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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 相同的话题

➢ 不同的场景



“数字世界”

“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泰勒, M. C. 2018 ）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从第二代互联网走向元宇宙
的第三代互联网时代。

……

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文化、教育的变革，有时会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朱永新：数字化时代的新阅读—在2022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上的发言）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1.11印发）

《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工信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印发）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指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
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
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二、与课程相关的环境生态

1. 法学教育

2. 法律资格

3. 类案检索

4. 律师的职业能力



1. 法学教育

 2012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手启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

 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转发《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17]19号) 

 2018年，两部门联合印发《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
德法兼修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2021年2月，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教研
司〔2021〕1号）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学位办[2017]19号)



《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
培养项目的通知》（教研司〔2021〕1号）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指导性培
养方案”：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强化模块课
强化模块课包括：

（1）专业课程模块；
（2）职业能力模块：国际法律信息检索等；
（3）素质提升课程（讲座）
实践教学与训练：涉外法律检索（2学分）



2.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 2018年4月，司法部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实施办法》（2018年4月28日司法部令第
140号公布），这是我国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第
一部规章，对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进行
规范。推动法律职业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2019修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2019修订)



3. 法院类案检索机制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
施意见（试行）法发[2017]20号》，新创设了类案与关联
案件检索机制。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法发〔2018〕23号）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人民法院
审判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法办〔2019〕5号）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
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2020〕24号）





4. 律师的法律检索



三、对课程的思考

1.体系化

2.课程设置

3.教与学



教育形式:

✓ 新生培训

✓ 数据库培训

✓ 专题讲座

✓ 课程：规范性形态（系统性）



----以清华为例

 培训讲座
✓ 图书馆资源与利用讲座

✓ 法律数据库系列培训

 课程教学
➢ 2003-2007年，研究生选修课《法律文献学》

➢ 2008-2012年，研究生选修课《法律文献检索与利用》

➢ 2013年--，本科生（国际班）选修课《法律文献检索》

➢ 2018年--，法律硕士必修课《法律文献检索与利用》

➢ 2019年起，本科生、法律硕士



1. 体系化

✓ 教学目的

✓ 教学要求

✓ 课程内容

✓ 教材与参考书

✓ 考核方式





 “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
是一门让学习者终身受益的关于方法与技能的课程，无论你处

于哪个年龄段，无论你拥有何种专业背景。 课程开篇会有人与你聊

聊他对信息素养的认识，聊过之后你可以顺便测一测自己的信息素
养水平，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信息素养水平的信息检索与利用
的能力。

内容包括：

① 文献信息检索的基础知识；

② 信息检索的误区和常见问题；

③ 从检索案例出发，探讨信息源的利用、检索方法与技巧；

④ 利用参考工具检索各类数据与事实；

⑤ 享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信息资源；

⑥ 认识学术交流模式，学习学术规范；

⑦ 做好知识与文献管理，利用现代技术与工具提高工作效率。



2. 检索课设置形式
Legal Research+

 法律检索—独立课程

 法律诊所（legal clinic）

 法律写作（legal writing）

 法律文书（legal instrument）

 模拟法庭训练（moot court）

 专业课上的专题讲座（专业教师）



3.教与学

教学效果是核心



 学生中心

 需求导向

✓ 注重资源+注重需求

✓ 师生关注的内容是否一致

✓ 致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是法律检索？

 法律检索如何展开？

 检索策略

 检索评价

 ……

是一个过程



技术为检索带来便捷和效率，我们能
做什么？如何上好法律检索课？

 复杂性

 挑战性

 多样性



 专业与服务平台的功能

 数据库商的培训资源

 资源数量

 资源形式

 ……



信息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 2022.3









1. 北大法宝（含英文版）

2. 北大法意

3. 威科先行法律核心库+人力资源库

4. 律商网核心库+实务专题

5. 月旦知识库

6. Westlaw

7. Lexis 

8.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子库

9. Kluwer Arbitration

10.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 

11.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

12. Aspen法学电子书

13. Max Planck国际公法在线百科全书

14. The Hague Academy Collected Courses Online

15. WorldTradeLaw

16. World Trade Online & China Trade Extra

17. Beck-online（德文）

18. Staudinger Kommentar（@Juris德文）



➢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研讨式？

探究式？

➢ 教学内容—教材、课件、延伸阅

读、参考资料

➢ 作业练习—检索体验



案例数据库

1. 北大法宝

2. 威科先行

3. 律商网

4. 北大法意

5. 中国裁判文书网

6. 法信

7. 聚法案例

8. 无讼案例

9. 把手案例

10. OpenLaw



例1：“智能时代”还需要工具书么？ | 何帆
https://mp.weixin.qq.com/s/FhN-AFp5ArqIrDl9tSfUwQ 





例2：葛云松：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
《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2期



例3：利用年鉴查找司法数据

利用年鉴查找司法数据统计：

2010-2015刑事案件的立案数；未起
诉/起诉率；未审批/审批率

参考文献：

熊谋林.惩罚确定性与犯罪控制——基于
1986—2019年司法统计数据的研究[J].清华
法学,2021,15(05):128-145.





帮助学生思考和归纳
--法律检索讲了什么？

检索能力、学习能力、思考能力

•今天我们检索能力越来越强，思考阅读的
能力越来越弱（陈平原）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许倬云）



（1）检索在任何时候都是工具，一切
从目的出发；但同时检索可以缩短抵达
目的地的时间，因此，对于检索的学习
与掌握，应该是能够熟练使用从而便利
自己的研究。

（2）越练越熟，有些检索工具、数据
库可能有较高的门槛，往往需要我们耐
下心来学习并练习；但前提是我们切实
地需要使用这一工具。

（尤梦楠 201801089）



 “法律检索是一门注重思路而非只关注方
法论的课程”

 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所形成的检索意识和思
路很重要。

检索是一种学习能力。



 不变的：教学目的、课程目标

 变化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

资源+方法+技术+工具+写作+…….





老师：

 为了解释法律，需要查询相关的判例、学
说，查阅立法过程的资料。

 法科学生需要了解相应的文献来源并有效
地加以搜集，需要有效率地阅读并归纳其
中的观点，并评估其与法律解释的相关性
及说服力。

 学生可以养成检索、阅读、归纳、评价法
律资料的能力。



学生：
“法律检索是一门活在运用中的课程”

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最感收获的是学习到了
关于国外文献的检索以及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
此外，由于本学期在律所实习，承担着大量检索
工作，故在本课程中学到的许多检索途径都被运
用在了日常工作中，感觉非常实用，切实感受到
了法律检索是一门活在运用中的课程，或许正如
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