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1法学院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本部校区专业课非考试周考试（13-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国际私法（辅修） 夏雨 辅修法学2001班 41 13周随堂考 原周日下午教2-307 重新借教室

中国法律史（辅修） 彭欣 辅修法学2101班 55 14周随堂考 原周六下午教2-309

国际经济法（辅修） 张颖 辅修法学2001班 41 14周随堂考 原周六下午教2-307

民法（辅修） 陈小燕 辅修法学2101班 55 16周随堂考

法学讲座 彭欣 临班310 42 考查

法学论文写作
邹爱华,陈焱

光,王婷(政
法学(常规班)2102班,法学(卓越班)2101班 100 考查

法律文书 彭彦 法学(常规班)2002班,法学(卓越班)2001班 131 考查

行政法实例研习 郑全新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考查

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研讨 孙笛 法学(常规班)1902班 63 13周随堂考

证据法 刘晶 法学(常规班)1902班 62 考查

刑事诉讼法（辅修） 孙笛 辅修法学2001班 41 考查

法律电影赏析 徐梦醒 临班91 121 考查

监察法 邓小刚,刘祎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4 16周随堂考

公法前沿问题研讨 靳海婷 法学(常规班)2001班 64 16周随堂考

宪法学（辅修） 刘祎 辅修法学2101班 55 12周随堂考

经济法（辅修） 郑莹 辅修法学2001班 41 14周随堂考 原周日上午教2-307

法理学（辅修） 刘之杨 辅修法学2101班 55 教4-202 12月11日 2:00-4:00

商法 缴洁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2-210 12月12日 13:40-15:40

商法 缴洁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4-203 12月12日 13:40-15:40

物权法 贺琼琼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4-603 12月13日 10:00-12:00

物权法 贺琼琼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4-402 12月13日 10:00-12:00

知识产权法 陈福初 临班28 61 教4-504 12月13日 19:00-21:00

知识产权法 陈福初 临班28 61 教4-505 12月13日 19:00-21:00



行政法 谭剑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2-310 12月15日 10:00-12:00

行政法 谭剑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4-402 12月15日 10:00-12:00

国际法 马芬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2-510 12月15日 7:40-9:40

国际法 马芬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4-202 12月15日 7:40-9:4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陈娜(政法) 法学(常规班)2002班 66 教2-510 12月15日 10:00-12:0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陈娜(政法)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教3-102 12月15日 10:00-12:00

家事法 龚哲 法学(常规班)2002班 66 教3-402 12月15日 16:00-18:00

家事法 龚哲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教4-509 12月15日 16:00-18:00

本部校区专业课考试周考试（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知识产权法 张颖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教4-608 2022-12-19 09:00~11:00

知识产权法 张颖 法学(常规班)2002班 66 教4-609 2022-12-19 09:00~11:00

中国法律思想史 刘之杨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3-405 2022-12-19 09:00~11:00

中国法律思想史 刘之杨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3-406 2022-12-19 09:00~11:00

国际私法（双语） 曾丽洁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教4-204 2022-12-19 14:00~16:00

国际私法（双语） 曾丽洁 法学(常规班)2002班 66 教4-203 2022-12-19 14:00~16:00

刑法各论 江岚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4-210 2022-12-19 14:00~16:00

刑法各论 江岚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4-211 2022-12-19 14:00~16:00

经济法 邹爱华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6 教4-604 2022-12-20 09:00~11:00

经济法 邹爱华 法学(常规班)2002班 66 教4-603 2022-12-20 09:00~11:00

民事诉讼法 郑若颖 法学(卓越班)2101班 50 教3-504 2022-12-20 09:00~11:00

民事诉讼法 郑若颖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0 教3-505 2022-12-20 09:00~11:00

行政程序法 靳海婷 法学(卓越班)2001班 64 教4-504 2022-12-21 14:00~16:00

本部校区公共课考试（13-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杨海军 法学(常规班)2102班 48 教3-501 2022-11-06 09:00~11: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杨海军 法学(卓越班)2101班 49 教3-503 2022-11-06 09:00~11: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杨海军 法学(常规班)2102班 51 教4-302 2022-12-20 14:30~16:3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杨海军 法学(卓越班)2101班 49 教4-303 2022-12-20 14:30~16:30

重修考试（14-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法理学导论 夏雨 临班391 16 教5-301 2022-12-01 16:00-18:00

民法总论 蔡大顺 21级常规班 15 教2-209 2022-12-21 14:30~16:30

宪法学 陈焱光 21级常规班 15 教2-209 2022-12-22 09:00~11:00

阳逻校区考试周考试（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民法总论 蔡大顺 法学2201班 88 B212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21 14:30~16:30

宪法学 陈焱光 法学2201班 88 B200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22 09:00~11:00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靳海婷 法学2201班 88 B112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23 09:00~11:00

阳逻校区公共课考试（17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生班级 人数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计算机基础 刘莹(计信) 法学2201班 88 B410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19 09:00~10:30

思想道德与法治 姚迎春 法学2201班 88 B402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19 14:30~16:30

大学英语1 黄薇 法学2201班 42 B100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20 09:00~11:10

大学英语1 谢雅和 法学2201班 37 B112通识多媒体教室 2022-12-20 09:00~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