习前先到位于辛辛那提大
学的ESL-Cincinnati语言中心学习英语。该语言中心是美国
最大的ELS语言中心之一。详情请登录els.edu/en了解。 � 
 � 
奖学金 � 

法学院LL.M.项目为优秀国际生申请者提供多种奖学金，欲
申请奖学金，请在申请时表明自己的意向。 � 

“You don’t just walk away with a masters degree. 
You walk away with a new lifestyle, a new mindset, 
with actual change. The person who came here in 
August is not the same person who is leaving. He 
is better in various ways. But in meaningful ways.” 

 
-- Arnold Agaba, LL.M. Student 

申请流程 � 
第一步：准备申请材料 � 
•  个人陈述 � 
•  个人简历 � 
•  两封推荐信 � 
•  GPA � 3.0及以上 � 
进行course � by � course成绩单认证：可以选择第三方评
估机构ECE � (ece.org), � WES � (wes.org) � 或者LSAC.org � 
(LSAC.org) � 进行认证。确保第三方评估报告寄送至辛辛
那提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 of � Cincinnati � College � of � 
Law）。所有费用将由亚洲学院（Asia � Institute）承担。 � 
 � 
第二步：完成在线申请表 � 
登录http://www.law.uc.edu/admissions/llm完成在线
申请表，也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LSAC.org的法学院
申请委员会（Law � School � Admission � Council）进行申
请，无申请费。 � 
 � 

申请条件及流程 �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 

联系方式 � 
联系邮箱：uclawllm@uc.edu � 

想得到更多LL.M.项目信息，请登录
law.uc.edu/ll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