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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理念与方法

一、研究型教学的理念：“教研相长”

三、法律冲突情境中的模拟法庭教学

四、“教学合伙人”：学生在充分参与中养成研究的自觉

二、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的提出及其理论依据

七、模拟法庭教学中开展“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的效果评价

五、法律话剧：从幕后到台前“沉浸式”研究与展示

六、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案例库建设



研究型教学的理念

布鲁纳：发现教学模式

萨奇曼：科学研究的动力
和心理资源

洪堡教育改革：
“教学与研究相统一”

高质量学习和科学研究

三要素：

1、探索问题的好奇心

2、投入思考的过程

3、正确的方法



从“宣讲型教学”到“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



研究型教学方案
及其理论依据

中介作用
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
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

法学专业模拟法庭
研究型教学方案

学习动机理论



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
案例库建设

法律话剧：从幕后到台前
“沉浸式”研究与展示

“教学合伙人”：学生在充分
参与中养成研究的自觉

法律冲突情境中的模拟法庭教学

“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
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

面对社会发展、互联网进课堂、学生自学能力增强、
教学要求提高等“变化中的世界”，法学专业教学在新形
势下出现了新问题、新现象、新挑战。因此，我自觉改变
教学套路，基于学习理论，强化教师为学生学习导航的职
责，积极探索“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的研究型教学方案





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

（一）法律冲突情境中角色代入式研讨案例

示例：“毒地案” 代入角色演练法律争议调解
将学员分成5个小组，各组独立准备自己的谈判立场与争议解决方案；

可以选择1名学员领导讨论，所有学员都应当参与讨论、出谋划策。

各组安排1位当事人和1位谈判代理人，准备代表其当事方进行谈判演练。

 5个当事方分别是：

1) 小区居民和业主

2) 房地产开发商

3) 环保部门

4) 规划部门，将原本作为工业用地的地块规划为居住区

5) 化工厂的原始业主

6）环保组织

7）法院

每组选出1名报告人负责记录，并代表小组做总结发言。

各组就角色演练进行反思和反馈。

代入角色演练法律争议调解



Oil spill lawsuits find way to Texas court

• On July 2, 2012, a group of fishermen from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sued ConocoPhillips at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in 

Texas, the site of ConocoPhillips' headquarters.

• US attorneys acting on behalf of 30 fishermen in Shandong 
province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ConocoPhillip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Court of Texas on Monday .

• The move is the latest attempt by people affected by oil spills in 
Bohai Bay in June last year to win compensation from the US 
company allegedly responsible for the disaster.

Last Updated(Beijing Time):2012-07-04 02:48



Oil spill lawsuits
Parties and relevant experts

Stuart Smith 

with Smith Stag 

LLC 

Smith Stag LLC 

in New Orleans

Donna Xue, 

spokeswoman 

for 

ConocoPhillips 

China

"It was in the US where 

executives for ConocoPhillips 

made many of the decisions 

that led to the environmental 

carnage in Bohai Bay. We are 

bringing the case in Houston, 

where ConocoPhillips is 

headquartered.

“My office did not have 

any knowledge of the 

lawsuit, so I decline to 

comment further before I 

could contact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30 Shandong fishermen are the first group and another 470 have already 

signed contracts with the three US law firms that are filing the lawsuit against 

ConocoPhillips.”

Jia Fangyi, a lawyer at Great Wall Law Firm 

in China, acted as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fishermen and US law firms.



S W

O T

US courts carry the principle of long-arm 

jurisdic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local courts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out-of-state defendants.

Strengths

1.Three firms have been preparing 

the class action since 2011.

2. All the contacted fishermen will 

get free legal service from the 

three US law firms" 

Opportunities

No money was allocated to the 

other affected areas such as 

Shandong and Tianjin.

Weakness

The case can be 

"uncertain and long“.

Threat

The 30 Shandong fishermen are the first group 
and another 470 have already signed contracts 
with the three US law firms that are filing the 
lawsuit against ConocoPhillips



F I N A L
J U D G E

This ca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Company. 

The fishermen - through factually-devoid 

pleadings and untenable legal theories - have 

attempted to litigate a dispute that is in every 

conceivable way Chinese. This case is a strike 

suit - a suit filed not because the courts are 

likely to think it meritorious but because the 

defendant seems likely to settle on some terms 

rather than bear the expense of press releases.

If the court were to adjudicate the 
fishermen's claims, it would be ignoring 
China's determin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 - something this 
court is unwilling to do.

2016



管辖权冲突 法律规制

Long-arm jurisdiction
Forum non conveniens

Long-arm jurisdiction is 
the ability of local 
courts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defendants, 
whether on a statutory 
basis or through a 
court’s 
inherent jurisdiction
(depending on 
the jurisdiction).

Forum non Conveniens：
A court's discretionary 

power to decline to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where another 

court may more 

conveniently hear a case.



二、环境法教学方式如何创新？

（二）“教学合伙人”：学生在充分参与中养成研究的自觉

示例：从环境法学习到环境资源审判

——校友张小雪的绿色司法之路

主题：《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主审法官访谈录》

教学合伙人时空连线



二、环境法教学方式如何创新？

（二）“教学合伙人”：学生养成研究的自觉

示例：本科生课外专题调研

调研主题：《东北林木加工产业的绿色转型

——“猛药”引发痉挛，还是阵痛后重生？》

视频或照片拍摄文案：

（一）实景视频或照片

场景1：沈阳市大东区望花中街——当地木工机械经销商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电话采访：沈阳市某木工经销商

电话采访：牡丹江市某家具厂厂长

（二）文字画面

1.《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

2.《森林法》第三十二条，《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3. 国家和东三省政府出台的有关森林保护的政策、法规

环境问题学生调研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6条之我思

李曼煜代表小组发言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应对

主讲学生：谷思璇



《国际私法学》教学合伙人 接力奉献

2017级中外合作办学法学班

2017级中外合作办学法学班 教学合伙人展示





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

（三）法律话剧：从幕后到台前“沉浸式”研究与展示

示例：《阳光下的法庭》有关环境诉讼的剧集及法律分析

《永不妥协》电影剪辑及法律分析

《法律规避案》原创剧本

理论依据：学习动机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介作用理论

其一，剪辑影视剧中有关环境法适用的片段，基于法学的视角评议；

其二，演剧体验法律人的思维，明白不同当事人的意见分歧缘于不同的角度和利益需求。

其三，编创中英文法律话剧，使之与模拟法庭或执法听证会、立法审议会、诉前调解会等专业活动相结

合，启发学生思考话剧中的情与法。

其四，倡议学生分组担当“教学合伙人”，采取学生更熟悉的教师角色代入，每组学生围绕一个感兴趣

的知识点进行讨论，或演绎为小品，拍成视频后在课堂上播映，或以个人录制法律专题音频的方式向大家

交流其所思所感。

讨论影视剧中的环境法适用，编创话剧演绎环境法治



梅宏原创国际私法剧《遗产归谁》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17年教学年会上演出并研讨





Babcock vs. Jackson’s

1962年，美国

纽约州最高法
院继Auten V. 

Auten（1954）
一案后，Judge 

Fuld再度运用最

密切联系原则
审理的涉外民
事案件



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

（四）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案例库建设

示例：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国际私法学》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

——以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为目标

学位类别：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培养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负 责 人：梅宏

起止时间：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10月

结题成果：教学案例库文字版（11.4万余字）

教学案例库微信公众号（已运营2年）

教学案例库模拟法庭视频

教学案例库法律话剧

讨论影视剧中的环境法适用，编创话剧演绎环境法治



Ecological Protection Law

七、模拟法庭教学中开展“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的效果评
价



“角色代入式”课 堂演练在法学专业 教学中的应
用及效 果评价

《教育文化论坛》 2019 第4期 1
被认定为高
水平教研论
文

“互联网+”时代的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探索
——基于混合式教学互动学习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切问与笃行——中国海洋大学本科
教育教学研究文集》

2018 1 公开发表

论国际私法上的先决问题与主要问题及其准据法的
确定——基于教学创新的案例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9 第3期 1

被认定为高
水平教研论
文

教研相长理念指导下的法学课程教学创新 《环境法教学与人才培养论文集》 2019
法律出版
社

1 公开发表

分解式实习
——优化法学专业实习教学方案的建议

《以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为目标——法
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论文集》

2015 1 公开发表

在模拟庭审中体验法律冲突
《中国海洋大学报》 2018 第2034期 1 公开发表

从画面感到场面感 ，由参与感至责任感
——环境法教学的思考与行动 《中华环境》 2019 第4期 1 公开发表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 国大学生经历的本科教育 《中国海洋大学报》 2018 2027期 1 公开发表



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理念与方法

一、研究型教学的理念：“教研相长”

三、法律冲突情境中的模拟法庭教学

四、“教学合伙人”：学生在充分参与中养成研究的自觉

二、法学专业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方案的提出及其理论依据

七、模拟法庭教学中开展“角色代入式”教研演练的效果评价

五、法律话剧：从幕后到台前“沉浸式”研究与展示

六、模拟法庭研究型教学的案例库建设



人生除了自我的
体验，更要对得住
那些投向你这里的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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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聆听！

梅 宏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Email：maritime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