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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案例教学法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中的特殊作用
徐冬根
（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
重点。而实施案例教学法，不仅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而且还有助于培
养掌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卓越法律人才。我国法律人才培养中导入案例教学法，可以为国家培养更
多高质量的卓越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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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是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摇篮 。 各国领导人中法律教育或者法律实践背景的比例十分可
［1］
，
观 不仅英美国家如此，在欧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这一现象 。 卓越法律人才对于国家
的治理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
若干意见》指出： 经过 10 年左右的努力，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
［2］
质法律人才。该《意见》强调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搞好案例教学等 。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强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掌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为重点。 源于
美国法律教育实践的案例教学法 ，由于其本身的优势和特质能够满足培养法律人才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
力和掌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要求 ，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 。
一、实施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
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必然选择 。 这是因为改革创新，是中国社会未
来发展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既要冲破对原有发展模式的依赖，又要在世界
复杂经济格局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必须高度重视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①，今天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创新式
增长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而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全民教育水平，是推动国家实现创新式增长的基本保
障。21 世纪的今天，法律要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改革
创新，必须要有创新型人才，包括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 。
所谓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 ，就是指具有宽厚的法律知识基础、丰富的文化底蕴、超强的问
题意识、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强烈的创新性和创新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 。 这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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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同时兼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能够在自己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中独立思考并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对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是中国法律人才中的精英。具
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群的脱颖而出 ，将成为我国法治完善的重要推动力和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
标志。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
［3］

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念不足，导致中国创新型人才匮乏。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 中国教育界创新意识和理

2011 年 4 月 24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给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和全国
青年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其中之一就是要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勤于学习、善于
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切实掌握建设国家、服务人民的过硬
［4］
本领 。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作为我国社会创新发展和依法
治国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和认识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内涵和精神 ，并在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中真正体现这样的教育理念。建设一个法制环境良好的创新型国家 ，需要我们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
重要作用的高等学校法律院系加快培养具有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了切实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 。
就法律教学层面而言，如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已成为我国
高校法学院系教学改革的关键和核心 。我国高校法学院系教育必须依靠改革现有的教学思想、课程体
系，创新教学理念来实施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重要目标 。笔者认为： 案例教学法是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重要推手 ； 大力推广和实施案例教学法是新时期深化法律教学改革的
一项重大举措，是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战略抓手 。
案例教学法注重引导学生探究深藏于案例中的基本原则 。 案例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在教学过程
中，学生成为积极的求知者和自我的能力培养者 ，教师的角色从法律规则的传播者转变为苏格拉底式
（ Socratic method） 的探求真知的引导者［5］。 案例教学法的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
（ Christophe Columbus Langdell） 教授［6］，认为美国法院的很多判决都是错误的，卓越的法律人才要能够
［7］
对判决作出正确的辨析，并找到法律中的真知 。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激励学
［8］
生通过分析和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并且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案例教学法通过引导法律人才

独立思考、分析、判断和论证，从而培养法律人才的独立观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案例教学法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案例情景和法官与律师等不同角色的体
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以一个法官角色从公平的司法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案件 ，作出判决； 或
者要求学生以一个律师的角色，就该案的判决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不同视角，使参加案例教学法课程
［9］
的学生，感受到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职业要求和办案思路 。
我们深信，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是高校法律教学改革的一次重大机遇 ，也是法学院转变教育理念，改
革教学方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和创新型卓越法律人才的重要源泉 。我们知道，落后的教育制度会扼杀
［10］

创新观念

。相反，先进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创新性思维。 通过案例教学，激发具

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这样既培养了卓越法律人才的创新能力，又可以
增强卓越法律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案例教学法将为我国法学院新时期推进具有创新精神的卓
越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方法上的突破和重要推动力 。
二、实施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
案例教学法是英美普通法国家的主流教学模式 ，并且备受推崇，体现普通法程序至上的司法理念。
英美普通法国家的案例教学法旨在通过对诉讼中可能出现的疑难问题研讨 ，培养学生的诉讼技巧，使其
形成职业的思维本能和掌握运用普通法的能力 。与此相适应，普通法国家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针
［11］
对通晓法律实务、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 。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能够将课本上的法律灵活运用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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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生活之中的卓越法律人才 。目前，我国教育界和法律界正在大力推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案例
教学就是实践教学的模式之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呼唤案例教学的开展与完善 。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教授曾指出 ： 现代的大学有它的特殊使命，其中
［12］
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造就人才。大学生毕业后大多到社会上服务 ，充当各方面的领袖 。 开展案例教
学，是法律专业凸现自身特色的内在要求 ，实现现代大学特殊使命的重要手段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规
定，法律专业的培养要求是： 本专业学生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务与解决
［13］

。法律有“书本上的法律（ law in books） ”和“行为中的法律（ law in action） ”之分［14］。
法律专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的应用性 ，法律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仅是一个掌握书本上法律知识

问题的基本能力

的人才，也是一个能够在社会实践中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 。倡导案例教学法，可以提升法律人
才的法律运用能力。随着中国法律职业教育建设步伐的明显加快 ，应用型、实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也日
益强化。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深化的需要 ，由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启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
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 ，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 。从哲学意义上看，目的与手段
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达到目的必须凭借手段，而使用手段又是为了追求某个目的 。案例教学法就
是实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 。实施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卓越法律
人才； 推广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造就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卓越法律人才 。
三、实施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掌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卓越法律人才
案例教学法在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 ，十分注重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培养。 对英美的世界一流法
学院而言，案例教学法已经经过了历史的验证 ，是一种培养法律人才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
初创期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教授在 1870 年首先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其讲授的合同法课
［15］
程之中 。在朗代尔首次应用之后的 50 年间，案例教学法一直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所沿用 ，旨在培养法
［16］

学院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 1920 年开始大量增设法学院
［17］
案例教学法逐渐为美国约 40% 的法学院所采用 ，成为美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方法 。

，

迈克尔·贝勒斯（ Michael Bayles） 在论述法律的规范分析一书中，开篇就指出： 法律可根据不同的
目的按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最普通的目的是描述和预测。执业律师研究法律是为了得知法律规则和
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表达着法律，并使他们能够预测法院将作出什么决定和说服法院去作出这样的决
［18］
定。另一个目的是解释法律，特别是把法律解释为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现象 。 迈克尔 · 贝勒斯的上
述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法学院培养的卓越法律人才，应该学会并能够使用多元的法律思维方法，应对
不同目的和工作类别。
案例教学法延续了普通法通过判例寻找法律规则的传统 。案例教学法通过学生自己分析判例中隐
含的规则，从而将繁杂的判例梳理成条理清晰的法律规则 ，能够在引导学生研读、分析和讨论判例的过
程中，逐步了解普通法规则和原理，加深对其法律制度和实践的认识 。这是因为一堂优质的课堂讨论和
案例分析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重要问题上 ，刺激他们理解关键的论点，帮助他们获得精
［19］
神振奋，给他们一个加深理解的机会” 。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但学习了普通法知识和法律历史，
掌握了法律的精神，了解了案件的裁决过程，还能够使他们通过对法院判例的探索，进而发现新的法律

原则。
朗代尔提出： 作为科学的法律是由原则和原理构成的 。每一个原理都是通过逐步的演化才达到现
在的地步，这是一个漫长的、通过众多的案例取得的发展道路 。有效地掌握这些原理的最快和最好的途
［20］
径就是学习那些包含着这些原理的案例 。 由此可见，创立案例教学法的初衷是通过归纳的方法，从
法律社会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将一些规律性的内容，通过提炼与升华，上升到法学理论层面，并逐步形

成科学和系统的法学原则和法学原理 。因此，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法律人才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归纳
能力，帮助他们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方法 。
案例教学法致力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律分析 、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案例教学法通过辩论、互动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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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帮助法律人才掌握法律原则和规则 ，总结法院判例，培养法律人才针对不同案件运用法律的基本理
论知识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的法律运用能力。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掌
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卓越法律人才 。
四、结语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教授对教育的重要性曾作出高度评价： “教育是国之重器，教育事业建设关
［21］
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徐飞教授在《通识教育再认识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在
［22］
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大学教育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 我国法律教育的目
标是不仅培养有较高法学理论素养的毕业生 ，而且要培养具有从事司法实务技能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卓

越法律人才。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许多案件大都不能与法条的规定完全相符 ，仅依理论知识是不能应
对复杂多样的现实的。为克服我国传统法律教学方法的不足之处 ，必须把案例教学法引入到法律教学
之中。
案例教学法着眼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包括
法律推理能力、归纳概括能力和论辩能力。法律的适用，是一个从法律规定之一般到具体案件之个别的
演绎过程。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疑难案件的处理，需要司法者掌握全面、扎实的法律知识及丰富的实务
经验。经验是逐步积累的，虽可吸收、学习先前好的经验、知识，但要想变为自己的能力，就必须通过自
己的实践活动，至少是通过自己对具体案例的分析 、判断过程才能得到。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新的法律
［23］
之发展中指出： 法律规则的发展可以来自有意识的创设，新规范通过明确的创设而产生 。 而具有创
新精神的卓越法律人才，可以在吸收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原理的基础上 ，创新地运用法律，以适应社会
快速发展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并推动法律规范的创新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法律人才培养战略的高度 ，来认识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充分发挥案例教
学法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拓展案例教学法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修正 、弥补和深化的功
［24］

。我们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以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为目标，通过实施案例教学法，拓宽法律人才的
，
视野 增强法律人才思考问题的能力，激发法律人才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国家培
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掌握多元法律思维方法的卓越法律人才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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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Function of Case Method in Training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Xu Donggen
（ 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e program of training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aims at rai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legal talents．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method allows not only to train legal talents with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but also to improve their multiple ways of legal thinking． Case method performed
in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produce more legal talents of high quality．
Key words： case metho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leg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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