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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拟法庭教学范式
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认知心理学基础——建构主义的脑神经心理学基础——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教学方法——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模拟

法庭教学范式优化。



“模拟法庭”是指基于事先准备案例基础上，

组织法学专业学生，在课堂中模仿实际法庭相关

诉讼、答辩、调查等流程的活动。

“模拟法庭”是一种情景式学习方式，为高校

提供一种全新的法律教学方式，是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在法律教学中的一种应用。



（一）认知心理学基础——建构主义发展观

1931年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旗帜鲜明地

提出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观，即心理发展

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是在与周围

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

界的认知，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认知

的过程伴随同化、顺应、平衡，逐步建构起儿童

的认知结构。



埃里克·坎德尔

200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二）学习的脑神经科学基础

人的记忆位置位于突触。学习改变了脑细胞沟通的方式，创造出新的突触，并

使大脑的组织方式产生变化。学习的过程，就是脑神经细胞的建立和重构。知识是

由学习者建构的。



（三）建构主义教学观——以学生为中心的情境学习理念

学习者不应仅仅是对外界信息的被动接收，而是利用片段式的线索在有限
的工作记忆容量内进行知识的建构、确认和调整。

创设心理逼真度或者物理逼真度较高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学生提升知识层级
从学科内容的收集、联系、修正、检验和整合到分析、评估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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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脚手架（最邻发展区）、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协

作学习、效果评价

支架式教学法

教学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

基础上、锚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评价

抛锚式教学法

随机进入式教学法

三种
教学方法

（四）建构主义教学范式的三种教学方法

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视角的人通过不同途径、 不同

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情景）的学习 , 从而获得

对同一问题的多维认识与理解、注重思维发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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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方法

缺点：间接性、抽象性、片面性、被动性、庸俗化

案例教学

优点：应用性、逼真性、直观性、全面性

缺点：表演性、受众少、成本高、时间长、师资少

模拟法庭

法律诊所

三种实践
教学比较

（五）专业实习之外三种实践教学方式比较—碎片化、信息超载？

优点：应用性、实战性、系统性、综合性

缺点：受众太少、成本太高、时间太长、束缚太多、

师资太少、安全稳定压力太大、难以大规模操作



（六）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中山大学王竹立教授

2009年提出基于教育二重性的教学设计

过程模式

2011年提出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2012年提出知识嫁接学说

2014年提出新建构主义教学法

2015年出版《碎片与重构:互联网思维重

塑大教育》

新建构主义与加拿大学者西蒙斯的关联

主义被一些学术刊物并列为网络时代两大

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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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拟法庭教学范式
功能定位

 模拟法庭教学是承载法学专业教育、素质教育、法律职业教育、创新创

业教育等功能的多元化法学教育模式和法治人才培养的主要实施方式，

 具有探究性、应用性、逼真性、直观性、全面性、创新性，知行合一、

切实可行。



（一）系统化改造灌输式教学方式的可行之道

正心诚意的理论大家、
实务专家 有资格灌输，
“上行下效”

直观性、启发诱导、量力
性、循序渐进、巩固性、
因材施教原则

教育性教学，教学五
阶段：准备、提示、
联想、概括和运用



抛弃以教师、教科书、教室为中心的传统教学
方法，提出“从做中学”主动作业、在经验的
情境中思维的方法，从而达到经验与思维的统
一、思维与教学的的统一、课程与作业的统一

2017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人才

培养”的重要讲话精神；法学教育要
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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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方法

缺点：间接性、抽象性、片面性、被动性、庸俗化

案例教学

优点：应用性、逼真性、直观性、全面性

缺点：表演性、受众少、成本高、时间长、师资少

模拟法庭

法律诊所

法学专业
实践教学

法学专业实习之外实践教学的三种主要形式

优点：应用性、实战性、系统性、综合性

缺点：受众太少、成本太高、时间太长、束缚太多、

师资太少、安全稳定压力太大、难以大规模操作



（二）契合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7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4年 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关于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2017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修订后的
《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
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三）适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要求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阶段客观题，不提供法条

第二阶段主观题，要提供法条

 考查能力：

重视考查法学基本理论的掌握能力

重视考查对法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

重视考查对案例的分析与解决能力

 教育导向：

善于将法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司法实践

善于解决实际案例和实际问题



（四）契合我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需要

《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对法学教育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

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

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



2018年教育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专业定位：

法学类专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在国家民主法治

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法学类专业教育是素质教育

和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

 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

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

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和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

才【精英教育理念】及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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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以律师为基础的法律职业者；法学院与

法律职业实践紧密结合；研究生层次（J.D，

LL.M）；以案例讨论或者实践性教学为主。

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职业教育模式

培养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管理人才；法学院
负责法律素质教育，法律实务部门负责职业
培训；通才教育；注重法律抽象思维训练。

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素质教育模式

中国：多元化教育模式

法学专业
教育模式

法学专业教育的三种主要模式

2018年《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法学类专业教育是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

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灌输式教学方式仍占据

主导地位。



（五）模拟法庭教学范式承载的功能

1 2

3 4

检索、学习能力；将所学专业

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

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

本技能。

专业教育
的功能

素质教育
的功能

职业教育
的功能

创新创业教
育的功能

法律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人

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体会和感

悟诉讼双方及法官追求司法公

正的伦理要求。

训练和提高出庭技能，预测到

对手在法庭上可能制造的各种

麻烦，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方案。

探究式教学法；用创造性思维

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

创业实践的能力。



（六）模拟法庭教学范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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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拟法庭教学范式
优化路径

将“模拟法庭教学方法”上升为“教学范式”，明确思路和任务、凝

聚法治共同体的共识和力量，用足现有政策支持，通过“四个课堂”叠加

开展模拟法庭教学，重视学生主体的创新、重视教师主导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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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伦理融入模拟法庭、庭审中心主义、

杜绝表演性

德法兼修、知行合一

主动适应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
设新任务新要求，找准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
的结合

需求导向、任务导向

实践创新、协同创新

总体思路

（一）模拟法庭教学范式优化的总体思路

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法学实践

教育，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法治人才培

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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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材与国标教材、互联网平台、智能虚拟VR与智能

增强AR、案卷资源更新、双师型师资队伍、定制化与个

性化辅导等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强化教学手段

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中国特色法治人才培养共同
体基本形成、法治人才培养生态体系初见雏形

深化协同育人

活化教学方法

优化任务

（二）模拟法庭教学范式优化的基本任务

改变灌输式教学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包容性

思维、重视“三子一具”，



（三）优化措施：四个课堂叠加的模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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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指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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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能力、网络信
息技术、宣传设计

法律诠释、法律推
理、法律论证能力

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举证质证、攻辩技巧

类案检索技能及撰
写报告技能

沟通说服技巧、法
律表达能力

法制新闻撰写、新闻发
布会基本技能

评价方法多元融合：复盘的便利化和常态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诊断性评价与
欣赏性评价、合作评价与个体评价、他评和自评、实务部门评价和教育部门评价



（五） 多元视角与创新生态

实现刑事案件办理的全流程体验，掌握

案件检索技能及案件检索报告与相关法律文

书的撰写技能，训练法庭审判中的控辩说服

技能与法庭驾驭技能，训练法制新闻、法治

案例宣传稿的撰写技能，提升司法舆情应对

能力，掌握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报告等相关

专业文书报告的分析技巧

学生受益面

基层卓越
法治人才

实验

法学专
业学生

其他专
业学生

第一届团队为93个团队465人，第二届70个团队
350人，跨年级、跨专业、跨学院、跨学校、跨行
业
守成与融合创新、实践创新、协同创新、跨界创新、
模仿创新、移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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