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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health law has mature teaching methods. 
Case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health law have been commonly used. However, mos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s remains at the stage of "illustrate", "case teaching", 

which may not reflect the true essence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Judicial case teaching method 

emphasizes on the reduction of real cases in trial processe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skill training of 

health law.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ealth law,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case teaching metho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proposed here unifies the real 

cases in our country and judicial case teaching method to achieve a bette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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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卫生法作为医学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已趋向成熟，案例教学法在卫生法

教学中已被普遍适用，但实施中案例教学多停留于“举例说明”、“事例教学”等形式，并未

真正体现出判例法国家判例教学的精髓。判例教学法强调对真实案件审理过程的还原，注重

对学生的卫生法律技能培养。文章主要从判例教学法的视角探讨卫生法的教学改革，结合我

国实际重点探讨判例教学法在卫生法教学中的具体实施方案，以追求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判例；卫生法；判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1. 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卫生法领域的各项立法得以不断充实、完善，卫

生法这门学科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已成为医学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也逐渐成熟。结合医学相关专业的特点，卫生法的教学尤其注重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医

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但在卫生法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方法却多流于形式，对于诸

多案例学生多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分析能力并未如预期般得到普遍提升。当然师资情况、

教学方法等都会影响最终的教学效果，本文则主要以判例教学法的视角来探讨卫生法的教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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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例教学法的内涵  

2.1. 判例教学法的由来 

判例教学法源起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美国式法学判例教学法常常被具有浓郁大陆法传统

的中国法律人作为矫正讲授式教学模式和立法与理论本本主义的重要手段[1]。判例教学法最

早是在 1860-1870年代纽约大学波默罗伊教授(Pomeroy)讲授“衡平理论”时用过[2],并从哈

佛大学兰德尔(Langdell)教授开始制度化 [3]。判例教学法强调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通过

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从而打破纯理论性讲授的教条主义授课模式，让

书本理论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判例教学形式主要

是以司法判例即真实案件的判决为中心，结合苏格拉底问答式教学方法进行。例如，美国法

学院的教科书被称为“判例汇编”，其内容包括围绕判例的注释、问题文章、参考文献等，教

学与考试也主要是针对判例所进行的讨论、辩论、分析、评价[4]。 

2.2. 判例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的区分  

案例教学法一般被界定为通过对一个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

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从本质上看，案例教学即由判例教学转化而来。在法学教育中一直强调

对学生的法律实务教育，案例教学法即满足了这一教学要求。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案例

教学法”是在一个泛指的意义上使用的，没有区分“举例教学”和“案件教学”、“事例教学”

和“判例教学”等相关的案例教学形式和范畴[5]。在卫生法实际的教学中，为了方便授课需

要，加强案例和相关知识点的联结程度，教师一般会挑选、整理、甚至重新编写案例。案例

的编写是对真实案例进行细节上的改编或整体上的重新设计，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加工，重新

呈现的案例知识点可能更为集中，也可能综合性更强[6]。即案例教学强调和案例与教学内容

的相关性。而判例教学法则强调对真实案件审理过程的还原，通过研究判例模拟当事人、律

师、法官等角色运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甚至还期待通过判例培养学生在证

据审核、信息获取、沟通协调、谈判辩论乃至制定规则等方面的技能。可见，判例教学法更

注重对学生全方位的法律技能培养。 

2.3. 判例教学法的优势 

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大多停留在“举例”的层面，讲授思路通常体现为“案件介绍——提问—

—答案”模式。困境就在于没有紧贴司法现实，更多的是重视法律文本和学者的抽象阐述，

注重法律的教义分析，而不太注重个案及司法判决，缺乏对具体案件的法律问题的严格分析

训练[7]。判例教学法则直接将判例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判例中不但有判决结果，还有原被告

的意见、法官的推理及法律理由，这可以使学生更清楚地意识到源于卫生实践中法律的力量，

并尽量发掘判例及其背后的故事，建立对司法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的正确认识。这种教学方

式能够缩短法律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差距，让学生熟悉最新的法条内容和司法运作方式，在教

学效果方面更能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判例的形象性、生动性、写实性

也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理解卫生法的精髓，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卫生法律规范的理解能力。 

3. 判例教学法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3.1. 注意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引导  

卫生法是一门医学、卫生学和法学融合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复杂性远远高于单一学

科的研究，如何将不同学科的资源有效组织起来，为了共同目标协同工作是开展交叉学科研

究的关键问题[8]。因此这种边缘学科在开展研究时对教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高，例如关于医

疗纠纷的判例通常会涉及临床专业技能、医疗专业鉴定、举证负担、过错认定、法理分析、

侵权责任理论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给予适当的引导，从不同角度指引学生思

考，既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重点突出相关理论，并能让学生在自身的专业基础上

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另外，在判例中存在多方主体，这也要求教师要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引导

学生对案件进行多元化的思维，从当事人、律师、法官或关系人、公众的不同视角来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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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独立思考、全面分析的能力。 

3.2. 注意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  

判例法教学旨在打破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从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为

主教学模式。在传统卫生法学教学中，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对教师要心存敬畏，这种

权力结构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和沟通[9]。因此在运用判例教学法时，教师首先须

和学生平等地交流、沟通，从学生的认知出发，营造一个平等、和谐的课堂环境；进而让学

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判例教学过程中来，对案例进行独立的思考、讨论和分析，教师只是

从旁加以引导和必要的调控、指正。当然，要想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判例教学过程，必须辅

之以必要的课前准备和课下自主学习，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水平、能力在教学中进行适

当的安排。 

3.3. 注意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司法判例  

判例法教学所使用的都是真实的司法判例，基本都由法院经过审理做出了终审判决，司法过

程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做一个司法判决不同于做一道数学题。“纸面上”

的法律条文规定要转化为具体的司法判决，无疑是一个既具有高度技术性又具有实践智慧性

的过程[10]。在卫生法的判例教学中，很多案例无疑都和医疗纠纷有关，医方是否有过错、

责任大小等关键争议问题需要通过鉴定、举证等多项程序来加以认定，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尽

善尽美。判例教学注重对学生思维的拓展和训练，教师应当允许学生对判例有不同的观点，

对判例开展批判性思考和探讨，但也应当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看待这些判例，尊重法律的

权威性。 

3.4. 判例教学法并不排斥案例教学法  

教学方法存在多样性，不同的教学方法互补互助才能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多元化的教学模

式能为培养学生的法律人格提供真实的实践场所[11]。案例教学法在卫生法教学中长期使用

且在不断地改革，可见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价值。判例教学法的使用意在充实、完善

卫生法的教学方法，弥补其他教学方法的短板，并不排斥其他教学方法的使用。相反，判例

教学和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教学、PBL 等其他教学方法应当有效结合起来，教师应当根据教

学内容适当调整教学方法，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 判例教学法在卫生法教学中的具体方案设计  

4.1. 判例素材的选择  

我国虽然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明确肯定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出的“指

导性案例”是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且这些案例通常具备一定的典型示范作用，其中卫生

法领域的相关案例无疑是比较可靠、权威的判例资源。同时，随着司法公开的改革，现在所

有的公开审理案件判决结果都要求对外公开，在各级法院的官网上都可以查阅到判决书，这

就成为卫生法教学中最为丰富的判例来源。此外，判例教学也可以选择一些尚未定论的诉讼

案件，只要其具备教学价值就可以引入教学，这些案件无疑能够激发出学生更广的思考空间。 

4.2. 教学组织与安排 

如前所述，判例教学法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意味着必须尽量缩减课堂上教师理论

讲授的时间。而学生要想在课堂上充分地讨论，并适当扩展、深化，就必须在课前对判例有

一定的了解和准备，因此，卫生法的判例教学具体实施应包含两个环节，即课前准备和课堂

教学。 

4.2.1 课前准备阶段 

判例教学一般选择的都是已经经过法院审理产生判决的案件，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这就要

求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之前将相关的判例资料交给学生，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来决定提前 1 周

或 2 周，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对判例进行了解和思考；同时，教师也可以配合判例提前设计

和教学内容相关的思考题，让学生现行思考，以方便在课堂上能够展开有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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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课堂教学阶段 

卫生法授课多针对临床、护理等医学相关专业，且大班授课，班级人数偏多，因此教师可提

前对学生编组，分期进行判例的准备。课堂上，由负责该期判例的小组通过 PPT 展示或角色

扮演等方式，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设计，再由其他同学提问或表达不同观点，进行参与

式讨论。期间教师应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讨论结束后教师应作陈述性发言，梳理该课的基

本知识点，并给予必要的讲解。 

4.3. 判例教学应纳入学生考评机制 

目前高校对学生在考评方面多在尝试建立多层次的考核与评价体系，构建反应层、参与层、

结果层等多层次评价结构，通过多维考核，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2]。判例教学使得学生付出

更多的时间查阅资料并思考，这种努力应当纳入学生的考评机制。具体操作上，可结合学生

的表现给出小组成绩、个人成绩等课堂成绩，再结合各校、各专业的具体情况安排平时成绩、

课堂成绩、期末成绩在最后总成绩中的比例。 

5. 结语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判例教学法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目前也主要盛行于判例

法国家。我国在卫生法教学中已经转变了教学理念，进行了一定的教学改革，但是，当下的

卫生法教学却恰恰缺少一个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进行训练的中间环节。判例法教

学虽不能说能完全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但至少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下卫生法教学的不足，

提高教学效率，达成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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