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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改革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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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文章以布鲁姆分类学为理论依据对我国已有的模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进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模拟法庭教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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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直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为有
力支持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建设，对高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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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一
流法学专业，培育一流法治人才”的要求。显然，
法律实践教育的改革成为了我国卓越法治人才培养
计划实施的重点。模拟法庭作为公认的有效培养法
律职业技能的实践课程，理应首先进行改革。
模拟法庭教学类型历来有表演型和实战型之
分，模拟法庭竞赛无疑是实战型教学模式的最高形
式，显然，实战型模拟法庭教学的效果已经得到法
学名校的普遍认可。除此之外，在模拟法庭的教学
方法上也出现了开设学期向低年级延伸和多学期开
设等变化。虚拟真实法庭场景的教学软件也开始在
模拟法庭教学中使用。可以说，近些年来各高校的
法学专业都在致力于模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
索，在这些探索中运用布鲁姆分类学理论进行研究
的学者还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改的理
论支撑，增加了教改的随意性，影响了教改效果。
布鲁姆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突出贡献是提出
教育目标分类学和掌握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是
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含了六个层次或者六个阶段，
起初这六个层次被描述为知识 Knowledge 、理解
comprehension、应用 application、分析 analysis、
归纳 synthesis、评价 evaluation，后来又描述为
记忆 remember、理解 understand、应用 apply、分
析 analyze、评价 evaluate、创新 create。即知识
的记忆和背诵仅仅是学习的第一阶段，真正的学习
应当是在记忆和背诵知识的基础上，理解、应用知
识，并在理解、应用知识过程中充分分析、评价现
有的知识，进而实现知识的创新。因此，帮助学生
记忆所讲授的知识只是教育的最低级目标，理解和
应用知识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级目标，分析、评
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终极目标。而后两个目标的
实现程度决定了学习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一、模拟法庭教学存在的问题
模拟法庭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在理解和应用知
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的优势毋庸置疑，但是从现有
众多高校模拟法庭教学设计来看，在理解和应用知识
能力培养和训练上存在诸多不足，更忽视了对分析、
评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模拟法庭教学目标单一
不少高校在模拟法庭教学大纲中都将熟悉诉讼
程序法，掌握诉讼文书写作和庭审辩论技巧作为主要
教学目标，的确，模拟法庭在这方面的教学效果有目
共睹。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仅仅把模拟法庭教
学目标定位于此是大才小用了。我们对本校法学专业
本科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习情况的调研也证实了这
一点。2018 年 7 月，本校法学专业学生在入校后的第
二学期完成了为期一周的模拟法庭实习，实习内容是
完成一件民事案例的庭审活动，鉴于这是第一次在大
一开展模拟法庭教学活动，我们将模拟法庭教学模式
定位为表演型。模拟法庭实习前的调研中，学生选择
的准备阶段富有挑战性的占到 37%，表演阶段占到了
61.8%，说明他们对程序更加焦虑。实习结束后，调
研数据发生了变化，认为准备阶段具有挑战性的上升
到 58%，而表演阶段降为 35%，说明即使是一次表演
性模拟法庭也可以极大提高学生对程序法知识和司法
实务技巧的熟悉程度。随着模拟法庭教学向低年级延伸
和多学期开设的探索，原有的单一教学目标无疑跟不上
教改步伐。应当考虑将理论授课在理解、应用，甚至是
分析、评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方面的短板到模拟
法庭中补足，提高上述教学目标在模拟法庭实习中的比
重，丰富模拟法庭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其功能。
（二）模拟法庭教学效果与案例的关系未引起充分重视
恰当的案例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应用
程序法知识，也有益于理解、应用实体法知识，分析、
评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是与所选用的案例密切相
关。合适案例将使教学事半功倍，不恰当的案例则可
能毁掉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给学生留下错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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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体系。故而有经验的教师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
挑选合适的教学案例上。但是，现在很多院校模拟法
庭案例库建设只重数量，忽略质量，案例库没有检索
系统或者检索系统简单，往往根据时间、法院立案分
类等进行罗列，很少考虑案件归属的法律部门、裁决
难易程度、培养和训练能力的侧重、与本专业特色人
才培养的关联度、伦理道德的因素所占比重等。当然
这与前期教学案例来源单一、数量匮乏有关。而更多
院校教学案例主要依靠指导教师自己提供，甚至有的
几年都不更换教学案例。这种教学条件下，模拟法庭
教学案例选择的随意性、被动性、临时性较强，教学
案例的时效性、适用性、有效性无法保障，满足对诉
讼法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方面的训练是可以的，但是，
要实现对实体法的理解和应用的培养和训练明显不足，
更难以保障对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三）教学内容和环节没不符合教改发展要求
不少高校法学专业往往是将所选取的案例的材料
包括起诉书、答辩状、代理词和判决书在内一股脑发
给学生，学生的工作主要是模仿，削弱了学生理解和
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在教学环节设计上仍以完整
完成一个诉讼程序为内容，对学生指导偏重其所扮演
的角色，忽视对案例整体理解和分析、评价方面的指
导，学生只是从自己扮演角色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分析
和理解，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案情，综合分析、评
价的指导和训练，不仅容易导致学生片面理解知识、
思维狭隘，更会一定程度抑制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显
然，这种教学设计可以满足对学生诉讼法知识和庭审
技巧的教学，却难以保障学生全面理解和适用诉讼法、
实体法知识，更为学生全面分析、评价诉讼法和实体法
规定，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意见人为设置了障碍。

二、模拟法庭改革建议
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和创
新能力共同组成学习能力，学习能力的强弱决定人才
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更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根据布鲁
姆的学习理论，对模拟法庭教改提出以下建议：
（一）调整模拟法庭教学目标与任务
将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和训练列为重要目标。根据目前越
来越多高校多学期开设模拟法庭课程的情况，通过
模拟法庭教学模式从高年级到低年级，从表演型向
实战型的迁移，循序渐进地加强能力培养和训练。
实践证明只需要一次模拟法庭实习，就可以大幅降
低学生在程序法知识上的焦虑，因此，此后的模拟
法庭实习中，学生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对理论知识
分析、评价、创新上，并将其成果展现于法律文书
的写作、庭审的辩论中。这些实践活动可以大为锻
炼学生理解和适用知识的能力，指导老师的适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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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分析、评价能力的训练。拥
有卓越的法律事实认定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是卓越
法律职业人才的重要品质，因此，学生法律事实的认
定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的学习才是职业能力和水平
的重要保障。而众所周知，上述能力的学习需要长期、
大量的训练才能有所实效。所以，模拟法庭重点教学
目标理应由程序法学习向理解、适用、分析、评价、
创新理论知识的能力的学习迁移，指导教师理应更多
指导学生法律事实认定和法律运用能力的学习。
（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案例库建设信息化
随着法治实务部门公开化、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法治实务资源向公众开放，各
高校特别是非法学名校在获得包括案例在内的法治
实务资源上的难度大幅降低，对于模拟法庭来说如何
高效运用网络上的海量案例信息为教学服务成为其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尤其是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推
进，各种新型案例持续涌现，这些案例更有利于培养
和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案例库与互联网
的联姻，无疑会有效提高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更能加
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新出现的
模拟法庭实习教学软件编辑的案例库舒缓了这一任
务完成的困难程度。但是，对主要几家教学软件案例
库的浏览后，却发现这些案例库仅对法院公布的案例
进行了简单的编辑，指导教师扔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在案例的挑选上，并对案例进行符合模拟法庭教学
目标的编辑。即这些案例库的检索标准与教学的需要
差距较大，这些案例内容的编辑也不适应教学的要
求，因此需要创新教学案例库的检索体系，并对案例
内容进行符合模拟法庭教学要求的编辑。而且，这一
工作各高校应该根据自己教学需要进行设计。法学名
校应与普通法学高校有所区别；各高校应该根据自己
的教学特色对案例库进行设计，从而提高案例库建设
的精度和针对性。比如我校是一个工科为主的院校，
以培养“大工程”人才目标，因此，与“大工程”相
关的案例应成为入库的重点，案例库的检索体系应按
照工程学科不同而设置。特别要提出的是今年 4 月国
家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
（以下简称新国标）
，在能力要求上，提出了“具
备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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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新型案例群应在案例库索
引中给于特殊标示，方便筛检和使用。另外，还应重
视社会伦理、职业伦理为主裁判的案例的检索。鉴于
近年来频发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人不顾形象，丧失
基本做人道德要求的事件，严重破坏法律职业群体的
形象和荣誉，因此新国标在培养目标中，把德育要求
提到前所未有高度，开头即提出“法学类专业人才培
养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这充分说明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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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模拟法庭教学中的必要性。
而模拟法庭的组织和开展，本身就含有诸多伦理因
素，案例中的伦理教育更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教育，
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模拟法庭实习作为大学生伦理
教育重要阵地的作用。总之，案例库建设应以满足多
类型、多层次训练学生为目的而进行。
综上所述，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和掌
握学习理论，我国现有的模拟法庭教育实践还存在
许多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更影响了高校为
社会发展提供卓越法治人才的职能效果。应当把模
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作为当前法律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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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项紧迫任务来积极倡导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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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existing reform path of moot court teaching in
China,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our moot cour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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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共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答案
全球化，尤其随着贸易与生产体系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阻挡，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
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
程度日益加深。经济球化已经是人类社会确定不移
的一种趋势，顺应历史发展，主动作为，才能赢得
未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问题以及“逆经济全
球化”思潮，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
的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重大传染病等共同问
题，推动经济全球化，解决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
题，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人类需要新的理念。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高度，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的穿透时代的敏锐目光，给出了合作共赢的答案。
合作共赢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是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反思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结合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所提出的。其本质
是民族、国家间平等对话、相互包容，达到世界人

民的普遍社会交往，最终达到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
目的。合作共赢反对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
倡导的以丛林法则为中心、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西
方文明中心论”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的扩张逻辑揭
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情景，进而为人类提供了共
产主义文明发展理念：没有对抗、没有压迫、共同
发展，而习近平总书记纵观世界、依据历史发展提
出的合作共赢理念则是共产主义文明发展理念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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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ime value of the value idea of win-win
cooperation
ZHANG Wa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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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veryday life is a hot topic in current
research.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health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bility health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y health.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ampus, teachers'ability and health training, healthy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bility and
health. To make The ability of health as the basic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idea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is
the basic thinking method of healthy behavio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health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university students' everyday life.
Key words: win-win coopera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zero-sum game sublation;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