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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 副教授 

學院/部門 : 法學院 

電郵地址 : mjhuang@must.edu.mo 

電話 :   (853) 8897-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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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  R 771 

郵寄地址 :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澳門科技大學法

學院 R 771 

教研領域 

民商法;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 法理學 

 

學歷 

2005 - 2008   澳門科技大學 /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 博士  

1995 - 1998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 經濟法學 / 碩士  

1983 - 1987   廈門大學 / 法學 / 學士  

 

教學經驗 

現職         澳門科技大學 / 法學院 / 副教授  

2001 - 2007   福州大學 / 法學院 / 副教授、教授、綜合教研室主任、至誠學院法律系負責人 

1994 -2006   福建建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1987 - 2006   福建警官學院 / 法律教研室 / 助理講師、講師、高級講師、客座副教授、客座

教授 

1987–1988   福建上杭通賢中學（扶貧支教）/英語教研組代理組長 

 

學術成果 

期刊文章:  

論我國企業破產的現狀及其對策，《福建法學》1996年第 3期。 

簡論依法治吏的條件，《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 1997年第 5期。 

論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 1998年第 8期。 

試論環境保護預防為主原則及相關法律制度，《中國法學》2001年增刊 

我校職專生教學的思考--從<民法>課程談起，《福建監獄工作論壇》2001年增刊 

論我國罪犯人權及其保障，《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 2期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現狀及其對策研究，《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年第 4期 

對大學生進行環境教育的若干思考，《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 4期 

法律上環境概念探析,《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 2期 

生物多樣性銳減原因探析，《中國法學》2003年增刊 

我國環境法基本制度探析,《武漢法學》2004年第 2期 

環境法學的概念和特徵，《當代法學》2004年第 6期 

從資源產權制度論水土保持政策,《水土保持應用科技》2004年第 5期 

刍议水权市场的建立,《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4年第 4期 



我國森林資源物權法律保護探析，《林業經濟問題》2005年第 2期 

論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行政與法》2005年第 6期 

水行政執法程序及其模式設計構想，《水資源保護》2005年第 1期 

我国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第 2期 

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惠益分享，《行政与法》2005年第 4期 

資源產權制度反思,《水資源保護》2006年第 1期 

澳門水污染防治和循環經濟立法探析，《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學報》2006年 6月  

論生態標誌制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 9月  

論作為整體公平的生態正義，《東南學術》2006年 6月（2006年 10月 16日《光明日報》第九版<

理論週刊>轉摘評述）  

我國環境污染轉嫁的成因及防治對策, 《科技資訊》2006年第 4期  

環境立法目的芻議，《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 3期  

論澳門世界遺產保護與旅遊經濟發展，《澳門研究》2008 年第 4 期  

澳門填海造地與可持續發展，《澳門日報》2008年 4月 23日蓮花廣場版 

綜合評估填海正負效應，《澳門日報》2008年 4月 30日蓮花廣場版 

完善立法會間選制度的建議，《澳門日報》2012年 4月 11、18日蓮花廣場版 

澳門海域管轄權取得途徑芻議，《澳門科技大學學報》2014 年第 2 期  

澳門海域使用管理的生態化思維，《澳门日报》2015年 7月 1日 第 D06版：蓮花廣場 

新形勢下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法治保障研究，《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4期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生態保護與監管的法律機制研究，《澳門科技大學學報》2020 年第 2 期  

 

學術專著:  

《政法類專業基礎知識》（主編），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6年共五版，廈

門大學出版社出版，ISBN 7-5615-1588-X/D．153； 

21 世紀法學創新系教材《環境資源法學》（合編），2003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ISBN7-80161-526-X/D∙528； 

《環境法制度論》（專著），2004年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出版，ISBN7-80209-041-5/X∙604； 

新世紀多科性大學法學應用規劃教材《法理學》（副主編），2005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ISBN7-80078-950-0/D•839；  

高等學校法學精品教材系列《法理學》（合編），2007 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ISBN 

978-7-5615-2791-7/D•342； 

高等學校法學課程學習寶典《法理學備考與拓展》（參編），2009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ISBN978-7-5615-3338-3 

《環境政策學》（合著），200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ISBN978-7-03-023913-6； 

高等學校法學精品教材系列《法理學》（第 2版）（副主編），2013 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ISBN 

978-7-5615-2791-7/D•342；  

《生態正義與環境法治——基於比較法的跨域觀察》（專著），（待出版） 

 

專著章節:  

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應有之義，載米健主編：《一國的保障，兩制的體現》，澳門科技大學 2009

年 2月出版。 

本科生論文寫作要領，載米健主編《法學論文寫作指南》，澳門科技大學 2009年 10月出版。 

澳門法制現代化思索，載米健主編：《澳門法律改革與法制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月出版。 

先進立法技術是制定良法的基本保障，載王禹、鄭偉編：《濠江法律文叢：澳門立法技術討論文

集》，濠江法律學社出版 2013年 12月版。 

澳門實施環境法制教育的若干思考，載米健主編《澳門發展中的法治利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2015年出版。 

澳門綠色化法治保障措施探析，載袁周主編：《綠色化與立法保障：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5》，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 6月版。 

中國與巴西農業、環境和海洋合作的回顧與展望，載張曙光主編：《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發展報

告：巴西篇 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 8月版。 

 

會議論文:  

淺談法律教育應滲透德育內容，1992年參加中國華東地區警察院校年會學術交流。 

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初探，《1999年福建省律師實務研討會論文彙編》，主辦單位：福建省律師

協會 

論生態倫理的法律化，《2006 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年會）論文集》，2006年 8月北京  

論環境保護區域合作與國際交流，2008年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年會《“一國兩制”實踐

中的法律問題》論文集 

澳門環境法制建設評述——以環境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視角，《2009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 

會（年會）論文集》，2009 年 8月  

環境與城市持續發展的法律對策，載 2012年 11月 8日官樂怡基金會澳門法律反思研究及傳播中

心舉辦的“環境與城市持續發展討論會（法律意見：問題與解決方法）” 

論孫中山生態環境保護思想及其當代價值，2014 參加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單位主辦第四屆孫 

中山法治思想研討會，載《孫中山法治思想研究（四）》 

澳門發展海洋文化產業的政策分析，載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2016年 4月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生態保護與監管的法律機制研究，載《“深化法治國際合作  服務共建“一帶

一路”  中國法治國際論壇（2019）”“第 11屆內地與港澳法律研討會”論文集》 

 

研究項目 

2004 - 2006  環境法制度研究 

2009 –2011澳門環境法律問題研究 

2013 – 2014澳門海域取得問題研究 

2015 – 2016 澳門海域資源綠色管治制度構建 

 

學術機構及社會任職 

中國法學會，會員  

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全國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通訊評議專家 

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理論研究基地，研究員 

福建省普法講師團成員（福建省委宣傳部、福建省司法廳、福建省法學會、福建省法制宣傳領導

小組辦公室聘任）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評審專家 

澳門環境科技研究協會，特邀荣誉顧問 

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 



澳門濠江法律學社，副社長  

廈門大學澳門校友會，副理事長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副監事長 

澳門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  

福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珠海國際仲裁院，仲裁員  

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專業資格認證及獎項 

1985年 3月在《民主與法制》雜誌社舉辦的首屆法制知識學習競賽中獲獎； 

1993年 7月在全國律師知識大賽中獲獎；  

1993年 9月被福建省監獄管理局評為教壇新秀；  

1993年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證書； 

1994年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執業證書； 

1996年 9月被福建省司法廳評為教壇新秀；  

1996年 11月《實行法治，依法從嚴治吏是強國之路》被中國當代興國戰略研究編輯委員會評為

優秀論文； 

1997年 9月被中央司法警官學院評為優秀教師；  

1998年 9月被評為福建省優秀教師並授予福建省優秀教師獎章（證書編號：第 98052 號）；  

2007年 8月被福建省高等學校教師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評為法學教授（證書編號：闽

G001-10022）； 

2011 年參加澳門環保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綠色學校夥伴”計畫之《環保教案設計奬

勵計畫》被評為優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