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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劳动法学实验为选修的专业课实验，通过本实验教学、验证劳动法学课堂教学内容，增

强对劳动法学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了解劳动立法活动、劳动合同签订和变更履行的活动、

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活动、劳动行政执法活动、劳动争议仲裁活动、司法处理活动，对就

业歧视行为的认识和禁止措施，使学生能够利用学到的分析方法研究劳动法学现实问题，培

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并具备动手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实验教学，应使学生： 
1、熟悉劳动法学实验的基本要求，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 
2、掌握一些劳动活动实验分析方法，了解财政、税务现代化管理手段、业务流程。 
3、具有正确观察、记录、分析、总结、归纳实验现象，合理处理数据，撰写实验报告，

查阅手册、资料，设计和改进简单实验以及处理实验一般事故的能力。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撰写劳动立法议案 

1、 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一、二章关于劳动法的目的、历史发展和制度设计原理；《立法法》关

于提案的要求以及相关程序和具体议事规则；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学会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劳动领域的

问题，正确认识立法活动，掌握立法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锻炼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理解立法活动的价值。特别是要熟悉提案的要求和提出条件。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一个立法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反应的社会问题

和相应对策 
（3）选择进入提案程序 
（4）撰写立法提案 
（5）提交提案 
（6）经过相应的讨论程序，决定是否进行立法。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二：撰写劳动立法草案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一、二、三、四章关于劳动法的目的、历史发展和制度设计原理；《立

法法》相关程序和具体议事规则；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学会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劳动领域的



问题，正确认识立法活动，掌握立法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锻炼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理解立法活动的价值。培养动手能力，运用语言撰写高质量的立法草案。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一个立法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反应的社会问题

和相应对策 
（3）选择进入立法草案的起草程序 
（4）撰写立法草案 
（5）提交草案， 
（6）经过相应的讨论程序，决定该立法草案是否达到立法条件。 
（7）撰写一个特定领域的立法草案，如劳动就业领域。 
（8）分析该草案的是否科学、合理。 
（9）立法预期的社会影响分析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三：签订劳动合同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五、六章关于劳动合同的内容、特征、有效要件、解除的条件和经济

赔偿；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学会如何签订劳动合同，正确认识劳

动合同的地位、作用及其运行，锻炼正确运用法律解决劳动关系方面问题的能力，深入理解

劳动活动以及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培养理性能力和动手能力，运用简洁的语言撰写合乎法

律要求的劳动合同文本。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一个劳动合同签订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合同

目的 
（3）选择进入劳动合同的起草程序 
（4）撰写劳动合同文本草案 
（5）讨论劳动合同草案是否有瑕疵 
（6）经过相应的讨论，决定是否签署该劳动和合同 
（7）分析该劳动合同可能发生的风险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四：劳动合同解除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五、六章关于劳动合同的内容、特征、有效要件、解除的条件、程序

和经济赔偿的标准和内容；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学会如何解除劳动合同，正确认识劳

动合同的效力、作用及其运行，锻炼正确运用法律解决劳动纠纷的能力，深入理解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的矛盾关系以及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劳动合同解除的后果。培养法律理性能力和

运用能力，简洁的语言撰写合乎法律要求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学会计算经济补偿费的方法

和标准。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一个劳动合同解除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 
（3）选择进入劳动合同的解除程序，根据电脑指示选择相应步骤，进入解除商谈程序 
（4）确定有无解除法定情形及适用条件 
（5）确定经济补偿金数额 
（6）撰写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 
（7）分析该劳动合同解除的社会效应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五：集体谈判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六章关于集体合同的内容、特征、有效要件、历史发展、作用、效力、

解除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集体合同的特殊性、集体谈判的

前提、目的，正确认识集体合同的效力、作用及其运行，锻炼对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思

考分析能力，深入理解劳动者团体和用人单位及其团体的矛盾性质以及集体合同制度的价

值。培养法律理性能力和运用能力，理解企业权益与其职工权益保护的关系，辨析企业管理

权与职工民主权的冲突、协调与平衡。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集体谈判实验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 
（3）选择进入集体谈判实验程序，根据电脑指示选择相应步骤 
（4）选择谈判人员 
（5）选择谈判地点 
（6）确定谈判方案 
（7）实施谈判过程 
（8）达成谈判协议，确定一个集体合同 
（9）分析集体合同的社会效果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六：集体合同争议处理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六章关于集体合同的内容、特征、有效要件、历史发展、作用、效力、

解除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和第十三章关于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程序规定；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

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集体合同的特殊性、集体合同争

议处理的特别程序，理解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的重要性，锻炼对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思考

分析能力，深入理解劳动者团体和用人单位及其团体的矛盾性质以及集体合同争议处理制度

的价值。培养法律理性能力和运用能力，理解企业权益与其职工权益保护的关系，辨析企业

管理权与职工民主权的冲突、协调与平衡。深入思考公共部门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 
（3）选择进入集体合同争议斡旋程序，根据电脑指示选择相应步骤 
（4）确定争议的焦点 
（5）利益争议的仲裁过程 
（6）确定双方可接受的方案 
（7）对双方进行说服 
（8）达成一个解决方案 
（9）分析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的社会影响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七：工会的建立及职责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八章关于工会的历史、地位、性质、组建、作用、职能以及第九章关

于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工会对于劳动者维权的作用，掌

握工会组建的条件、程序，锻炼学生对工会在劳动关系调整方面的思考分析能力，深入理解

作为劳动者团体的工会该如何利用法律赋予的职责实现其存在价值。培养法律理性能力和运

用能力，理解企业权益与其职工权益保护的关系，思考企业该如何对待工会的存在及其价值，

如何实现其自身价值。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工会组建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 
（3）选择进入工会设立条件框 
（4）根据素材的企业职工情况填写设立条件 
（5）点击检验程序 
（6）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 
（7）符合条件进入具体组建程序 
（8）根据法定人数和程序设立工会 
（9）分析工会的职责以及工会较好地履行职责的制度环境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八：工会参与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的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八章关于工会的历史、地位、性质、组建、作用、职能的内容；第九

章关于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章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工会在制定劳动规章制度中的作

用，掌握工会该如何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锻炼学生对工会在劳

动关系调整方面的思考分析能力，深入理解作为劳动者团体的工会该如何利用法律赋予的职

责在日常工作中“零距离”保护劳动者，切实实现其存在价值。培养法律理性能力和运用能

力，理解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思考企业该如何对待工会参与劳动规章制度制

定的价值，企业在哪些方面应更新观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学生应思考自己如何实现实验目的，从而自主进行实验学习 
（3）选择进入工会参与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程序 
（4）根据素材中企业整体情况来分析并设计劳动规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劳动定员、劳

动定额、优化劳动组合、劳动纪律等。 
（5）点击检验程序 
（6）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 
（7）符合条件进入规章制度的讨论程序 
（8）根据法定程序公布和告知劳动者，劳动规章制度就生效 
（9）分析工会参与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的必要性和弥补劳动者单个力量不足的功能。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九：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八章关于工会的历史、地位、性质、组建、作用、职能的内容；第九

章关于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三章关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和体制的相关；实验教材

对应部分内容，与劳动争议处理有关的立法。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程序、效力

和具体运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实验活动中，掌握证据规则和辩论技巧，

认识劳动争议的特殊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劳动争议仲裁处理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学生应思考自己如何实现实验目的，从而自主进行实验学习 
（3）选择进入申请仲裁程序 
（4）根据素材中争议情况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是否受理案件。 
（5）点击检验程序 
（6）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 
（7）符合条件进入组建仲裁庭、送达以及开庭程序 
（8）根据法定程序公开审理，解决劳动争议 
（9）分析劳动争议仲裁的处理对缓和劳动纠纷的价值。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十：劳动争议仲裁所涉及到的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八章关于工会的历史、地位、性质、组建、作用、职能的内容；第九

章关于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三章关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和体制的相关；实验教材

对应部分内容，与劳动争议处理有关的立法，《司法文书》中各种文书的格式。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劳动争议仲裁活动中所可能应用

到的文书的写作方法；在撰写文书的过程中，注意锻炼语言的精炼和准确，文书各部分的逻

辑合理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劳动争议仲裁文书的写作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学生应思考自己如何实现实验目的，从而自主进行实验学习，

必须自主撰写文书 
（3）选择进入仲裁文书撰写程序 
（4）根据素材中争议情况结合法律和证据具体撰写调解书或仲裁书 
（5）点击检验程序 
（6）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 
（7）若不符合要求，应重新撰写，直到写出合格的文书为止 
（8）分析、讨论文书写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一：就业歧视的表现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十二章关于劳动就业的概念、促进就业的措施、反就业歧视的规定等

相关内容；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与促进就业和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我国已经发生过

的因受歧视而提起诉讼的案件。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就业歧视的表现，并能够客观分

析其原因和消除的办法；进而思考我国劳动关系的存在状况。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用人单位招工程序和劳动者应试程序，在相关场

景中感性体验就业中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学生应思考自己如何实现实验目的，从而自主进行实验学习 
（3）选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互动程序 
（4）根据素材中劳动者的情况和用人单位的表现来认识就业歧视 
（5）点击进入讨论空间，引入多方机制探讨用人单位的行为是否构成歧视 
（6）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 
（7）分析、讨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用工行为，思考其是否有歧视存在，该如何消除 
4、实验学时：  2 学时 

 
实验项目十二：就业歧视诉讼实验 

1、预习要求： 
《劳动法学》第十二章关于劳动就业的概念、促进就业的措施、反就业歧视的规定等

相关内容；实验教材对应部分内容；与促进就业和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我国已经发生过

的因受歧视而提起诉讼的案件以及相关处理结果；国际上关于就业歧视的司法保护措施。 
2、实验目的：在实验教师指导下，利用实验素材掌握就业歧视的表现以及诉讼仲裁机

制，并能够客观分析其原因和消除的办法，特别是司法机关应发挥的作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打开电脑，进入实验程序，启动劳动就业歧视诉讼程序 
（2）输入相关素材，选择所需程序和命令，结合法律规定来思考素材所要达到的实验

目的，结合实验目的进行实验，学生应思考自己如何实现实验目的，从而自主进行实验学习 
（3）选择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诉程序 
（4）根据素材中劳动者的情况和用人单位行为来判断是否存在就业歧视 
（5）如果存在就业歧视，该如何救济 



（6）点击进入讨论空间，引入多方机制探讨防止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的措施和

方法 
（7）分析、讨论劳动者、政府、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各自应发挥作用的

领域和程度，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4、实验学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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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劳动立法议

案实验 
2 必做 综合 计算机 立法 

2 立法审议实验 2 必做 综合 计算机 立法 
3 签订劳动合同实

验 
2 必做 综合  综合 

4 劳动合同解除实

验 
2 必做 演示 计算机 综合 

5 集体谈判实验 2 选做 综合 计算机 综合 
6 集体合同争议处

理实验 
2 必做 演示 计算机 诉讼 

7 工会的建立及职

责实验 
2 选做 综合 计算机 综合 

8 工会参与劳动规

章制度制定的实

验 

2 必做 演示 计算机 综合 

9 劳动争议仲裁程

序实验 
2 必做 演示 计算机 非 诉 实 验

室 
10 劳动争议仲裁所

涉及到的各种法

律文书的写作实

验 

2 必做 综合 计算机 非 诉 实 验

室 

11 就业歧视的表现

实验 
2 选做 演示 计算机 非 诉 实 验

室 
12 就业歧视诉讼实

验 
2 必做 综合 计算机 诉 讼 实 验

室 
五、考核方式 
主要依据学时提交的实验报告结合实验表现来评定学生实验课程成绩。成绩评定采用

100 分制。平时实验报告、实验表现占 60 分。期末给定相关实验项目，操作实验考试，占

40 分。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韩桂君编著：《劳动法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 参考书 

    （1）王全兴：《劳动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徐智华、韩桂君：《社会保障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3）黎建飞：《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