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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编    写】 疏义红                      【审    核】张正平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                    【课程学时】34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实验学时】34 

【授课专业】 法学专业与公安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解决法律问题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学科。作为课程，其整体教学目的

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即培养学生判断实际案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进行理论学

习，但主要应该依靠实验教学来进行，因此实验教学是本课程的主要构成部分。 

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多项展示、设计与综合性实验，训练其自主研究法律问题的能力，巩

固所学理论知识，加深关于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基本原理的理解；使学习者能运用相关理论处

理实际问题，掌握判断案件的基本技能。同时，通过实验教学活动，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

使其具备法律人的合作意识与团队工作能力，并深刻领会法律人的精深修养与崇高使命。 

实验教学分成三个层次依次递进：第一层为展示型实验，教师展示典型案例的解决过程，

学生参与并体会其中的原理和技术。第二层为综合应用型实验，学生分组合作，共同寻找并

挑选现实中有价值的案例，发现案例所适用的法律规范、确定案件的焦点问题、针对焦点问

题提出解释方案。第三层为创新设计型的情景模拟实验，学生组成对抗式模拟法庭，“背靠

背”地进行开庭判决，从而综合性培养面对案件的思维能力和人文素养。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现实中案件的复杂变化，了解部门法学学习和实践应用的关系，了解法律体系的

结构和检索线路。 

  2、理解法律解释的真正内涵，理解法律解释对于法治的重大影响，理解法律人素质的构

成要素。 

  3、掌握针对案件发现法律规范的技术；掌握确定证明结构的技术；掌握确定案件焦点问

题的技术、掌握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掌握针对法律问题的证明和反驳艺术；掌握

针对法律问题的沟通艺术。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之一：典型裁判解释的展示与审议 

1、预习要求： 
登陆《法律解释学互动教学平台》，阅读平台上的《教学合作指南》和所演示案件的事实

情况。了解相关部门法学著作对该类型问题的研究结果。 
2、实验目的：  
（1）、了解现实中案件的复杂变化，了解法律体系的结构和检索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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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法律解释的内涵；理解裁判解释和其他解释类型的关系；理解解释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理解解决案件过程中“思路”的魅力。 

（3）、掌握对于案件的直觉判断艺术；掌握直觉判断与经验判断相互关系的处理技术；

培养面向他人表达法律意见的胆识。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准备与初步判断。展示者确定展示对象，进行组织安排。审议者了解案件事实，

进行初步判断。 
（2）审议找法与证明结构。展示者确定案件的找法与确定的证明结构，接受审议者审议。 
（3）审议法律模糊、漏洞以及焦点问题。展示所发现的法律模糊、漏洞以及焦点问题，

进行审议。 
（4）审议法律解释。展示对于焦点问题的解释，集体审议。 
（5）比较与总结。比较解释结论与最初结论，总结原因，调查接受程度。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选择案件与确定案件事实 

1、预习要求： 
登陆《北大法意网》，熟悉相关操作。了解法院案例的检索结构。 
2、实验目的： 
（1）、验证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关系原理；理解众多案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掌握案例检索方案的设计方法；掌握运用专用网络软件检索案件的方法；  
（2）、掌握案例的比较方法与典型案例的选择方法； 

（3）、掌握案件事实的补充方法；掌握证据方案的设计与审查的初步方法； 
（4）、掌握法律人初步的沟通技术。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收集案例。成立实验小组。成员通过专业网络收集五个备选案例。通过教

学平台发布案例。 
（2）、选择典型案例。通过会议，审议备选案例。表决挑选准备重点研究的案例。 
（3）、确定案件事实。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法官组通过提议、答辩、决定步骤补

充案件事实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三：发现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范 

1、预习要求： 
登陆《北大法意网》，熟悉相关操作。了解《中国法律法规大全》的检索结构。 
2、实验目的： 
（1）、理解案件的复杂性；理解案件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关系。 

（2）、掌握法律人初步的沟通技术；掌握法律法规的检索方法；掌握法律规范与案件事

实相关性的判断方法。 

（3）、掌握解决案件的基本思路。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每个小组的成员通过相关途径寻找一个具有分析价值的案例，并将该案例发布到

BB 教学平台上本组的案例准备区中； 
（2）、每个小组的成员在平台上阅读本组的所有案例； 
（3）、每个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小组全体成员第一次会议，讨论在平台上本组的所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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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价值，通过表决挑选出一个准备重点研究的案例；并且通过自愿选择或者抽签决定担

任的角色； 
（4）、原告代理组、被告代理组、法官组分别通过查阅法规汇编和相关资料，确定判断

本案所需要的法律规范； 
（5）、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交流找法结果，并讨论决定本案可以适用的法律

规范。 
（6）、每个小组按照规定分工合作，写作实验报告，报告实验目的、过程、结果与心得

体会。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四：发现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 

1、预习要求： 
学习法律解释学关于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的章节，理解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的分类与发

现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法律模糊和法律漏洞存在的广泛性。验证关于法律模糊、法律漏洞与中心法

律问题以及分支法律问题的关系的原理；  

（2）、理解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与案件的证明结构之间的关系；理解发现法律模糊与法

律漏洞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3）、掌握通过分析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发现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的技术；掌握

区分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类型的技术。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分工，分析法律规范与证明结构，寻找可能的模糊与漏

洞。 
（2）、发现法律模糊。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分别召集内部会议，按照特定

顺序完成集体发现法律模糊的工作。成员分别报告发现法律模糊的结果，共同审议该结果，

必要时可以通过表决，确定本方认定的通过本案发现的法律模糊。 
（3）、发现法律漏洞。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继续内部会议，按照特定顺序

完成集体发现法律漏洞的工作。成员分别报告发现法律漏洞的结果，共同审议该结果，必要

时可以通过表决，确定本方认定的通过本案发现的法律漏洞。 
（4）、形成内部共识与交换报告。各个角色小组内部形成报告，三个角色小组内部交换

报告。交流心得体会。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五：确定案件的焦点法律问题 

1、预习要求： 
阅读教材章节：《认识法律模糊》和《认识法律漏洞》与《司法判断的五个步骤》。了解

确定焦点的方法。 
2、实验目的： 
（1）、了解法律模糊和法律漏洞存在的广泛性。 
（2）、理解焦点法律问题的内涵；理解焦点问题与中心法律问题以及其他分支法律问题

的关系；理解焦点问题与案件的证明结构之间的关系；理解确定焦点问题对于开庭程序的意

义。 

（3）、掌握确定案件证明结构的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技术；掌握通过沟通确定案件焦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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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技术。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每个小组的原告代理方、被告代理方、法官组内部进行讨论，根据找法的结果，

确定本方对于案件的证明思路，确定证明的大前提和小前提。 
（2）、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交流原告代理组和被告代理组的证明思路，识别

本案的典型法律模糊和法律漏洞，识别双方存在争议的分支法律问题，并讨论决定本案的焦

点法律问题。 
（3）、每个小组按照规定分工合作，写作实验报告，报告实验目的、过程、结果与心得

体会。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六：针对焦点的语义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语义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语义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语义解释方法的内涵、必要性与重要性；理解语义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验证语义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法律解释的目的；理解法律文本的

语义解释和文学解释的区别。初步验证法律解释的无限性。 

（2）、掌握语义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性的判断技术； 

（3）、初步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培养面对事物的理性思维习

惯；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配，确定角色内部认为分工。 
（2）、检索权威文献而收集论据。登陆《北大法意网》，检索《现代汉语词典》、《辞海》、

检索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或者其它专业词典，检索网络中的权威报刊等权威文献。确定解

释对象的意义。 
（3）、归纳性描述与小型调查。分析概念在实践使用中包括的常见对象，和设计小型的

问卷，确定解释对象的通常意义。 
（4）、（选择性环节）：确定立法对象和语法结构。检索立法资料选择专业意义和普通意

义，检索语法资料确定语法意义。 
（5）、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特定

程序，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语义解释方案和语义解释结论。 
（6）、报告与审阅。律师组报告实验过程与共识，法官组成员审阅报告。 

4、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项目七：针对焦点的系统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系统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系统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系统解释方法的内涵、必要性与重要性；理解系统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验证系统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法律解释的目的；理解法律文本的

系统解释和文学解释的近似性。初步验证系统法律解释的可能出现的循环性。 
（2）、掌握系统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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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判断技术； 

（3）、进一步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进一步培养面对事物的理

性思维习惯；进一步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工。确定内部解释任务分配。 
（2）、通过检索关联权利或义务的法律规范收集论据。 
（3）、通过检索同一法律部门中关联法律规范收集论据。 
（4）、通过检索法律体系中关联部门法收集论据。 
（5）、反对解释和协调冲突（选择性环节）。 
（6）、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特定

程序，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系统解释方案和系统解释结论。 
（7）、报告与审阅。报告实验过程与共识，法官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审阅意见。 

4、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项目八：针对焦点的目的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目的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目的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目的解释方法的内涵、必要性以及目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重要地位；

理解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验证目的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

法律解释的目的；理解目的解释方法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法律目的的主观目的与客

观目的的区别。 

（2）、掌握目的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性的判断技术； 

（3）、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培养面对事物的理性思维习惯；

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工。确定内部解释任务分配。 
（2）、检索权威文献确定立法目的。要求分析目的条款、立法材料、立法时的新闻报道

与调查研究资料等。 
（3）、判断解释方案与立法目的的关系。 
（4）、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特定程

序，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目的解释方案和目的解释结论。 
（5）、报告与审阅。重点报告目的解释的方案与结论。法官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审阅

意见。并全体交流心得体会。 
4、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项目九：针对焦点的意图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意图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意图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意图解释方法的内涵与必要性；验证意图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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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理解法律解释的目的；初步理解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 

（2）、掌握意图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性的判断技术；初步掌握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技术； 

（3）、进一步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进一步培养面对事物的理

性思维习惯；进一步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工。确定内部解释任务分配。 
（2）、检索立法资料而收集隐含意图。登陆北大法意网的立法资料部分，或者利用法律

专业图书馆，检索下列立法资料，发现立法者的隐含意思表示。 
（3）、考察历史推断隐含意图。要求检索过期报刊，考察立法当时的社会状况，检索法

制史资料。 
（4）、考察立法者行为。要求考察立法者其它行使职权的行为，合同签订者或立遗嘱人

的客观行为，推断其隐含意图。 
（5）、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特定

程序，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意图解释方案和意图解释结论。 
（6）、报告与审阅。重点报告意图解释的方案与结论。法官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审阅

意见。 
4、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项目十：针对焦点的类比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类比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类比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类比解释方法的内涵、必要性与重要性；验证类比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

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法律解释的目的；理解类比解释方法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关系； 

（2）、掌握类比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性的判断技术；初步探索裁判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技术； 

（3）、进一步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进一步培养面对事物的理

性思维习惯；进一步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工。确定内部解释任务分配。 
（2）、检索可类比先例 。确定案例所在的类型，登陆北大法意网等，利用案例分类引

导，检索该类型中的与本案相似的先例。 
（3）、检索本国法律体系中可类比条文。引用最相类似条文的法律效果判断本案件，设

计澄清模糊或补充漏洞的方案。 
（4）、检索境外法律体系中可借鉴规范。检索香港地区、大陆法系等关于该问题的法律

规范。借鉴所得到的境外法相关规定解答焦点问题。 
（5）、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特定

程序，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类比解释方案和类比解释结论。 
（6）、报告与审阅。重点报告类比解释的方案与结论。法官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审阅

意见。 
4、实验学时：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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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十一：针对焦点的效应解释操作  

 

1、预习要求： 
学习关于效应解释操作的判例。学习效应解释操作的理论。掌握相关解释方法。 
2、实验目的： 
（1）、验证效应解释方法的内涵、必要性与重要性；验证效应解释的论点、论据和论证

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解效应解释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理解“正义”的深刻内涵。 

（2）、掌握效应解释方法的操作技术；包含论据的收集技术、论证组织技术、论点有效

性的判断技术。进一步掌握裁判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技术。 

（3）、增强培养面对法律问题的深度思维和集体思维能力；进一步培养面对事物的理性

思维习惯；进一步培养法律人的崇高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组织与准备。确定小组与角色分工。确定内部解释任务分配。 
（2）、考量经济效应。列出不同的解释方案，设计考察不同解释方法的经济效应的检索

方案。登陆中国知网，按照检索方案进行检索。综合分析所得到的数据、信息与论点，评价

不同焦点问题解决方案的经济效应高低，选择效应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3）、考量社会效应。设计考察不同解释方法的社会效应的检索方案。按照检索方案进

行检索。综合分析所得到的数据、信息与论点，评价不同焦点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效应高低，

选择效应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4）、考量法治效应。设计考察不同解释方法的法治效应的检索方案。按照检索方案进

行检索。综合分析所得到的数据、信息与论点，评价不同焦点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效应高低，

选择效应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5）、考量个案效应与整体权衡。按照列表，估算考虑并填入相应项目，综合评价不同

解决方案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法治效应以及个案效应，选择总体效应最佳的解释方案。 
（6）、审议会议。原告律师组、被告律师组与法官组内部分别召开审议会议，按照程序，

交流解释结果，确定针对每个焦点问题的效应解释方案和效应解释结论。 
（7）、报告与审阅。重点报告效应解释的方案与结论。法官组内部召开会议，讨论审阅

意见，交流心得体会。 
4、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二：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民事判解研究 

 
1、预习要求： 
阅读有关法庭代理词的写作和表达技术，了解辩论中的证明和反驳技术，锻炼面对公众

的胆量。 
2、实验目的： 
（1）、了解法律解释论点的发现与表达的区别；了解深度会谈的重要性。 
（2）、理解法律解释的程序对于法治的重大意义；理解法律解释共识的形成过程；理解

法律解释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3）、掌握面向公众表达法律意见的基本技术和若干艺术、掌握倾听和评价法律解释意

见的基本技术、掌握法律解释意见的证明和反驳技术、掌握说服他人接受自己论点的艺术。 
（4）、培养书面表达法律解释意见的基本技术和素养。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每个小组的各个代理方准备本方的发言方案，猜测对方的论点并准备反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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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成员了解案件的事实构成以及庭审中的焦点问题； 
（2）、开庭，原被告代理组针对每个焦点问题进行辩论，法官组穿插提问，双方回答提

问； 
（3）、陪审团对原被告代理组进行提问，双方回答提问； 
（4）、原被告代理组关于该问题进行辩论总结； 
（5）、陪审团和法官组针对所辩论的问题进行表决； 
（6）、陪审团和法官组针对表决的不同方向，发表表决理由，原被告代理组回应这些理

由； 
（7）、陪审团根据意向可以考虑再表决；如果法官组与陪审团表决结果矛盾，可以说服

陪审团改变决定；如果陪审团的 2/3 以上多数最终坚持不同决定，陪审团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否则法官组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8）、每个小组按照规定分工合作，写作实验报告，报告实验目的、过程、结果与心得

体会。 
4、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项目十三：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行政判解研究 

 
1、预习要求：同前。 
2、实验目的：基本同前，但是强化关于行政裁判解释的技能。 
3、实验内容及要求：基本同前，但是根据行政法诉讼与裁判需要进行相应操作。 
4、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项目十四：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刑事判解研究 

 
1、预习要求：同前。 
2、实验目的：基本同前，但是强化关于刑事裁判解释的技能。 
3、实验内容及要求：基本同前，但是根据刑事诉讼与裁判需要进行相应操作。 
4、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项目十五：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国际法判解研究 

 
1、预习要求：同前 
2、实验目的：基本同前，但是强化关于国际法裁判解释的技能。 
3、实验内容及要求：基本同前，但是根据国际法诉讼与裁判需要进行相应操作。 
4、实验学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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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裁判解释展示与审议 2 必做 展示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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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案例与确实事实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3 发现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范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4 发现法律模糊与法律漏洞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5 确定案件的焦点法律问题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6 针对焦点的语义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7 针对焦点的系统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8 针对焦点的目的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9 针对焦点的意图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10 针对焦点的类比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11 针对焦点的法律解释操作 2 必做 设计 计算机、网络 
多功能实

验教室 

12 
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民事

判解研究 
3 必做 设计 法庭装备 模拟法庭

13 
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行政

判解研究 
3 必做 设计 法庭装备 模拟法庭

14 
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刑事

判解研究 
3 必做 设计 法庭装备 模拟法庭

15 
通过开庭进行的对抗式国际

法判解研究 
3 必做 设计 法庭装备 模拟法庭

 

机动：4 学时 

 

五、考核方式   

作为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单独考核并记成绩。教师依照实验中的表现和提供

的实验报告，给每个学生评分。该成绩占课程期末总成绩的 6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疏义红：《裁判解释原理与实验操作》北大出版社 2008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2、参考书 
（1）、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法律与法律推理导论》 [美] 史蒂文·伯顿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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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说明 

   实验过程所使用的典型案例根据需要进行变化。学生所讨论的案例没有固定要求，可以

选择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知识产权、海商或国际法领域的任何案件，并根据学生意见

进行确定，教师可以提供参考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