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sé Octávio Serra Van-Dúnem 

若泽•奥塔维乌•塞拉•梵•杜内姆 

 

出生日期：1962 年 8 月 30 日 

学历： 

人文科学博士：2003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坎迪多•门德斯大学所属里

约大学研究院（简称 IUPERJ/IESP）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人文科学硕士：1999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年坎迪多•门德斯大学所属里约

大学研究院（简称 IUPERJ/IESP）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 

 

1988 年在里斯本葡萄牙天主教大学人文科学院哲学专业本科毕业。 

 

其它学历： 

2010 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巴西客卿研究所 –(IBC)学习行为客卿，行为分析，

神经客卿和正面客卿的研究生课程; 

 

2008 年，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天主教大学贸易和管理学校学习高级企业管理

研究生课程（简称 PADE）; 

 

1996 年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人口研究院学习了“人口预测与展望”研

究生课程 ; 

 

1996 年在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特聂拉•内维斯博士的指导

下完成“法律中的哲学与方法论”强化实习; 

 

1989 年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天主教大学人文科学院学习了教育科学的研究生

课程; 

 

1989 年在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学习了“葡萄牙语言文化”研究生课程。 

 

职业和学术经验： 

 

            - 安哥拉圣灵银行团结和社会责任基金顾问及协调员。 

 

- 安哥拉圣灵银行（简称 BESA）执行董事，负责人力资源，培训和社会责 

任部。 

 

- Escom 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简称 CEJES）

主任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安哥拉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

石油和天气专业研究生课程协调员（授课教师） 

 

- 巴西佩洛塔斯联邦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师/研究员 

 

- 巴西里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历史学研究生阶段客座教师研究员 

 

-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师|研究员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人口调查研究中心(简称 CEIP)创始研究员 

 

- 多家企业顾问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 “大学中的研究、创新和评估”小组研究员 

 

- 巴西佩罗塔斯联邦大学“教育政策、课程和管理”研究小组研究员 

 

- ‘‘安哥拉-社会经济研究学院” （简称 AIP）高级研究员 

 

2005/2009 – 罗安达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教务长 

 

2003/2004 –罗安达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学术事务副教务长 

 

2001 – 挪威访卑尔根 Chr. Michelsen Institut 学院访问学者 

 

1995/96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在人口中加大研究和培训活动力度”项目

助理主任 

 

1990/98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法学院法哲学科目辅导员、助教 

 

其它补充经验和社团：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人口调查研究中心（简称 CEIP）创始人 

 

 ‘安哥拉-社会经济研究学院（简称 AIP）”创始成员 

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87%8C%E5%A5%A5%E6%A0%BC%E5%85%B0%E5%BE%B7%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87%8C%E5%A5%A5%E6%A0%BC%E5%85%B0%E5%BE%B7%E5%B7%9E


巴西社会学协会成员 

 

国际法哲学协会成员（巴西分会） 

 

安哥拉社会学协会成员 

 

里约热内卢司法杂志（简称ＳＪＲＪ）编委会成员 

 

讲座，研讨会，学术-科研文章： 

 

 “在柏拉图和班图哲学中的神话”， 本科专著（印刷），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1988 年，90 页。(未发表) 

 “Lusófono 大学在 7 国的相互关系中作为偏震器”， 葡语国家大学协会期刊，

1995 年，累西腓， 15 页。（已发表） 

 “我们想要 7 国中的哪个大学”，非洲-葡萄牙-巴西第三届圆桌会议期刊， 1994

年，罗安达， 14 页。（未发表） 

 “在葡语空间中必要的原则和激励”， 卢西塔尼亚国际协会期刊，1996 年，牛

津，10 页。（已发表） 

 “安哥拉文化和巴西文化：平行的经验”，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人文学系，

1995 年，16 页。（已发表） 

 “培训和教学：面对一个葡语空间”， 第一届葡语国家间合作与培训大会， 阿

尔加维大学，葡萄牙，1995 年 ，10 页。（已发表） 

 “在集体活动中的文化：安哥拉的例子”，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葡语周小

册子，1995 年 10 月。（已发表） 

 “大学在为巩固人权的培养合作中所起的作用”， 南非人权和民主研讨会，纳

米比亚大学，1996 年 3 月（由纳米比亚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出版）。(已发表) 

 “人权”，公共利益法律与研究国家学院， 比勒陀利亚，1996 年 3 月。（已发

表） 

 “安哥拉与和平：世纪末的危机和挑战”，加拿大社会学协会，麦克吉尔大学，

蒙特利尔，1996 年 5 月。（未发表） 

 “”安哥拉第三个千年前景如何？”，葡语国家大学协会第七届会议，里约热内

卢，1997 年 4 月。（已发表） 



 “非洲：有哪些可能？”,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师培训学院，2001 年 11 月。

（未发表） 

 “安哥拉/非洲：现实与展望”，塞尔玛•潘托雅（主编），在巴西和非洲之间。

巴西利亚：Paralelo 15 出版社，圣保罗，零刻度广场，2001 年。（未发表） 

 “战后的安哥拉：导航提醒”， 国际政治，第 25 期，里斯本，2002 年。（未发

表） 

 “安哥拉的和平，经济与社会发展”，坎迪多•门德斯大学，里约热内卢， 2002

年 10 月。（未发表） 

 “战后安哥拉 ：新的挑战与旧的问题”，巴伊亚州大学，2003 年 4 月。（已发

表） 

苏黎世大学 ，跨学科研讨会, “关于在文学、视觉艺术及社会科学中的贫困的演

说，（拉丁美洲和葡萄牙-非洲国家）”，斯特凡诺• 佛朗斯西尼中心，维力塔山

（瑞士，斯克纳），2004 年 6 月 13 日至 18 日。介绍发言“社会基金：消除贫困

中的眼药水？” 

介绍书籍“Parangolá:一个冗余的悖论”，作者为塞尔吉•格拉，于卡辛德茶叶协

会，2004 年。（未发表） 

 “安哥拉在诉诸法律中的民主化进程”(52 板)和 “在周边产生知识：在……之北/

在南边/从北边”。葡萄牙-非洲-巴西第八届大会期刊，科因布拉，2004 年。（已

发表）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艺术和文学院， 非洲 10 国会议！，里约热内卢，2004 年

9 月 24 日，28 日，29 日，介绍发言“和平中的安哥拉：另一个时刻”（未发

表）。 

国防部“武官的培训研讨会”，罗安达，2004 年 10 月 8 日，介绍发言“重建国

家政治的挑战”。（未发表） 

社会支持基金：(1994-2004) 10 年的团结和群体参与，罗安达，2004 年 10 月 28

日。介绍发言“社会基金-新的方法，新的途径？”。 （未发表） 

奥古斯蒂诺•内托大学，周期讲座“安哥拉的现代化：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贡献”，

罗安达，2004 年 11 月 5 日。介绍发言“大学，文化和发展”。（未发表） 



AIP- 安哥拉社会和经济研究学院和ＣＭＩ挪威卑尔根 Chr. Michelsen 研究所。

“与司法接触和法院的角色”专题研讨会“。罗安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介绍发言“诉诸司法：社会权力”。（未发表） 

Torcuato Di Tella 大学。“在新民主中的社会转型和法院。为穷人而设的制度呼

声？”专题研讨会。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００４年。介绍发言“安哥拉的法院和

社会转型”。 （已发表） 

关于人权的专题研讨会，罗安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10 日。介绍发言“作

为人权国家机构的工作工具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未发表） 

人权研讨会，1 月 20 日刚果姆班扎。介绍发言“国家人权计划的重要性”。（未

发表） 

 “安哥拉宪法下的法院：它们能为穷人做些什么？”，在新民主下的社会转型和

法院。编辑罗伯特•卡尔卡莱拉；皮拉尔•多明各斯；Theunis Roux. Ashgate 出版。

2006 年。[与艾琳•斯卡合作], pag 185-213 页。（已发表） 

 “法律课程的评估与司法教育的创新和挑战”[与玛利亚•塞西莉亚•莱特合作] ，

巴西和安哥拉之间的教育对话，2007 年 UFPEL 大学出版和图片社（组织者），

11 – 29 页。（已发表） 

 “终于，和平了。那么安哥拉呢？” 2008 年 1 月，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历史

杂志 39 期。（未发表） 

 “战后的法律角色：安哥拉的例子”休斯顿大学法学中心，2007 年。（未发表） 

 “文化，法律和社会。巴西安哥拉之间的一个比较视角的学术 –科学合作计划”， 

法律研究生课程计划，伽马•菲略大学， 2007 年。（未发表） 

 “国际合作计划和在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论的挑战：巴西，阿根廷，安哥拉，

法国和加拿大”，第七届 RAM，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人类学会议，阿雷格里港，

2007 年。（未发表） 

 “政治，法律和民主：对于巩固法制的途径、展望”，社会科学中心，里约热内

卢州立大学。里约热内卢，2007 年。（未发表） 

 “研究生班在安哥拉”，教育学院，佩洛塔斯联邦大学，2008 年。（未发表） 

社会基金,消灭贫困的眼药水？：关于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研究。 Kilombelombe

出版社，罗安达，2009 年。（已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