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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法学概论

AGeneral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课程代码 113302101341

课程属性 学科基础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必修课 实践学时 0

责任教师 张红杰 课外学时 0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课程性质：必修、选修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法学概论》是面向非法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学科基础课程。主要对法的一般

原理、社会主义与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宪法等内容进行概要讲述，使学生对法律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个整体框架

式的了解，同时对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现象和问题以及案例具备基本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is a basic course for non-law

majors.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give an overview

of Civil Law,Civil procedure law,Criminal Law,Criminal procedure

Law,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the Constitution and

Socialism and law.This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nd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srudents are trained to have the basic analysis and solution

ability to the common legal phenomena, problems and cases in life.

2.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宪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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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干法为主体框架和依据，以六大主干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重点法条和规定及其原

理为重点讲述内容，旨在通过课堂讲授、学生课后作业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法学的基

本特点，掌握法学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能够运用法律思维的方式方法对常见法律现

象、问题和案例进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分析，了解和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主要面向大学一年级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为学科基础课，无先修课程。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的新知和能力如下：

（1）透过法律条文领悟其背后的立法意图、适用背景甚至争议观点，从而对抽象的

法学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有生动而具体的认知和把握。

（2）运用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知识及相关法律条文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3）了解和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解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

三、学习要求

为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希望学生做到以下方面：

（1）按时上课,积极主动学习，养成独立思考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的习惯。

（2）完成教师布置的法条阅读和案例分析等作业。这些作业能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

解，促进同学自身的自我拓展学习和同学间的相互合作与学习，引发学生对具体问题和

理论的更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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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进度

序号 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践内容、

课外练习等

1 导论；法的一般

原理；社会主义

与法

2 1. 法学的特点；法律思维方式的特点

2.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规则及

对待规则的态度

3. 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

分组，选择论题.

2 民法 2 1. 民法概述：民法的概念、基本原则

等；

2.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读民法典，自行选择法条

精读和精讲

3 民法 2 1.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2..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

读民法典，自行选择法条

精读和精讲

4 民法 1.5 1.婚姻家庭 财产继承权

2.民事责任；3.诉讼时效；4.期日与

期间

读民法典，自行选择法条

精读和精讲

5 商法 0.5 1.公司法 2.破产法 3.保险法 读相关条文，自行选择法

条精读和精讲

6 民事诉讼法 2 1.民事诉讼法的概念、基本原则等

2.诉 管辖 诉讼参加人 证据

读民事诉讼法，自行选择

法条精读和精讲

7 民事诉讼法 2 3.期间、送达和诉讼费用

4.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读民事诉讼法，自行选择

法条精读和精讲



- 4 -

5.审理程序 执行程序

8 刑法 2 1.刑法的概念 基本原则 适用范围

等

2.犯罪构成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读刑法，自行选择法条精

读和精讲

9 刑法 2 1.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 共同

犯罪

2.刑罚的目的 体系 种类 刑罚的具

体运用

3.犯罪的种类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读刑法，自行选择法条精

读和精讲

10 刑事诉讼法 2 1.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基本原则等

2.管辖 3.回避

读刑事诉讼法，自行选择

法条精读和精讲

11 刑事诉讼法 2 1.证据 2.强制措施

3.附带民事诉讼 4.刑事诉讼阶段

特别程序

读刑事诉讼法，自行选择

法条精读和精讲

12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3 1.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

机关和公务员

2. 行政立法 执法 司法 监督行政

3. 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

4.行政诉讼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5、受案范围和管辖 行政诉讼参加人

证据

6、行政诉讼程序

读行政诉讼法及行政法

律条文，自行选择法条精

读和精讲

13 宪法 2 1.宪法的概念、基本原则 我国宪法的 读宪法条文，自行选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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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我国的国家性质 政权组织形式 国

家结构形式 经济制度

3.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条精读和精讲

14 宪法 1 1.我国的国家机构

2.我国的国旗 国歌 国徽和首都

读宪法条文，自行选择法

条精读和精讲

15 经济法 1 1.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

选择一个法人，从法律的

角度了解其相关信息。

16 国际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法

1 1. 国际法概述 国际法上的国家 个

人 组织 海洋法

2. 国际私法概述

3. 国际经济法概述

关注和分析一个相关领

域的案例

17 其他 4 根据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后作业情况灵

活安排和穿插作业总结、课堂讨论与

测试等。

模拟法庭；

测试；

作业展示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法学概论（第 13版），吴祖谋 李双元 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9 年 8月版。

主要参考书：

[1] 法学通识九讲，吕忠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6 -

[2] 法律之门，（美）博西格诺著，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

[3]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美) 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

[4]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5]理论法学的迷雾: 以轰动案例为素材，桑本谦，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

[6]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徐爱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7]法律人的城邦，强世功，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8]将法律进行到底:经典法治故事趣谈，吴忠，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

[9]寻找法律的印迹,余定宇，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10]生活中的法理，黄文艺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论文（不排除根据学生具体选课情况进行调整的可能）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20

2.平时测验成绩 30

3.期末考核成绩 5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等，均属造假

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

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F%BC%88%E7%BE%8E%EF%BC%89%E5%8D%9A%E8%A5%BF%E6%A0%BC%E8%AF%BA&search-alias=books
http://222.195.226.30/opac/openlink.php?title=%E6%B3%95%E7%90%8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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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