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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面向本科生，是为了满足学生对美国行政法、以及通过美国行政法对美国法特性进行学

习和了解的需要而设。课程将行政法放在美国法律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基本概念、制度和体系的全

面和基础性介绍，使学生对美国行政法及其研究方法有系统、初步的掌握。对有志于在行政法领域

深造的学生而言，本课程将作为其在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同时也能为着重其他领域学习

的学生提供相关美国法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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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国法及其特点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法的传统与特点；2．美国法的各阶段发展；3．美国法的法律渊源；4．美

国法院的地位和作用。 

本章难点：1．美国法与英国法的区别；2．美国法的普通法渊源；3．美国法中的制定法及其

特点。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美国法的历史发展 

一、美国法对英国普通法的继受与改造 

1. 英国普通法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普通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被美国人民承认和采纳，

成为美国法的基础。 

2. 美国对普通法的改造。由于美国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不可能严格按照普通法在英国的

发展原貌加以引入。为了使美国法服务于新社会的基本需要，普通法按照美国的情况被重新改造。 

二、美国法发展的主要阶段 

1． 殖民地与建国时期。 

2． 法律形成时期。 

3． 内战后重建和镀金时代。 

4． 行政国家形成以来。 

5． 美国法的“全球化”。 

第二节  当代美国法律体系 

一、美国法的法律渊源 

1． 普通法。 

2． 制定法、立法程序及立法技术。 

3． 法律文献检索及研究方法。 

二、美国法律制度概览 

1． 公法。 

2． 私法。 

3． 程序法。 

第三节  美国司法体系及法律职业者 

一、美国司法体系 

1． 三权分立下的司法 

2． 最高法院 

3． 法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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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职业者 

1． 法律教育 

2． 法官 

3． 检察官 

4． 律师 

复习与思考题： 

1． 在美国法的创建过程中，对英国普通法进行了哪些改造？这一过程使得美国法形成了什么

特点？ 

2． 美国法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如何？有何体现？ 

3． 围绕一个美国法律问题的研究，如果寻找和确定相关法律渊源？ 

4． 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能和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美] 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 版。 

2． James V. Calvi & Susan Coleman 著：《美国法律与法律体系》（American Law and Legal 

Systems），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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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国行政法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2．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3．美国行政法学的研

究现状。 

本章难点：1．美国行政法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2．美国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3．美国行

政法的内容范围。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美国行政法的发展 

一、适用普通法的早期阶段 

二、传统“传送带”模式阶段 

三、新政管制管理模式阶段 

四、利益代表模式阶段 

五、分析管理规制模式阶段 

第二节  美国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法 

一、行政法在美国法体系中的地位 

二、美国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1． 行政法与宪法 

2． 行政法与各领域的经济规制法 

三、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美国行政法学 

一、美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 

二、美国行政法学研究现状 

三、行政法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中的地位 

 

复习与思考题： 

1 .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 

2. 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 

3. 美国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王名扬著：《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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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国行政组织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分权；2．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类行政组织 3．独立管

制委员会。 

本章难点：1．三权分立对行政组织法的影响；2．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性质、特点及职能；3．政

府公司。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联邦政府关于行政组织的权限划分 

一、三权分立与行政组织 

1．三个国家分支机构（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行使政府权力 

2．美国联邦宪法对权力的划分，使得美国行政机构的组织分别受到三个政府分支的控制和影

响。 

二、国会 

1. 立法。 

2. 拨款。 

3. 批准行政人员的任命。 

4. 监督和调查。 

5. 弹劾和审判。 

三、总统 

1. 立法。 

2. 政府重组。 

3. 人事任命和解职权。 

四、法院 

第二节  总统及总统办事机构 

一、 总统的选举、资格、任期和权力 

二、 副总统的资格和权力 

三、 总统办事机构 

四、 内阁 

第三节  行政部 

一、 各行政部的设置和职能 

二、 各部的组织 

三、 部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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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独立机构 

一、 独立机构的产生及发展 

二、 独立机构的种类 

三、 独立管制委员会及其特点 

1． 人员组成和任命 

2． 人员的解职 

3． 决议程序 

4． 具有执法权、制定规章权和准司法权 

四、独立管制委员会带来的宪法上的问题 

第五节  政府公司 

一、 政府公司的产生和职能 

二、 政府公司的组织和权力 

三、 政府公司的财政与责任承担 

 

第六节  州和地方政府 

一、 州政府 

1． 州与联邦的分权 

2． 州宪法 

3． 州立法机关 

4． 州司法机关 

5． 州行政部门 

二、 地方政府 

1． 州和地方的关系 

2． 地方政府的种类、组织和职能 

 

复习与思考题： 

1． 三权分立在美国行政组织法中有何体现？ 

2． 联邦制在美国行政组织法中有何体现？ 

3． 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 

4． 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性质、特点及职能。 

 

拓展阅读书目：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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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政授权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行政法中的行政授权问题；2．行政授权理论之发展 3．行政授权的分类。 

本章难点：1．行政授权之争论；2．授权理论之下的行政权界限；3．司法权的授权。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行政授权概述 

一、 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授权 

1． 行政机构的发展与行政授权问题的出现。 

2． 行政授权内容和形式。 

二、 行政授权与行政权的界限 

1．行政授权与三权分立。 

2．行政机构权力的界限。 

第二节  行政授权理论 

一、 行政授权理论的产生 

二、 行政授权理论的发展演变 

1．重要案例。 

2．行政授权理论对传统法律体制的冲击。 

三、 行政授权理论之争 

第三节  行政授权之现状 

一、 立法权的授权 

二、 司法权的授权 

三、 各州的行政授权 

 

复习与思考题： 

1． 行政授权的定义和分类。 

2． 行政授权理论在美国行政法中的地位。 

3． 围绕行政授权理论的主要争议是什么？ 

4． 依据行政授权理论怎样确定行政机构的权力？ 

 

拓展阅读书目： 

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 Levin：《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法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 

第五章  行政规则与规则制定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行政规则的概念和分类；2．行政规则的制定程序 3．对行政规则制定的监督。 

本章难点：1．行政规则与行政裁决的联系与区别；2．行政规则制定中的各种程序及相互关系；

3．对规则制定的行政监督。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行政规则概述 

一、 规则的定义、性质和种类 

二、 规则的成立和法律效力 

三、 规则的修改和废除 

四、 规则制定与行政裁决 

第二节  规则制定的程序 

一、 程序概述 

1．《行政程序法》模式 

2．司法确认的参与权 

3．单方面沟通与预判 

二、 非正式程序与正式程序 

三、 例外的程序 

四、 混合程序 

五、 协商程序 

六、 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 

第三节  对行政规则制定的控制和监督 

一、 政治控制 

二、 立法监督 

1． 立法授权中监督 

2． 立法否决权 

3． 立法机关的监督 

三、 行政监督 

1． 行政监督的方式 

2． 行政监督的发展 

3． 行政监督的影响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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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 行政规则的性质和分类。 

2． 行政规则制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程序怎样区分和适用？ 

3． 对行政制定的监督方式有哪些？其中行政监督的作用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 

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 Levin：《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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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正当程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正当程序的法律含义；2．正当程序的要求； 3．听证。 

本章难点：1．正当程序的实体和程序之区分；2．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3．正当程序所保护

的利益。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正当程序概述 

一、正当程序的法律含义 

二、正当程序的实体和程序意义 

1．正当程序的实体内容 

2．正当程序的程序内容 

3、行政法中的程序性正当程序 

三、正当程序之发展 

第二节  正当程序所保护的利益 

一、 传统的特权和权利的区别 

1． 财产 

2． 自由 

二、 正当程序所保护利益的扩张 

第三节  程序之“正当” 

1． 事先告知和听证 

2． 审判型听证 

3． 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 

4． 公正的决定者 

5． 查证和结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美国法上的正当程序是什么？ 

2. 正当程序的程序内容。 

3. 正当程序保护什么利益？ 

4. 美国行政法中的正当程序有哪些要求？ 

拓展阅读书目： 

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 Levin：《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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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政公开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行政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2．涉及信息自由法的诉讼；3．涉及阳光中的

政府法的诉讼。 

本章难点：1．政务公开的法律保障；2．反信息自由法的诉讼。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信息自由法 

一、概述 

1． 行政公开与信息自由法的制定 

2． 信息自由法的立法目的和特点 

3． 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则 

二 、公众了解和取得政府文件的方法 

1．主动公开 

2．依申请公开 

三、免除公开的政府文件 

四、除外文件 

五、信息自由法的诉讼 

六、反信息自由法的诉讼 

七、国会的监督 

第二节  阳光中的政府法 

一、 概述 

1． 立法过程及立法概况 

2． 立法政策和目的 

3． 适用对象 

二、 会议公开的规定 

三、 免除举行公开义务的情形 

四、 合议制行政机关的程序 

五、 违反阳光中的政府法的诉讼 

1． 行政规则的审查 

2． 行政处理的审查 

六、 阳光中的政府法和信息自由法的关系 

七、 效果评价 

第三节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一、 立法概况 

二、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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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和监督 

四、 会议和文件的公开 

复习与思考题： 

1． 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中有哪些主要法律？其各自作用如何？ 

2． 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公众了解和取得政府文件的方法有哪些？ 

3． 涉及信息自由法的诉讼。 

4． 涉及阳光中的政府法的诉讼。 

拓展阅读书目：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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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司法审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司法审查的作用；2．司法审查的受理 3．司法审查的范围。 

本章难点：1．穷尽救济原则；2．成熟原则；3．对滥用职权的审查；4.对行政规则的审查。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 美国法律制度中的司法审查 

1． 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作用 

2． 美国司法审查的发展 

二、 获得司法审查的途径 

1． 法定审查 

2． 非法定审查 

3． 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 

4． 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 

5． 州的非法定审查 

三、 司法审查的法院和审判地点 

四、 司法审查期间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的条件 

第二节  受理条件 

一、 可受审查的行政行为 

二、 不可受审查的行政行为 

1． 法定排除审查 

2． 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范围 

三、 合格的当事人 

1． 早期案例 

2． 利益范围 

3． 事实上的损害 

四、 提起诉讼的时间 

1． 穷尽救济原则 

2． 最终性 

3． 成熟原则 

五、 首要管辖权原则 

六、 对政府的损害赔偿请求 

七、 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损害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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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审查范围 

一、 概述 

1． 审查范围的意义和性质 

2． 法律、事实和自由裁量权 

3． 审查标准 

二、 事实裁定的审查 

1． 实质证据标准 

2． 重新审理 

3． 宪法的事实和管辖权的事实 

三、 法律结论的审查 

1． 法律的解释 

2． 法律的适用 

四、 行政规则的审查 

五、 对不作为和迟延的审查 

六、 法院审查的记录 

复习与思考题： 

1． 美国行政法中获得司法审查的途径有哪些？ 

2． 怎样确定司法审查中合格的当事人？ 

3． 怎样理解穷尽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 

4． 美国联邦程序法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是怎样规定的？ 

拓展阅读书目：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 Levin：《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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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美国行政法的最新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1．美国行政法的最新发展；2．新行政法；3．总统权力的扩张及控制；4.美国行

政法与国际行政法。 

本章难点：1．合作治理新模式对行政法影响；2．对总统权力扩张的控制；3．美国行政法与

国际行政法的互相影响。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合作治理新模式下的行政法发展 

一、概述：“新行政法”的兴起 

二、私有化和混合行政对行政法发展的影响 

三、行政法在特定领域的发展 

1．劳动领域 

2．环境领域 

四、发展和研究现状 

第二节  总统权力的扩张与控制 

一、一元行政主体理论下的总统权力 

1． 一元行政主体理论 

2． 美国总统权力的构建与特点 

二 、总统权力的扩张 

1．总统权力扩张及体现 

2．总统权力扩张原因 

三、 对总统权力扩张的控制 

1． 国会 

2． 法院 

四、发展和研究现状 

第三节  国际行政法与美国行政法 

一、 行政法的国际化 

二、 美国行政法的国际化 

三、 美国行政法与国际行政法的相互影响 

四、 发展和研究现状 

复习与思考题： 

1． 美国行政法近三十年以来主要有哪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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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合作治理模式下美国行政法有怎样的变化？ 

3． 对美国总统权力扩张的控制。 

4． 国际化对美国的行政法产生了什么影响？ 

5． 美国行政法未来发展展望。 

拓展阅读书目： 

Lisa Blomgren Bingham,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ilding The Legal 

Infrastructure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2010 Wis. L. Rev. 297. 

Richard H. Pildes, Law and the President, 125 Harv. L. Rev. 1381 (2012). 

Richard B. Stewar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78 N.Y.U. L. Rev. 43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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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立法学是一门法学理论专业课，它以立法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

立法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范围不仅涉及立法本身的问题，还涉及与立法相关的其他部门、社会现

象、社会关系以及世界各国的立法制度与技术问题。 

立法学是我校本科教学中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通常安排在第二学年的春季讲授。课程共计

36 课时，2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堂讲授 30 课时，课堂讨论 4 课时，课程作业若干和专业论文或课

程考查一次（篇）。学习立法学的基本目标是： 理解和掌握立法学基本理论，能够用所学知识解释

现实立法现象并解决一般的立法问题。 

这本立法学教学大纲的编写目的是，扼要介绍该课程的内容、结构和体例，使学生对该门课程

有一个概括式的把握。列出重点、难点和热点，使同学们对该学科理论和实务界的争论有所了解，

掌握立法学的问题点，以便系统、全面、深刻地理解其理论，掌握其精髓，达到专业学习的目标。 

该大纲由法学院法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侯淑雯编写，并承担文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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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绪论部分的学习，理解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范围有多

大；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怎样形成的；立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以

及研究立法学的方法和理论意义。 

本章重点  立法学的对象与范围  研究立法学的意义 

本章难点  立法学的对象、范围 

学时分配：2 课时。 

一、立法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立法学是一门以立法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它以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

术为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立法本身的问题，还涉及与立法相关的其他部门、

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以及世界各国的立法制度与技术问题。 

立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它随着立法、法学思想和立法学说的产生而形成和发展。目的

是回答和解决立法实践中的大量问题。 

二、立法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立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各分支学科构成的法学，其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和立

法研究为前提的。立法学相对于理论法学来说，它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立法实际工作，对提

高立法质量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立法学对其他理论学科的综合利用对提高各理论学科的应用价值有

重要作用。 

作为法学学科一个部分的立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有内在联系。 

立法学与法学外部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三、立法学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对法学的各个学科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研究立法学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包括：社会调查的方法；分析

比较的方法；历史考察的方法；系统科学的方法。 

意义：从立法角度看，可以提高立法素质，保证立法质量；从执法、司法角度看，有利于执法

者和司法者理解法律，把握法律精神；从普法角度看，可以扩大法律宣传，增强法律意识。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立法学？ 

2、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范围包括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孙敢、侯淑雯主编：《立法学教程》（绪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版。 

2、周旺生著：《立法学》（绪论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3、郭道晖著《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年版。 

4、（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 



新编立法学 

 7

第一章  立法的概念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法与立法的区别，明确立法是有确定目的和目

标的活动，并理解中国古代判例法与英美判例法的本质区别，从而认识中国古代判例法的立法本质。 

本章重点  法与立法的区别；立法是有确定目的和目标的活动；中国古代判例法与英美判例法

的本质区别。 

本章难点  法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发现的产物；立法意识的觉醒；中国古代的判例法是一种

特殊类型的立法。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法概念述论 

一、关于法的各种定义 

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法的定义。西方思想家、法学家关于法的定义。我国当代法学界

关于法的定义。 

二、法的不同历史形态 

法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1、法不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产物；2、人类社会早期即产生了法；3、

法的本质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法的基本特征 

法是社会规范或行为规则。法具有权威性。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法具有强制性。 

第二节  立法的起源 

一、人类早期的法意识 

人类最早的法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发现的产物。 

二、立法意识的觉醒 

立法意识的初步觉醒源于原始社会成员对法的有意违反。法可以制定和改变的意识是立法意识

产生的标志。 

三、立法的产生 

最初的立法是不成文的命令、宣告，逐步发展为成文法律和法典。 

第三节 立法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概念 

一、立法的本质特征和立法概念 

（一）立法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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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是主权者有意识的活动，具有意志性；立法是最高权力者制定法律的活动，具有权威性；

立法是有特定目的和目标的活动，具有政治统治性；立法是提供明确和肯定规范的活动，具有工具

性；立法是创制、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律的活动，具有形式多样性。现代立法必须由民主组

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 

（二）立法的概念 

二、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区别 

判例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普通法和衡平法。它们是法官在司法过程“创造”的法，不具成文形

式。制定法是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具有成文形式。 

三、中国古代的制定法和判例法 

中国是有悠久制定法历史的国家。中国古代也有判例法形式，但与英美判例法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判例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立法。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立法？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2、为什么说“不是所有的法都是立法的产物”？你是怎样理解的？ 

3、立法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认识它有何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 张守东 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2、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10 月版。 

3、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4、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5、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6、侯淑雯：《立法制度与技术原理》，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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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法的历史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外立法思想和立法制度的沿革和发展历史，

进一步深化对第一章内容的理解。同时通过对中外立法思想和制度的比较式的学习，认识中外立法

的不同传统，加深对现有制度的理解，以便对我国当代立法制度进行分析总结，提供借鉴。 

本章重点  中外立法制度的特点。中外立法思想的特色。 

本章难点  西方立法思想的发展线索。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中国立法制度的沿革 

一、中国古代立法制度 

中国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立法的共同特点：国君享有最高立法权；不设专门的立法机关，也没

有专门的立法程序；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中国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立法的不同点：立法渊源不同；立法方式不同；立法主体的组成不同；

成文法的完善程度不同。 

二、中国近代立法制度 

清末及民国的立法制度。解放区的立法制度。新中国的立法制度。 

第二节  中国立法思想的发展 

一、奴隶制时期的立法思想 

以神权思想为主要特征：“受命于天”；“以德配天”。 

二、过渡时期的立法思想 

以“儒法之争”为主要内容：“为国以礼”与“事断于法”；“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秘

而不宣”与“布之与众”。法家的立法见解与主张。 

三、封建制时期的立法思想 

以儒为主、兼取各家的正统思想：将立法置于皇权的绝对支配之下；纳“礼”于法，“礼”与

“刑”具有同等效力；注重立法技术。 

四、明清之际的立法思想 

“民主”、“平等”的立法主张。 

五、近代立法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三权分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实行民权。近代立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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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方立法制度的沿革 

一、古希腊的立法制度 

雅典奴隶制民主制立法机关的形成。制定包括“宪法”在内的多部奴隶制成文法。 

雅典立法的主要内容。古希腊立法的主要特点。 

二、古罗马的立法制度 

从有限民主到帝国专制的古罗马立法机关。古罗马《十二表法》、市民法、万民法、“引证法”

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制定。罗马法的立法特征：立法贯穿客观正义理念；认可法学理论的法

律效力；具有抽象、灵活、成熟的技术特色。 

三、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立法制度 

三种统治形式下的三种立法制度。封建共和国的立法制度。 

四、现代西方立法制度 

英国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制度：由议会至上到扩大政府权力的“授权法”。法国资产阶级国家

的立法制度：议会立法，总统制约，委托立法扩大。德国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制度：立法分为联邦

立法和各州立法；联邦立法高于州立法；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互相制约；联邦议院对立法具有决

定意义。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国家制度；中央、地方分权立

法；国会实行两院制。 

第四节  西方立法思想的发展 

一、西方古代立法思想 

以正义为核心。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然公正理念。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正义理论。 

二、西方近代立法思想 

以人类理性和主权论为中心。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理性理论。霍布斯和格老秀斯的君主主权

论。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三、西方现代立法思想 

以多元化理论为特点。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立法思想。萨维尼的

民族主义立法理论。罗尔斯的新自然法学立法思想。 

复习与思考题： 

1、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对我国当代立法有何影响？ 

2、中外立法制度有何不同？ 

3、中外立法思想有何异同？ 

4、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在哪些方面有所感悟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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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徐爱国 等 ：《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2、张国华、饶鑫贤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3、张晋藩、张希坡、曾宪义编著:《中国法制史》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4、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5、《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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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立法权和立法体制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有关立法权和立法体制的一般理论。了解西

方各主要国家的立法权的规定和立法体制状况，同时认识我国的立法权性质和有关的制度设置，分

析思考我国立法制度改革的可行道路。 

本章重点  立法体制；立法机关。 

本章难点  立法权和行使权的分离；我国区分的意义。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立法权 

一、立法权的性质 

立法权是一项政治权力。立法权是一项法律权力。立法权是一项最高权力。立法权的性质影响

立法权的归属和内容。 

二、行使立法权的主体 

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理论。洛克的权力拥有和权力行使分离理论。中国立法权拥有者与行使者理

论。区分的意义。 

三、立法权的概念 

关于立法权概念的不同理解。 

定义：立法权即为主权者所拥有的由特定的国家政权机关所行使的，在国家中占据特殊地位的，

旨在制定、认可或变动规范性法文件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综合性权力体系。 

第二节  立法体制 

一、立法体制的概念 

立法体制的概念界定。立法体制的内容要素：立法主体；权限划分。立法权限的划分理论。中

国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 

二、立法体制的类型 

专制立法体制与民主立法体制；单一立法体制与复合立法体制；一级立法体制与多级立法体制；

独立型立法体制与制衡型立法体制；集权型立法体制与分权型立法体制。影响立法体制类型的因素。 

三、中国当代立法体制及其完善 

关于我国当代立法体制的四种观点。对不同观点的分析。中国独特的立法体制。中国当代立法

体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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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法机关 

一、立法机关的概念与类型 

立法机关的概念。立法机关的发展与演变。立法机关的种类。 

二、立法机关的产生 

立法机关产生的概念。世界几种主要产生方式：选举制；任命制；世袭制；当然担任制。 

三、立法机关的性质和作用 

民意确定理论。几种主要的观点：委托说；代表说；国家机关说。中国宪法中的民意原则。 

四、立法机关的体制 

概念。主要内容：立法机关内部结构类型；立法机关内部领导机构；立法机关内部的议会党团；

立法机关内部的委员会；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我国的相关规定。 

五、立法机关的职权 

批准或通过国家预算、决算权。监督政府权。国政调查权。我国的相关规定。 

复习与思考题： 

1、你认为哪种立法体制类型最合理？为什么？ 

2、你认为哪种立法体制类型最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 

3、你认为代表应表达谁的意愿？我国代表事实上代表谁的意志？ 

4、我国的立法制度应否改革？理由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吴大英、任允正、李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 1992 年版。 

2、张根大等：《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 

3、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维纳等：《政党与政治发展》，1969 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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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立法准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立法的准备过程，并理解立法准备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为建立科学完整的立法规范提供知识基础。 

本章重点  立法体制；立法机关。 

本章难点  立法权和行使权的分离；我国区分的意义。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立法预测 

一、立法预测的概念与作用 

立法预测的概念。立法预测的内涵。立法预测的作用。 

二、立法预测的分类 

从时间上分：短期立法预测；中期立法预测；长期立法预测。 

从空间上分：宏观立法预测和微观立法预测；全国性立法预测和地方性立法预测。其他分类。 

三、立法预测的基本原则 

科学性原则。合宪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效果性原则。 

四、立法预测的方法 

调查预测法。时间数列预测法。因果预测法。比拟预测法。先驱预测法。 

第二节  立法决策 

一、立法决策的概念 

立法决策的两个含义。立法意识对立法决策的影响。 

立法意识的形成：社会生活的需要；主体利益的驱动；立法条件的具备；共同意志的形成。 

二、立法决策的分类 

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中央决策和地方决策。宏观决策和微观决策。 

三、立法决策的主体 

立法决策主体的概念。西方国家立法决策主体。我国立法决策主体。法定决策主体。事实决策

主体。 

四、立法决策的内容 

确定立法方向和政策。确定立法项目。及时作出立法反应。确定立法模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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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法规划 

一、立法规划的概念与意义 

立法规划的概念。立法规划的含义。立法规划主体。 

立法规划的意义：保证立法的协调统一；保证立法的进程和速度；保证立法取得预期的社会效

果。 

二、立法规划的分类及编制原则 

分类：议会立法规划与政府立法规划；综合立法规划与专门立法规划；短期立法规划、中期立

法规划和长期立法规划。 

编制原则：合法原则；可行原则；科学原则。 

三、立法规划的步骤和方法 

落实起草规划的机构和人员。明确规划的目标。收集、处理、分析有关资料。起草立法规划。

审查和公布立法规划。 

第四节  起草法的草案 

一、法的草案的概念及起草主体 

法的草案的概念。法的草案与法案的区别。草案起草主体。 

二、草案起草条件和起草过程 

草案起草的形式目标和实质目标。 

起草条件：准确领会立法意图；进行立法背景调查；熟练掌握立法技术。 

起草过程：分析研究，提出建议；构思关系，设计结构；起草草案；审查完善。 

复习与思考题： 

1、立法预测对科学立法有何积极意义？ 

2、结合我国的立法实际，谈谈立法意识是如何影响立法决策的。 

3、草案起草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 

拓展阅读书目： 

1、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年版。 

2、郭道晖：“立法决策”，载《中外法学》1996 年第 3 期。 

3、罗成典：《立法技术论》，文笙书局 1983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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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程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立法程序的概念，理解立法程序的独特价值，

了解立法程序的内容，并认识西方国家立法程序的意义。深刻思考程序规则在现代立法中的作用，

同时考虑如何完善我国的立法程序制度。 

本章重点  程序的本质和立法程序的内涵；程序规则及其意义。 

本章难点  程序规则的内容和意义；表决原则及其民主意义。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立法程序的概念 

一、程序的概念 

程序的语义解释。 

程序的本质含义：目的性；次序性；系统性；固定性。 

二、立法程序的概念 

立法程序的内涵。立法程序与立法活动的区别。立法程序的定义。 

第二节 立法程序的价值 

一、程序的功用 

八个方面的功能。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中立性程序的标准。 

二、中立性立法程序的标准 

民主；客观；公正。 

现代立法强调的程序原则。 

第三节  立法程序的内容 

一、立法议程的安排 

立法议程的概念。立法议程和立法议事日程的区别。 

立法议程的编制：主体；内容。 

二、立法程序中阶段的划分 

立法程序的含义。 

立法程序的阶段划分：提出立法议案；审议立法议案；表决立法议案；公布法律。 

三、程序规则的设定 

提案规则。提案规则的意义。规则内容。 

审议规则：会议公开规则；讨论、辩论规则；提出修正案规则；一事不再议规则；立法听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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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表决和通过规则。表决规则：回避规则；法定人数规则；“两面俱呈”规则。通过规则：表决

比例规则；有效比例规则；相等票数处理规则。 

第四节  当代立法的法定程序 

一、提出法律案 

提案主体的规定。多数国家的提案主体。我国的提案主体。 

受案主体。我国立法的受案主体。 

二、审议法律案 

我国的审议方式。我国的审议类别。西方国家的“三读”程序。 

三、表决法律案 

表决方式的种类。表决结果。多数决原则与相对多数决原则。普通表决程序与全民公决程序。

法律批准程序。我国立法表决程序。 

四、公布法律 

公布法律的性质。公布法律的主体。公布法律的时间。公布法律的方式。 

复习与思考题： 

1、立法程序为什么要由法律规定？ 

2、程序的意义是什么？程序规则在立法中有何特别作用？ 

3、不同的表决原则对立法有何意义？ 

4、如何认识公布法律的性质？我国法律的公布是什么意义的活动？ 

5、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立法程序？ 

拓展阅读书目： 

1、董皤舆：“立法程序论”，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3 年版。 

2、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年版。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罗传贤：《立法程序》，台湾龙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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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法的完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认识法律完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了解完善法律的

方式和手段，掌握完善法律的基本规则和技术，能够理解不同完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认识不同完善

方式的作用和实践意义。 

本章重点  完善法律的方式。法律补充与法律解释、法律修改的关系。法律修改。 

本章难点  立法与其他相关解释的关系。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完善立法的概念 

一、完善立法的必要性 

成文法的局限性：漏洞的不可避免；语言表述的有限性；相对的稳定性。 

立法完善的概念与范围。 

二、完善的主要形式 

完善立法的内容和方式。 

第二节  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概念 

法律解释概念的界定。法律解释概念的要素。 

二、法律解释方法与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限制解释；扩充解释；字面解释；

严格解释；自由解释。 

法律解释的基本规则：先文义解释再论理解释；先本义解释再限扩解释；解释结果不得有复数；

解释结果不得与文义相冲突。 

三、法律解释的种类 

根据解释效力的不同划分。根据解释对象的不同划分。根据解释权限的不同划分。根据解释方

法的不同划分。根据解释权取得的方式不同划分。 

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关系。立法与行政解释的关系。立法与学理解释的关系。 

四、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的概念。立法解释的性质。立法解释的内容。立法解释的方式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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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的补充、修改与废止 

一、法律补充 

法律补充的概念。法律补充与法律解释、法律修改的关系：相同点；不同点。实践中的问题。 

二、法律修改 

法律修改的概念。法律修改的性质。法律修改的原因。法律修改的种类。法律修改的方法。 

三、法律废止 

法律废止的概念。法律废止的性质。法律废止的原因。法律废止技术。法律废止与法律失效的

区别。 

复习与思考题： 

1、完善立法的方式有哪些？ 

2、法律补充与法律修改有何相同与不同？ 

3、通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法律？ 

拓展阅读书目： 

1、张根大等：《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 

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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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立法技术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理解立法技术的概念与内容，掌握立法技术要领，

为立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本章重点  立法的结构技术。立法的表述技术。 

本章难点  各种技术规则。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立法技术的概念及其分类立法 

一、立法技术的概念 

立法技术的概念界定。立法技术的内涵。 

二、立法技术的分类 

根据立法活动的不同阶段划分。根据立法活动所用技术的综合性程度划分。根据立法活动的具

体程度划分。根据法系的不同划分。 

第二节  立法的结构技术 

一、立法的内部结构技术 

内部结构技术的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法律规则的技术规范。法律规则的设定技术。 

二、立法的外部结构技术 

法律形式。选择法律形式的技术规则。 

法律的外部结构组成：名称；序言；本文；附则。 

第三节  立法的表述技术 

一、立法表述技术及其功能 

立法表述技术的概念。立法表述技术的功能。两种功能的平衡和统一。 

二、法律文本的风格 

法律文本的目的。法律文本的要求：准确；简练；严谨；庄重；朴实。 

三、法律文本的语言 

法律文本的语言要素：词语；语法；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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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法的系统化技术 

一、法律清理技术 

法律清理的概念。法律清理的种类。法律清理的主体。 

法律清理的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变化有计划地清理；根据政策、方针及时提出建议；根据实施

效果，提出纠正办法；整理法律文件，发现法律漏洞；分析技术上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 

二、法律汇编技术 

法律汇编的概念。法律汇编的种类。 

法律汇编的技术要求：准确确定范围；保持内容完整；进行科学编排。 

三、法典编纂技术 

法典编纂的概念。法典编纂的性质。法典编纂的意义。法典编纂的技术要求。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立法要强调技术规范？ 

2、我国立法在结构技术和表述技术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3、为什么法律清理需要作出主体要求？ 

拓展阅读书目： 

1、孙潮：《立法技术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 1994 年版。 

3、陈顾远：《立法要旨》，1942 年民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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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立法监督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立法监督的主体、内容、方式和基本功能，了

解国外立法监督和我国立法监督的不同着眼点，继而形成的不同监督方式。理解监督对立法的重要

意义，并思考如何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立法制度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本章重点  国外主要监督方式。我国主要监督方式。 

本章难点  国外监督方式。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立法监督的概念及功能 

一、立法监督的概念 

静态监督。动态监督。静态监督和动态监督监督的区别。 

广义的监督。狭义的监督。 

二、立法监督的功能 

可以促进立法民主化的真正实现。可以保持法律统一性，维护宪法尊严。可以增强立法科学性，

保证立法质量。 

第二节  立法监督主体 

一、立法监督主体的分类 

按主体结构分：国家监督主体；社会监督主体。 

按监督效力分：直接监督主体；间接监督主体。 

按监督阶段分：事前监督主体；事后监督主体。 

按监督方式分：纵向监督主体；横向监督主体 

二、当代西方国家的立法监督主体 

国家元首。政府内阁。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最高法院。 

三、我国立法监督主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大常委会。各社会

团体。人民群众。 

第三节  立法监督内容 

一、对立法机构的组成监督 

对立法机构主体资格监督。对立法组成人员的监督。 



新编立法学 

 23

二、对立法程序的监督 

监督立法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和步骤。监督立法是否遵守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 

三、对立法内容的监督 

监督立法是否符合国家立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监督立法是否符合技术规范。 

对立法规划监督。 

第四节  立法监督方式 

一、立法监督方式的分类 

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会议监督和日常监督。封闭性监督和开放性监督。 

二、几种主要的立法监督方式 

国外主要监督方式：备案；批准或否决；审查；审议；裁决；检查；控诉。监督处理结果。 

我国主要监督方式：备案；审查；质询；批评、建议。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有效的监督可以保持法律统一性，维护宪法尊严？ 

2、我国是否适合建立制衡型的监督？为什么？ 

3、怎样才能建立起我国有效的立法监督方式？ 

拓展阅读书目： 

1、蔡定剑：《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0 年版。 

2、吴大英 任允正：《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 

3、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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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当代中国立法实践与理论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中国近年来几项重大立法的内容与过程，分析

中国立法实践中的问题，找出中国立法中的问题所在，提出理论上的解决办法。认识和了解立法评

估理论，对其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专业审视。 

本章重点  当代中国重大立法中的立法理论问题。评估理论的核心内容。 

本章难点  重大立法困阻的立法学分析。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中国的民事立法 

一、当代民事立法进程 

《民法通则》的立法意义。《公司法》的指导思想。《合同法》的立法背景。《物权法》的体系

价值。 

二、当代民事立法的特点 

借鉴西方经验，突破单一模式。立法规范与司法解释并存。程序民主性增强。体系化、规范化

加强。 

三、民法典编纂中的论争 

《婚姻法》修订中道德法律化的争论。《物权法》上三种所有权平等保护的争论。遗失物拾得

人报酬请求权的争论。立法模式的争论 

第二节  中国的刑事立法 

一、刑事立法基本进程 

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刑法的制定与修改。 

二、刑事立法的基本特点 

刑事立法法典化。多类型修订方式。刑事立法的现代化趋势。 

三、刑事立法的立法学反思 

废除死刑的争论。中国死刑政策的立场与变化。刑事立法的国际化趋势。 

第三节  立法评估 

一、立法评估的概念与意义 

对立法评估概念的不同理解。立法评估的现状。立法评估的特征。立法评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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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评估的原则 

客观性。公开性。民主性。科学性。目的性。可操作性。 

三、立法评估的标准 

合法性。合理性。技术性。协调性。可操作性。 

复习与思考题： 

1、目前世界上存在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两种思潮，这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什么启示？ 

2、为什么要制定 97 年刑法典？刑法典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你如何评价 97 年刑法典？ 

3、试述立法评估主体的合理性与实效性。 

拓展阅读书目： 

1、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年版。 

3、丁贤、张明君：《立法后评估理论与实践初论》，载于《政治与法律》2008 年 01 期。 

4、汪全胜：《立法后评估的标准探讨》，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5 月

第 3 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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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律检索（legal research）是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法

律检索是法律博士（JD）一年级的一门必修课。尽管我国的法律职业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信息在法律

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但较之于对法律各学科本身的研究，中国法学界对于法律信息体系的结构

与获取，对于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的信息化，对于法律图书馆在法学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关

注和研讨，还处于较初级的地步。 

有人提出法学院应教会给学生什么？（1）最基本的法学知识、法学理论和理念、基本的法律

技巧；（2）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3）查找法律信息的方法，

驾驭、运用法律资源的能力。第三个方面——法律文献检索，法律图书馆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国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中，法律文献检索方法教学，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法学院的学生被动

地接受知识，缺乏检索方法和技能的训练。这种现状已跟不上当代法律教育、法律执业的发展。掌

握综合应用法律文献信息的知识和方法，这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质。信息贮藏、传播和检索的技

术不断更新，法律不断变化，法律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掌握法律文献检索的技巧和方法，就

如训练我们的“慧眼”一样，它能指引我们在浩瀚复杂的法律文献信息中探索发现知识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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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检索概述 

本章教学重点：介绍本门课程的开设背景、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其培养目标。包括介绍法律

检索与法律资源的关系；法律检索实施的三个阶段：即检索计划的制定，检索计划的实施，检索报

告的撰写，完成三个阶段所应具备的几种能力。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什么是法律检索 

一、为什么检索？ 

1.检索是技能 

2.检索问题从何而来 

3.法律检索概念 

本节目标：让学生对法律检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即法律检索是今后学习和工作必备的技能。

但法律检索是一项复杂技能。作为法律职业者，你必须熟悉已经掌握的法律领域，这就意味着你要

有能力找到这些领域的法律，以不断地更新自己所学。你还需要具有做检索规划的能力，以更好地

利用时间和资源，进而有效地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  法律文献资源的概念 

一、什么是法律文献？ 

1.广义的法律文献 

2.侠义的法律文献 

二、法学文献信息的作用 

三、法律文献资源分类 

以法律文献资源的现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来划分： 

1.原始法律资源 

2.二次法律资源 

四、法律文献信息的特性 

1.规范性 

2.分散性 

3.多样性 

4.时效性 

本节目标：法律检索的对象是各种法律文献资源。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这些资源的种类及特征，

因为他们决定了法律检索检索所应遵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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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检索步骤及检索技能的具体要求 

一、法律检索的步骤 

1 检索计划的制定 

2 检索计划的实施 

3 检索报告的撰写 

二、每个阶段各自需要不同的技能 

1.检索计划阶段 

 事实收集技能 

 法律知识 

 问题认知技能 

 法律分析技能 

 事实分析技能 

 事实深入收集技能 

 检索方式的认知技能 

 关键检索词汇的生成技能 

2.检索实施阶段 

 问题解决的认知能力 

 相关材料的认知能力 

 材料的查找能力 

 对材料的有效利用技能 

 检索结果的分析技能 

 检索结果的应用技能 

 深层问题的认知技能 

3.检索结果撰写 

 客户或领导首要需求的认知技能 

 选择合适陈述报告的格式技巧，比如信函、备忘录、报告或摘要 

 简约明晰的语言运用能力 

 恰当的语言方式的运用能力，比如非正式的、建议性的、推荐性或其他 

三、法科学生必须掌握的检索能力 

 运用原始资源和二次资源的能力 

 运用相关案例和法条的能力 

 运用论文、期刊与教材的能力 

 运用法律工具书的能力 

 运用电脑检索工具的能力 

本节目标：把法律检索技能分解开来讲解，目的不是为说教，而是让学生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和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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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授课方式及目标 

一、法律检索课教学作为法律实践培训课程之一，是法律检索技能指导的主要途径。 

二、法律检索课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检索能力需要在课堂中和课外不断练习和实践。 

本章思考题目： 

1.从事法律检索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2.怎样理解“律师要想成功解决问题，有效的法律检索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这句话含义。 

3.原始法律文献和二次法律文献的联系和区别？ 

4.指出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的标准文本是哪些刊物？依据是什么？ 

5.法律检索能力都包含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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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检索计划的制定 

本章教学重点：明确检索目标，将所需要检索的法律问题列出清单，并要思考需查找和核实的

每个法律要点对整个案件的重要性，确定检索顺序。课时分配：8 学时。 

第一节  为什么要制定检索计划 

一、检索计划的必要性 

事先进行高效的检索的基本组织活动，即做出检索计划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如

果你制定了合适的检索计划，你会为自己和客户节省时间和金钱(双赢过程)，并且能保证检索的结

果令人满意。这是检索的第一步和基本要求。 

二、检索计划制定的步骤 

 收集事实； 

 事实分析（并找出相关法律原则）； 

 找出事实要点和法律要点； 

 做出检索计划。 

本节目标：明确做检索计划会占用你的时间，但这付出是必须和值得的。 

第二节  检索计划样本 

1.事实收集（比如提出 6 个 w 问题） 

2.事实分析（从当事人，地点，物，基础和辩护，救济等方面分析） 

3.认知事实和法律要点（从诉因，特定事实，答辩理由，救济等方面认知） 

4.形成检索的基本问题（根据上述分析提炼要解决的关键领域和问题） 

5.检索术语创建（提取关键词及组配） 

6.确认检索来源（选用的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 

本节目标：让学生明白如何分析一个案例和课题，每个步骤的方式方法，为今后做计划打基础。 

第三节  检索计划实例举要 

一、针对“泸州二奶”一案提炼中英文关键词，并尝试构建出检索术语组合。 

（一）上网了解该案例（案情介绍和相关评论）。 

（二）找出这个案例的法律争论点。 

（三）尝试提取本案关键词，用于查找相近相似案例。 

二、详见案情。参照检索计划模版，以“力宝公司”的委托人身份，针对此案制定出相应的检索

计划。 

 以上操作题要求当堂完成，并形成文字材料，作为平时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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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思考题目： 

1. 如何理解检索计划的必要性？ 

2. 检索计划的步骤有哪些？ 

3. 结合一则经典案例尝试做出一份检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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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检索计划的实施 

本章教学重点：法律检索计划实施离不开各类法律资源。法律资源占有数量和准确性是非常重

要的。对于法律职业人士来讲，搜索引擎和免费法律检索数据库都不是理想的法律检索工具，职业

人士，必备的法律检索工具应包括专业法律信息公司出版的①法律数据库（网络和光盘版）、②政

府网站、③业内知名网站、④法律出版物等。学时分配：14 学时。 

第一节  法律图书检索资源 

一、图书馆资源检索概述 

（一）馆藏资源检索 

1. 建立图书馆基本概念 

(1)认识图书馆各部门的位置 

(2)能说出图书馆有什么资料 

2. 深入了解图书馆的资源 

(1)能说出图书馆是一个怎样的场所有哪些功能 

(2)能说出图书馆有哪些部门其主要任务为何 

(3)能说出图书馆内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资料及其存放地点  

(4)能举出各部门服务的项目与时间 

3. 了解图书分类法 

4. 熟练使用图书馆查找图书资料的几点要求 

①能区别一般图书与参考工具书。 

②能利用电脑找寻资料。 

③能将资料作分类与整理,并说明其理由。 

④能培养阅读的兴趣,并培养良好的习惯和态度。 

⑤能了解图书室的设施,使用途径和功能,并充分利用激发阅读兴趣。 

⑥认识并学会使用字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以辅助阅读。 

⑦能利用图书馆检索资料,增进自学的能力。 

⑧能熟练利用工具书,养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⑨学习资料剪辑,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二）联机资源检索 

1．什么是图书馆书目（目录） 

2. 联机书目检索系统 

（1）局域网联机书目检索。 

①利用书库目录厅内的检索终端机； 

②登陆校园网点击图书馆主页上“馆藏目录”进入； 

③直接输入网址：http://202.205.72.204:8080/opac/search.php。 

二、公共网络资源检索 

电子图书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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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星数字图书馆 www.ssreader.com 

（2）方正数字图书 www.apabi.com 

（3）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www.21dmedia.com 

（4）中国数字图书馆 www.d-library.com.cn/index.php 

本节目标：无论你怎样改进你的检索方式，一定不要忽略图书馆资源。学会善用图书馆是一生

受益的。 

第二节  法律期刊检索资源 

一、报刊资料概述 

1．印刷型报刊资料 

（1）期刊(periodical、journal、magazine) 。 

①特点。 

②鉴别。 

（2）报纸(newspaper)。 

2．什么是电子型报刊 

二、中文报刊资料检索与获取途径  

（一）检索图书馆资源。（参见上一节该内容） 

（二）检索网络资源。 

1. 报刊自建电子网站 

2. 新闻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的新闻搜索 

3. 相关数据库 

3.1 免费题录数据库检索  

3.2.试用数据库 

4. 港、澳、台地区和国外中文网络报刊资料 

（1）利用搜索引擎找出中文报刊网站 

（2）对报刊网站进行站内检索 

5. Google 学术搜索（http://scholar.google.com/） 

本节目标：了解期刊论文的来源和查询的途径。 

第三节  中文数据库检索资源举要 

一、简述 

1.什么是电子数据库。 

过去查找法学资料途径 

1.直接从期刊、报纸中查找； 

2.借助于诸如全国报刊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等辅助性工

具； 

3.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所做的专题剪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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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综合数据库资源举要 

（一）中国期刊网（CNKI 又称中国知网） 

1.简介 

2.内容 

①《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 

②《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 

③《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MD)。 

④《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CPCD)。 

（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光盘版/网络版） 

1.简介 

2.内容 

①《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1995——） 

②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总汇数据库（1978——） 

（三）引文索引及 CSSCI 数据库 

1. 什么是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 

2、世界三大引文索引 

3、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 

（1）简介 

（2）检索方法 

（四）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1.简介 

2.内容 

本节目标：介绍并重点掌握几个有份量的常用数据库资源。 

第四节  法律法规案例检索 

一、查找法律法规的纸质出版物 

1.公报类出版物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公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③部门公报、公告、文告 

④地方人大常委会公报、政府公报 

2.法律汇编出版物 

二、专门的法律法规数据库 

1.国信中国法律网 

2.“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1）内容 

（2）特点 

（3）检索方法 

①跨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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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标题关键词检索 

③全文关键词检索 

④发文字号检索 

⑤分类检索 

⑥日期检索 

3.北大法意网 

（1）北大法意法规库  

①内容包括 

②检索功能 

（2）北大法意案例库  

①内容包括 

②检索功能 

（3）北大法意合同库  

①内容包括  

②检索功能  

三、操作练习题（略）。 

本节目标：法意和法宝数据库是目前法科学生重点关注的资源。 

第四节  外文数据库检索资源举要 

一、Westlaw 检索系统 

1．关于出版商 

2．关于引称（索引号） 

3．查找名词术语 

（1）Corpus Juris Secudum 

（2）Black Law Dictionary 

4．美国主要判例和成文法出版物 

类型 
按年代编排 

(Chronological) 
官方主题 

(Offical Topical) 
注释 

(Annotated) 
美国法律总汇 
(State at Large) 
简写(Stat.) 

美国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 
简写(U.S.C.) 

美国法典注释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简写(U.S.C.A.) 

成文法 

  
美国法典服务 
United States Code Service 
简写(U.S.C.S.) 

美国判例集 
(United States 
Reports) 
简写(U.S.) 

 
最高法院判例集 
(Supreme Court Reporter) 
简写(S.Ct.) 

判例 

  

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律师版本 
(United State Supreme Court Reports 
Lawyers Edition) 
简写(L.Ed.) 

法规 
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 
简写(Fed.Reg.) 

联邦行政法典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简写(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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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 KeyCite 核实文档是否仍然可以被引用作为法律依据 

二、LexisNexis 检索系统 

1.概述 

2.数据库基本界面及检索方式 

3.数据库操作练习 

问题一：浏览某本期刊某一期的全部文章，该如何操作？ 

问题二：如何查找 WTO 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某个反倾销案件的专家小组报告。（若不知所查

资料所属资源，怎么办？） 

问题三：如何查找法律法规－－课堂使用复印专著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为例（Fair Use） 

问题四：如何查找案例——关于在美国的竞业禁止案件？ 

问题五：知道 citation 如何快速查找该文档？ 

三、金字塔式检索策略 

检索任何一个法律问题，一般总是遵循以下研究策略：首先阅读与问题有关的法律的总体情况，

由二次文献入手以建立起坚实的基础；得到法律概貌之后，再找到原始法律的线索，最好是阅读与

研究问题相关的专门法律和判例；最后法律研究者务必确认这些判例和法律依然是有效的，使用关

键引证，这一服务提供判例和法律最新的状况，并且指明其被引用或者被修订情况。 

本节目标：外文数据库资源无论从制作还是内容及检索技巧等方面都非常先进，但要掌握他们

要克服畏难情结，一要过语言关；二要了解外国法渊源；三要掌握数据库资源内容；四要掌握基本

的检索方法。 

第五节  网络法学资源检索 

一、概述 

二、网络搜索原理 

1.认识搜索引擎 

2.选择合适的搜索引擎 

（1）合理使用关键词 

（2）使用“网页快照”功能 

三、网络学术信息资源检索 

（一）概括 

（二）我国网络法学学术信息资源 

1.法学官方网站 

（1）中国法院网（网址：http://www.chinacourt.org） 

（2）法制网（网址：http:// www.legaldaily.com.cn） 

（3）正义网（网址：http:// www.jcrb.com/） 

（4）中国法学网（网址：http:// www.iolaw.org.cn/） 

（5）北大法律信息网（网址：http:// www.chinalawinfo.com） 

（6）中国民商法律网（网址：http:// www.civilla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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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刑事法律网（网址：http://www.criminallaw.com.cn） 

（8）中国诉讼法网（网址：http://www.procedurallaw.com.cn） 

（9）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网址：http://www.legaltheory.com.cn） 

（10）中国环境法网（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 

（11）中国国际法网（网址 http://translaw.whu.edu.cn/） 

2.法学民间网站 

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 

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 

法律时评网（http://www.law-times.net） 

中国法官网（http:// www.chinajudge.cn） 

中国法律研究网（香港 http://www.lexchina.com） 

四、网络搜索的基本理念 

其一，在知识层面上要了解全球数据库的概况，使检索具有方向性和合理性。 

其二，检索不要贪多，一定要精，使检索达到最简化和最优化。 

其三，要求一次检索服务终生，使检索效率达到最大化！ 

本章思考练习题： 

1. 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2. 利用法大书目数据系统查找江平教授参与编著的馆藏法律图书资料。 

3. 同一种图书的顺序号是否相同？  

4. 找出《中图法》、《人大法》法律类目（列出一级类目、二级类目）。 

5. 利用《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的“免费数据库试用”查找法律专题的论 

文资料。 

6. 找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及《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中各自的法律核心期刊及其分布。 

7. 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检索出 2005 年我国法律期刊资料出版情况。 

8. 检索报载信息：“打折商品将可退换，不退最高可罚三万” ——新《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

法》规定。 

9. 江平是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请查找他在 1990—2000 年期间在法学领域的主要文献。 

10. 请查找出有法律专业内容的中外论坛及邮件列表各 3 个并给出网址。 

11. 请查找 WYO 的官方网站，查看有关 SARS 疫苗研究方面的相关信息。 

12.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包括多少条款？请检索该协定的详细条款。 

 



法律检索课 

 15

第四章  检索工具书概述 

本章教学重点：使用工具书的频率和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本章教学目标对工具书在读书

治学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加以合理运用以解决学习和工作中各种疑问。课时分配：1 学

时。 

第一节  检索工具书的类型 

一、检索工具的含义 

二、检索工具的类型 

1.目录（catalogue ,bibliography）。 

代表作:《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中国国家书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 

2.索引（index）。 

代表作：《全国报刊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 

3.文摘（abstract）。 

代表作：《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文摘》。 

4.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代表作：《中国大百科全书》（网址是：http://www.ecph.com.cn） 

世界著名 ABC 三大百科全书各自是指美国百科全书 EA、不列颠百科全书 EB、科里尔百科全

书 EC。  

5.年鉴（yearbook,almanac）。 

代表作：《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年鉴》、《世界年鉴》等。 

6.字词典(dictionary,thesaurus)。 

代表作：《汉语大字（词）典》、《新华字典》、《辞海》等。 

7.其它检索工具 

（1）政书、类书。 

《通典》、《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政书。 

（2）综述。 

（3）表谱。 

如年表、纪元年表、纪事年表、历表、专门性表谱。 

（4）图录。 

如地图、历史图录、文物图录、人物图录。 

（5）手册。 

（6）名录提供专名资料的工具，主要有：人名录、地名录、机构名录。 

第二节  检索工具书的功用 

工具书是法学学术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会利用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一个非常良好习

惯，它可帮助我们进行法学方面的选题、审题和分析研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每种检索工具各

有各的功能和特性，他们部分内容有交叉地方，又各自拥有彼此不同的部分，根据检索要求进行选

择性使用，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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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检索报告的撰写 

本章教学重点：你未来的委托人未必能懂法律知识，可是他们对你的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会留

下印象。不恰当的表达会让你的客户糊涂或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所以学会口头或书面交代对检索结

果的应用就显得很重要。学时分配：5 学时。 

第一节  检索报告形式  

一、检索报告前的准备工作 

1.你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材料事实？这些事实与你以前查找的法律文件有什么不同？ 

2.你从案例或法规条文中能读出歧义、不确定性或模糊吗？ 

3.法条的上下文有助于你理解对问题的适用或不适用吗？ 

4.可以将检索结果与其他类似法条或判例法进行类比吗？ 

5.在考虑法律原则是否应当限制或扩大时，同时是否应当考虑政治因素吗？ 

6.现行的法律是否正承受着改革的压力？ 

二、检索报告(search statement)的撰写技巧 

 要点：陈述需要解决的事实或法律要点。 

 法律规则：陈述与上述事实或法律要点相关的法律原则、法律依据。 

 规则的适用：将法律规则适用到事实或法律要点上。 

 结论：将对事实或法律要点的检索结果作总结，并指出结论中不够明确的地方(指出原因)

或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地方。 

本节目标：在拿出检索结果应用前要评估，这是法律职业人士慎重的表现，然后就是 

你要具备将检索结果的应用完善地表达（口头或书面）出来的能力。 

第二节  检索报告撰写实例 

案情简介（略）：本案取材于在国内极具轰动效应的一则真实案例。由于本案具有广泛的社会

影响力，对于我国立法、执法、司法的合理性构成了相当的冲击，是个不错的针砭时弊的素材。 

要求：根据此案例撰写一份检索报告摘要（略）。 

本章思考练习题： 

1.什么情况下可以撰写检索报告及具体涵盖的内容。 

2.简述 ACIR 写作模式在法律检索报告中的应用。 

3.以摘要形式根据已知案例撰写出一份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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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个人专业知识的有效管理 

本章教学重点：明确建立个人知识库的作用及建立的途径。推荐一款好用的参考文献管 

理软件(NoteExpress)，并练习具体操作步骤，力争掌握。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个人专业知识库的建立意义和方法 

一、个人专业知识库建立意义 

二、个人专业知识库建立方法 

1、编写研究日志 

2、建立电子工作平台 

重要提示：要经常保存文件并备份文件，避免一些意外导致的文件丢失。 

本节目标：知识在于积累。当资料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如何管理这些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介

绍一些方法和专门的管理软件，让学生学会建立并随时更新自己的个人数据库。 

第二节  利用个人知识库从事法学论文写作 

一、概述 

二、特色功能 

三、操作示例 

1.查重功能 

2.检索功能 

3.以附件方式管理参考文献的全文以及相关资源 

四、利用 NoteExpress 撰写论文 

本章思考练习题： 

1. 如何理解个人知识的有序化管理？试说明学会完整地记录信息源对今后学术论文写作的重

要意义？ 

2. 结合感兴趣课题编制一份电子研究日志。 

3. 谈谈建立个人的电子工作平台对促进专业研究与写作的益处。 

4. 比较 NoteExpress 和 Endnote 在使用过程中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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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主要法律网址推介 

1.法治政府研究基地（ http://law.china.cn，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2.法理与判例网 (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浙江大学法理与制度研究所主办)  

3.中国公法网（http://www.chinapublaw.com，浙江大学公法研究所主办） 

4.中国法理网 （http://www.jus.cn，中国人民大学法理研究中心主办）  

5.法制现代化网 （ http://law.njnu.edu.cn，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主办）  

6.中国法学名家网 （ http://www.faxuemingjia.com，民间网）  

7.中国宪政网 （ http://www.calaw.cn，中国人民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住办）  

8.人大与议会网 （http://www.e-cpcs.org，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办）  

9.宪政知识网 （http://www.xianzheng.com，北京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住办）  

10.中国私法网 （http://www.privatelaw.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私法研究所）  

11.金融法网 （http://www.pkufli.net，北京大学金融法律研究中心主办）  

12.保险法律评论网（http://www.jluil.com，中南财法大学保险法研究中心主办） 

13.中国经济法治网 （http://www.cnela.com，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主办）  

14.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 （http://www.chinaiprlaw.cn，民间网） 

15.中国证据法网 （ http://www.evidencelaw.net，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研究所主办） 

16.中国刑事辩护网 （ http://www.chnlawyer.net，律师网）  

17.中国判例网 （http://www.law.care.com.cn，律师网）  

18.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网 （http ://www.ielixmu.org，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主办）  

19.国际经济法网 （http://ielaw.com.cn，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师网） 

20.环境法研究网 （ http://www.en-law.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主办）  

21.中国法律文化网 （http://www.law-culture.com，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  

22.法律史学术网 （http://www.legal-history.net，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  

23.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http://www.ccelaws.com/，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 

24.法律史学网（http://www.legalhistory.com.cn/，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主办） 

25. 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 

26. 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27.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8.其他重要部委网站 

商务部（www.mofcom.gov.cn）； 

国家工商总局（www.saic.gov.cn）； 

国家税务总局（www.chinatax.gov.cn/index.htm）； 

海关总署（www.tax861.gov.cn）； 

国家外汇总局（www.safe.gov.cn） etc. 

29. 香港 

香港律政司网站（http://www.info.gov.hk/justice/index.htm） 

双语法例资料系统（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dex.htm） 

香港司法机构网（http://www.judiciary.gov.hk） 

香港立法会（http://www.legco.gov.hk）etc. 

30.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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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http://www.macau.gov.mo） 

澳门印务局网（http://www.inprensa.macau.gov.mo） 

澳门特区法院网（http://www.court.gov.mo）  

澳门法律网（http://www.macaolaw.gov.mo） 

澳门法例资料查询系统（http://www.inprensa.macau.gov.mo）etc. 

31. 台湾地区 

“立法院”全球资讯网（http://www.ly.gov.tw） 

“政府”出版数据网（http://open.nat.gov.tw） 

“司法院”网站（http://www.judicial.gov.tw） 

台湾地区法律网（http://www.lawtw.com） 

法源法律网（http://www.lawbank.com.tw）etc. 

注：互联网变幻莫测，请随时关注网页网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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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以层累标记制

方式配号，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大类，以字母的顺序反映大类的顺序，字母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大

类下类目的划分，1999 年修订的《中图法》(第四版)设 5 个大部 22 个基本大类，它是按照学科之

间的内在联系，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逐级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纲目分明的体系。《中图法》的

大部和大类序列如下：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哲学……B  哲学、宗教（包括美学、逻辑学等） 

社会科学  ……C  社会科学总论（包括管理学、人口学等）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自然科学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 

综合性图书……Z  综合性图书 

《中图法》法律类目简表 

D90        法的理论（法学） 

D91        法学各部门 

D92        中国法律 

D921       国家法、宪法 

D9222.1  行政法 

D9222.2  财政法 

D9222.3  土地法 

D9222.4  农业经济管理法令 

D9222.5  劳动法 

D9222.6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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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23     民法 

D924     刑法 

D925     诉讼法 

D926     司法制度 

D927     地方法制 

D929     中国法制史 

D93/97   各国法律 

D99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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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常用文献信息引用规范 

文献标识码: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 实用性成果报告（科学技术）、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科技）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的文章（包括特约评论） 

   D---一般性通讯、报导、专访等  

   E---文件、资料、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文献类型代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标准，文献类型代码是指代表文

献类型的标记符号。常用对应的文献类型代码为：  

  专著：M   学位论文：D   技术标准：S   报纸：N  会议录：C  

  汇编：G   科技报告：R   专利文献：P   期刊：J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供参考）: 

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报纸类：[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年-月-日  

专 利：[序号]专利所有者：题名[P]，国别：专利号，年-月-日  

标 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

期/引用日期 

文献信息资源引用规范: 

1.所有的专门性研究都应该依据已有文献对相同或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状况做出概略性

的介绍。  

2.对已有文献任何形式的引用，都必须注明出处，体现了自己的严谨，也体现了对他人学术成

果的尊重，为文献的定量工作提供方便。  

3.原则上不采用间接引用。  

4.引用以必要、适当为限。 

5.引用不得改变或歪曲被引内容的原貌、原义。  

——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  

6.引用原则上使用原始文献。  

7.引用原则上使用最新版本。  

8.引用标注应完整、准确地显示被引作品的相关信息。 

9.引用网络资源必须注意其动态性，注意发布时间和获取时间（什么时间从什么网络得到此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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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________________学年第____学期 

《法律检索》课 

综 合 实 习 报 告 

检索课题：依据一则案例（可自选也可参照给出案例，从原告代理人或是被告代理人的角度——

身份角色可自拟）撰写出一份检索报告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院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时成绩____________    期末成绩_____________    总成绩            

说 明 

1.法律检索一般分三个阶段：检索计划制定、检索计划实施及检索结果撰写。 

 

2.检索计划步骤包括收集事实；事实分析（并找出相关法律原则）；找出事实要点和法律要点；

做出检索计划。 

 

3.检索计划实施即围绕检索计划所确定的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去详查相应的法律依据。包括

依据案例找到的法律论文、法律法规及相近案例及其他。 

 

4.检索结果的撰写将反映出你进行前两步的效率。以报告或摘要的形式，简约明晰的语言表达，

总结本案例的检索结果，并指出结论中可能不够明确的地方或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地方。 

 

检索计划制定 

1.事实收集 

谁？ 

什么？ 

何时？ 

何地？ 

为什么？ 

如何发生？ 

2.事实分析 

当事人 

地点 

物 

基础和辩护 

救济 

3.认知事实和法律要点 

诉因 

特定事实 

答辩理由 

救济 



法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4 

4.形成检索的基本问题 

1 

2 

3 

检索计划实施 

5.检索术语创建 

6.确认检索来源（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 

7.查找相关论文情况 

8.查找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9.查找相关案例情况 

检索结果报告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陈述需要解决的事实或法律要点；陈述与上述事实或法律要点相关的

法律规则、法律依据；将规则适用到事实或法律要点上；将对事实或法律要点的检索结果作总结，

并指出结论中不够明确的地方或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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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主要参考文献 

1. http://wenku.baidu.com/view/5a5c306c1eb91a37f1115c1b.html 

2. http://wenku.baidu.com/view/b92e0d2ebd64783e09122b96.html 

3. http://wenku.baidu.com/view/7fabd75b312b3169a451a487.html 

4. http://wenku.baidu.com/view/c73de906cc175527072208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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