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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验教学的任务与目的 

刑事诉讼法学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与目的，是通过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学习刑

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设定具体实验项目的操作，培养学生的各

项综合能力。包括： 

1、法律专业能力：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需的各种技能和知识，例如，较好的口头表达

能力、雄辩能力、审讯能力、各种案件的调查能力、笔录记录能力、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及

对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等。 

2、法律方法能力：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应掌握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能力。例如，

掌握拟制讯问提纲、会见提纲、举证质证提纲、审判提纲、以及如何认定证据、如何运用法

律等实际能力。 

3、适应社会能力：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需的人际交往能力，例如，通过律师辩护业务

和律师代理业务的实验，培养学生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员打交道的实际能力，以增加社会阅

历和经验。 

二、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 

1、了解实验项目所给出的素材。 

2、理解和掌握实验原理。 

3、掌握进行实验的步骤、方法与程序。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受理案件 

1、预习要求：熟悉受理案件和刑事案件立案相关内容，阅读和熟悉实验素材。 

2、实验目的： 

（1）了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何接待控告人、举报人和犯罪人的自首；（2）法

律关于受理刑事案件的基本要求； 

（3）掌握刑事立案的条件、基本步骤及程序； 

（4）引导学生规范地填写和制作受理刑事案件的相应文书。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接受报案。要求学生分别扮演侦查人员、被害人及扭送人，明确各自的角色及职

责，并实验侦查人员对突发案件的接待情况。 

（2）应对受案环节中的突发情况。要求学生灵活理解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讨论拘

留和留置盘查的区别。 

（3）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和《呈请立案报告表》。要求按照规范的格式和要

求制作。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现场勘查 

1、 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现场勘查的准备工作。 

2、 实验目的： 

（1）熟悉现场勘查的顺序、步骤、方法及法律要求的程序； 

（2）掌握学会对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分析、固定、提取、保全等基本要领； 

（3）学会现场保护，了解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相、现场绘图等基本方法。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现场保护与现场绘图。要求：学生在勘查现场前作好勘查的必要现场布设和器材

准备工作，并了解将要勘查案件的基本情况；确定现场保护的范围及措施，进行现场绘图实

验。 

（2）对现场人员进行调查访问，要求明确现场访问的对象和内容。 

（3）现场勘查与现场照相。准备好现场勘查必须的设备，分组进行现场勘查与照相。 

（3）制作现场勘查笔录。要求按照规范格式及程序制作。 

4、 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三：调查询问 

1、 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调查询问的准备工作。 

2、 实验目的： 

（1）熟悉调查询问的程序规定和法律要求； 

（2）学会根据不同案情和询问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查询问方法； 

（3）能够熟练制作询问笔录；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侦查人员对案件的发现人、报案人、周围群众等进行调查询问。要求熟悉案情并



根据素材设计实验场景。 

（2）侦查人员询问证人。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四：讯问犯罪嫌疑人 

1、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讯问的各项准备工作。 

2、实验目的： 

（1）熟悉讯问的程序规定和法律要求； 

（2）学会根据不同案情和讯问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方法； 

（3）能够熟练制作讯问笔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侦查人员初问犯罪嫌疑人。要求掌握讯问的方法和程序，以及第一次讯问解决的

要求。 

（2）侦查人员运用证据和策略续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制定讯问提纲，并根据要求进行

讯问。 

（3）制作讯问笔录。要求按照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制作笔录。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五：搜查与扣押 

1、 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搜查与扣押的准备工作。 

2、 实验目的： 

（1）熟悉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定和法律要求； 

（2）学会根据不同案情和搜查对象采取相应的搜查方法； 

（3）能够熟练制作搜查笔录；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模拟侦查人员对室内现场搜查。要求熟悉案情并根据素材设计实验场景。 

（2）模拟侦查人员对妇女人身搜查。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3）制作相应笔录。要求制作《呈请搜查报告书》、《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等。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六：辨认 

1、 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辨认的准备工作。 

2、实验目的： 



（1）熟悉辨认程序和法律要求； 

（2）学会根据不同辨认对象采取不同的辨认方法； 

（3）能够熟练制作辨认笔录； 

4、 实验内容及要求 

（1）实验被害人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直接辨认。要求：确定被害人一人，熟悉案情；

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被辨认人 6—7 人；侦查人员 2 人，主持辨认；准备辨认用具并在辨认之

前由辨认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2）依据照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要求：确定被害人 3-5 人，熟悉案情；准备犯

罪嫌疑人的照片及其身材、年龄等相似特征的其他人照片共 10 张；侦查人员 2 人，主持辨

认；准备辨认用具并在辨认之前由辨认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3）对物品进行辨认。要求：事先提供被盗物品若干并将被辨认的物品与其他同规格、

质量等商品混在一起由辨认人分别进行辨认。 

（4）制作辨认笔录。要求按照规范格式要求进行。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七：技术侦查措施 

1、 预习要求：阅读实验材料，作好技术侦查的准备工作。 

2、实验目的： 

（1）了解技术侦查程序和法律要求； 

（2）了解侦查技术人员及鉴定人的技术运用过程及运用技术手段在查明案件事实过程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通过实验让学生对技术侦查范围、方法和过程有一定的感性认知。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笔迹鉴定。要求：提供写有鉴定笔迹的样本；模拟 5 份比对样本，其中一张与物

证笔迹为同一人所写；分析出物证笔记的书写速度、使用的书写工具等特征；鉴别笔迹样本，

判断书写人。 

（2）现场痕迹的提取。要求：布置现场，作好提取指纹的准备；采用技术手段发现指

纹；对工具痕迹进行固定与提取；分析和判断指纹的特征；分析与判断犯罪分子所使用的作

案工具。 

（3）鉴定人对伤情及毒物鉴定。要求：制作鉴定委托书，提供送检材料；由专职实验

员讲解实验原理及过程，学生进行观察了解。 



（4）由学生根据实验员进行的鉴定过程和结果制作鉴定结论。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八：侦查文书的制作 

1、 预习要求：熟悉和掌握侦查文书的制作原理等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掌握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常见文书制作的格式、方法及技巧； 

（2）培养分析问题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及文书的写作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要求制作时符合规范格式。 

（2）根据素材制作《呈请拘留报告书》和《提请批准逮捕书》。要求按照规范格式及

写作的方法进行制作。  

（3）制作《侦查终结报告》。要求：全面熟悉所提供的案例材料；按照要求制作；阐

述意见应当明确，具体。 

（4）《起诉意见书》。要求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制作，其保证起诉意见明确，使用法律条

文准确。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九：调查核实证据 

1、 预习要求：掌握调查核实证据的基本方法及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了解证据收集与审查证据的方法及要求； 

（2）锻炼学生运用所学的证据学的基础知识和证据规则，分析和解决证据运用中的问

题； 

（3）熟悉证据运用的具体规则，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根据给出的案卷材料进行证据调查与核实。要求：讨论分析证据中存在的问题；拟定调

查核实证据的范围并进行调查。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起诉标准的判定 

1、预习要求：阅读和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运用刑事诉讼法学和刑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证据法学知识，全面、客观地分析检

察机关起诉案件时的诉讼证明标准和要求。 

（2）训练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并全面理解和运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分析判断所提供的案件是否达到起诉标准。要求：采用对抗与辩论的方式完成，课前

进行分组准备。第一组组成控方，第二组同学组成辩方，第三组同学为裁判方。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一：补充侦查 

1、 预习要求：掌握法律关于补充侦查的内容及方法。 

2、 实验目的： 

（1）了解检察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作出补充侦查的决定； 

（2）掌握制作补充侦查的提纲；明确补充侦查与调查核实证据的区别； 

（3）提高学生运用证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处理好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

的工作关系。 

3、实验内容及要求： 

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分析讨论所给出的案件中哪些事实没有查

清；提出需补充侦查的事项，制作补充侦查提纲；分析此案由哪个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二：制作《起诉书》与《不起诉决定书》 

1、预习要求：了解《起诉书》与《不起诉决定书》制作的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让学生熟悉和掌握检察机关文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2）理解《制作起诉书》与《不起诉决定书》作用和法律依据； 

（3）通过撰文书写掌握其制作的方法、技巧与规范格式，培养学生动手制作检察法律

文书的实际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起诉书》制作。要求：各小组由组长组织本组学生熟悉和研究案情；按照《起

诉书》的格式和要求制作一份《起诉书》。 

（2）《不起诉决定书》制作。要求：各小组由组长组织本组学生熟悉和研究案情；按

照《不起诉决定书》的格式和要求制作一份《不起诉决定书》。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三：庭前准备 

1、 预习要求： 

了解和掌握公诉人在庭前准备中各种预案制作的相关知识与方法。 

2、 实验目的： 

（1）了解和掌握对庭审讯问提纲的制作方法； 

（2）了解和掌握庭审举证提纲的制作方法； 

（3）了解和掌握庭审公诉意见的制作方法； 

（4）了解和掌握答辩提纲的制作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可将学生分组进行实验。 

（1）制作庭审讯问提纲。要求；熟悉案情；进行制作提纲的训练。 

（2）制作庭审举证提纲。要求：熟悉案情；进行制作提纲的训练。 

（3）制作庭审公诉意见。要求：熟悉案情；进行制作公诉意见的训练。 

（4）制作庭审答辩提纲。要求：熟悉案情；进行制作提纲的训练。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四：律师接受委托 

1、 预习要求： 

了解和掌握律师接受辩护与代理委托的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了解和掌握律师事务所如何受理案件； 

（2）了解和掌握接受委托时审查内容及应注意哪些问题； 

（3）明确委托手续的办理情况和要求。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律师对指名委托的处理。要求：由学生分别扮演李文明、律师事务所接待律师、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演练律师接待委托人，洽谈委托事项；律师事务所处理委托人的指名委

托；接受委托后，与委托人办理相应手续和制作文书。 

（2）应对委托事项。本环节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要求：讨论本案杨萍提出委托三位律

师为朱田辩护的请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讨论对于杨萍提出律师串供的要求，律师事务所

应如何处理；讨论律师事务所能否拒绝接受委托，如能，在哪些情况下可以。 



（3）附带民事诉讼代理的审查。要求：由学生分别扮演向东、接待律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演练律师事务所如何接待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如何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洽谈委托

事项；接待律师应向委托人讲明：委托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与委托人办理相关手续

和制作文书，注意这些文书与刑事辩护相关文书的区别。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五：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 

1、预习要求： 

要求理解和掌握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及提供法律帮助的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训练学生针对不同案件如何与侦查机关联系； 

（2）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主要工作及如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3）掌握代理申诉、控告及请求取保候审的方法；在并能规范地制作申诉状、控告书

和取保候审申请书等文书。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律师会见中的问题。以讨论方式进行。要求；讨论公安机关以同案犯在逃、案情

重大复杂，案件涉及到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否合法；讨论律师以公

安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否作行政案件受理；讨论：如果法院决定不受理律

师的起诉，律师应通过何途径来实现他的会见权。 

（2）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要求：实验受托律师会见嫌疑人；律师在会见时向看

守所提交法律文书；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3）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要求：实验性地演练律师与侦查机关的联系；

实验律师如何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4）律师代理申诉、控告及请求取保候审。要求：能规范地制作申诉状、控告书和取

保候审申请书等文书。进行代理申诉、控告及请求取保候审的过程实验。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六：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 

1、预习要求： 

预习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的相关内容及法律要求。 

2、实验目的： 

（1）掌握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的程序、工作内容、方法和



技巧； 

（2）掌握查阅检察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的范围与方法； 

（3）掌握调查取证之前的履行手续，调查提纲的拟定及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4）使学生了解针对不同案件向检察机关提出辩护意见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律师到检察机关查阅本案有关材料。要求：向检察机关出具法律文件以证明其辩

护人身份；明确查阅案卷材料的范围及方法；制作阅卷笔录。 

（2）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要求：根据案件材料拟定调查取证提纲；律师进行调查取

证的实验；制作调查笔录。 

（3）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要求：确定辩护观点，准备辩护意见；为支持辩护观点

到有关机关调查收集证据；向检察机关提出辩护意见。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七：担任诉讼代理人  

1、预习要求： 

掌握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各种诉讼的职责及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了解和掌握律师能够接受委托作为不同诉讼案件的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时间与代理

类型； 

（2）律师代理人的职责与进行诉讼的程序、工作内容、方法和技巧； 

（3）制作各种代理诉讼的文书。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担任自诉人案件代理人。要求：实验性地演练许律师解答杨某的法律咨询；代写

刑事自诉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作好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2）担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要求：实验性地演练律师解答被害人或其亲属的

咨询；秦律师接受委托，办理相关手续；律师代写附带民事诉状；律师代被害人到法院提起

诉讼。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八：辩护词与代理词的制作 

1、预习要求： 

熟悉案情，并掌握与辩护词、代理词制作相关的内容与方法。 



2、实验目的： 

（1）训练学生掌握辩护词、代理词的结构及写作方法。 

（2）掌握辩护、代理观点的确立、论证等项内容。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制作辩护词。要求：事先熟悉案情；制作辩护词，明确辩护要点和制作方法。 

（2）制作代理词。要求：事先熟悉案情；制作代理词，明确各种代理词制作要点和方

法。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九：法官主持庭审 

1、预习要求： 

了解和掌握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法官主持庭审的程序及主要工作程序。 

2、实验目的： 

（1）了解法官主持审判的阶段及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 

（2）熟悉和了解法官主持法庭调查和指挥法庭辩论； 

（3）保障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主持评议和宣判。 

（4）全面地熟悉和掌握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步骤、方法和驾驭庭审的技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审判长主持开庭阶段。要求：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宣布案件的来源，起诉的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的名单；告

知当事人诉讼权利；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等。 

（2）审判长主持进行法庭调查阶段。要求：了解法官主持进行庭审中调查事实和证据

的程序与方法；主持进行庭审举证质证工作的开展；应对控辩双方在廷审中提出的意见和申

请。 

（3）审判长主持法庭辩论与被告人最后陈述。要求：了解法庭辩论与被告人最后的程

序和法官主持辩论的方法、顺序；实验本案法官主持进行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 

（4）合议庭进行评议和宣判。要求：熟悉评议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验审判长和

另两位审判员进行评议的过程，并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充分说理；探讨在合议庭评议过程中，

意见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掌握宣判的程序与方法；向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送达判决书。 

4、实验时间：3 学时。 

实验项目二十：公诉人参加法庭辩论 



1、预习要求： 

预先熟悉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公诉人参加法庭辩论的相关内容及方法。 

2、实验目的： 

（1）掌握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的方法与技巧； 

（2）掌握公诉人如何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辩论。 

3、实验内容及要求： 

公诉人参加法庭辩论。要求：公诉人事先好拟定公诉词；公诉人发表公诉词，注意发

表公诉词的方法及证据和法律的运用；掌握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与反驳

的方法与技巧。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十一：辩护人参加法庭辩论 

1、预习要求： 

预先熟悉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公诉人参加法庭辩论的相关内容及方法。 

2、实验目的： 

（1）掌握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方法与技巧； 

（2）掌握辩护人如何针对公诉人的答辩再次进行辩论。 

3、实验内容及要求： 

辩护人参加法庭辩论。要求：辩护人事先好拟定好辩护词；辩护人发表辩护词，注意

发表辩护词的方法及证据和法律的运用；公诉人针对公诉人的答辩意见，再次进行答辩与反

驳的方法与技巧。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十二：《判决书》与《裁定书》的制作 

1、预习要求：了解和熟悉制作《判决书》与《裁定书》判决书和裁定书格式、方法和

写作内容。 

2、实验目的： 

（1）通过判决书、裁定书制作的实验，训练学生掌握判决书、裁定书的格式、内容及

写作方法；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刑事判决书的制作。要求：掌握制作判决书的方法和要领；按照规范格式进行判



决书的制作实验。 

（2）裁定书的制作。要求：掌握制作裁定书的方法和要领；按照规范格式进行裁定书

的制作实验。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十三：模拟法庭 

预习要求：了解和掌握公诉组、审判组、辩护代理组及综合组各自在法庭审判中的职

责与程序；做好参加法庭审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及熟悉法庭审判程序与任务。 

2、实验目的： 

（1）有利于全面了解公诉人、审判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等在庭前准备程序

中的各项准备工作； 

（2）全面了解和掌握刑事庭审中各方成员的任务、职责； 

（3）全面了解和掌握刑事庭审的工作程序及任务。 

（4）培养作为未来司法人员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综合业务素质和实际能力。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公诉组成员庭前准备工作与参加庭审。要求：按照出庭工作的内容和职责准备案卷材

料和证据；做好各项庭审预案的准备工作；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庭调查；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

庭辩论。 

（2）审判组成员庭前准备工作与参加庭审。要求：按照出庭工作的内容和职责进行法庭审

判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规范程序主持法庭调查；按照规范程序主持法庭辩论；主持被告人最

后陈述阶段；进行评议和宣判。 

（3）辩护与代理组成员的庭前准备与参加庭审。要求：按照出庭工作的内容和职责做好当

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庭调查；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庭

辩论。 

（4）综合组成员的庭前准备与参加庭审。要求：按照出庭工作的内容和职责做好当事人和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庭调查；按照规范程序参加法庭辩论；

被告人进行最后陈述。 

4、实验时间：6 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受理案件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2    现场勘查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3 调查访问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4 讯问犯罪嫌疑人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5 搜查与扣押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6      辨认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7 技术侦查措施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8 侦查文书的制作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9 调查核实证据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0 起诉标准的判定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1 补充侦查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2 《起诉书》与《不起 

诉决定书》的制作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3 庭前准备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4 律师接受委托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5  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  2 必做 研究创新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6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7 担任诉讼代理人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8 辩护词与代理词的制作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19 法官主持庭审 3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摄像机 法学实验室 

 20 公诉人参加法庭辩论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摄像机 法学实验室 

 21 辩护人参加法庭辩论 2 必做 综合设计 计算机、摄像机 法学实验室 

 22 《判决书》与《裁定 

书》的制作 

2 必做 基础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23 模拟法庭 6 必做 研究创新 计算机、摄像机 法学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实验课单独考核并计成绩，成绩以百分计。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刑事诉讼法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参考书 

《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