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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_E6_B3_95_c36_480092.htm 司法考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职业资格就意味着从事法律工作的必迈门槛，学习专业知识

并不能直接入行从事法律工作，这条经营之路的终点早已提

前被设定好，你需要的只是如何分析、投资、规划，做到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 司考背景透析 苦战司考人憔悴，其间酸

甜谁人知。世人无知哂相向，无奈横眉冷对之。履试履败又

如何，执著追求为中华。只叹年岁不我待，回首一切成蹉跎

。 网友小诗 2000年，应该是所有法律专业的新生们感到最为

兴奋的一年。在这一年，当律师资格考试最后一场的交卷铃

声响起的时候，持续了15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寿终正寝，

完成了她最后的历史使命。 此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

司法职业准入制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项制度的施行

，使得法律专业和对法律有浓厚兴趣的非法律专业站在了同

一个起点上。 以前你说别人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能进

法院、检察院、律所，现在不同了，想当法官、检察官、律

师？好，请先参加司法考试。 三年一晃过去了，入学时的激

情已经随着日子慢慢褪去。大三的你该开始想严肃的前途问

题了，实习如何安排？毕业论文选什么题目？考研么？工作

么？但无论你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司考都是一道你终将不能

回避的门槛。除非放弃专业、放弃爱好。 必须明确的概念：

“一试圆四梦” 法学上有一个概念“渊源”，它有两种分类

：实质的渊源和形式上的渊源。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不恰当但

很形象的比喻，律师资格考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统一司



法考试的“渊源”，这种渊源性体现为试题体系和风格的沿

袭，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要参加司考的人最为关注的话题。 

因此说司考，不得不说律考。 1986年9月27日、28日，我国首

次举办了律师资格考试，当年共2.9万人报名，1134人成绩合

格。截至到最后一届，共有150万人参加了这项公开的、国家

级职业资格考试。考试时间从原来的两年一考到后来的一年

一考，定在每年的十月。参加的人员包括大专以上学历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加过我国法律培训的港、澳、台人士

及外国公民。那时候的律考是可以允许在校的大学生报名参

加考试的。 所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人，经过一年的实习可

以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一名纯粹的法律应用者。与此相反的

是，进入国家审判机关的人，如法院、检察院，则不需要如

此严格的准入条件，他们通过系统内部的法官、检察官考试

，或者按照工龄的长短而成为一名法律裁判者。如此以来，

造成了同为法律工作者的法官、律师、检察官在选拔过程中

的不平衡与脱节，相同职业的三个分支各走各门。 在这样的

情况下，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检察官法》两法的修正案。修正案在附则里作出规定：“

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

试制度”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也作出规定：

“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三部法律

的修改及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我

国正式确立。 于是，大学毕业生今后要想成为律师、法官、

检察官、公证员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可谓“一试圆



四梦”。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了从事法律工作的最主要、最

重要的途径。首届统一司法考试在2001年3月30、31举行，并

作为一项长期的司法制度保留下来。 必须了解的数据：谁在

和你竞争？ 2002年首届司考的合格分数线为240分，放宽地区

为235分四张卷子分摊到的平均分数为60分，那么是不是意味

着司考也是“60分万岁”？ 司考的分数线每年都没有一个固

定的数字，年度的通过数额及分数线的确定，涉及到用人部

门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涉及到法、检、司三机关，因此

，司法行政部门在《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中规定，每年确定

数额时，先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沟通协商，以

大于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需求量为准确定出录取数额

，划定合格分数线。那么如此以来，其实分数线的确定是由

所有的考生共同来决定的。大家都考的高，分数线自然就会

高。 但以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参加司考人员的水平参差不

齐，分数线应该会被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再加上理论

测试的分量加大，对与在校的学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优势（

你们就偷着乐吧）。但是兵家常言：战术上藐视，战略上重

视。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硕士考不过

本科，本科考不过专科，专科考不过业余”，尽管是一个笑

话，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道理：对任何人都不能小视。从思

想上重视你的对手。 编者搜集了司法部对2002和2003年司法

考试人员、学历构成的统计数据，或许对了解对手有一定的

帮助： 2003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参加人数：19.7万。平均

年龄28岁 ☆人员构成：大学应届毕业生、在读硕士、在读博

士、检察院工作人员、法院工作人员、现役军人、社会人士

、持外国学历的本科以上人士、法律大专、自考法律本科 ☆



专业构成比例：法律专业74% 非法律专业26% ☆学历构成比

例：本科以上学历88% 法律专科12% ☆职业构成比例：法律

工作者34%、 应届毕业生10%以上、 在校研究生6%以上 其他

社会人员50% 2002首届司法考试 ★参加人数：36万 ★人员构

成：应届本科、在读硕博、在职人员、社会人员 ★专业构成

比例：法律本科、专科80%以上 ★学历构成比例：专科55

．25％ 本科44.75% ★职业构成比例：法律工作者1/3 从上两

年的资料中不难看出，两次司法考试，虽然报名人数总体呈

下降趋势，但报考人员的素质却呈上升趋势。由于2002年首

届司法考试是最后一次允许专科学历报名参加，因此使得专

科学历的人数占到了55.25%。当年通过考试的人数为2.4万人

，比率不到7%，竞争的激烈程度甚至可以和20多年前的高考

相媲美。估计今后的录取比列也不会出其左右，因此，摆在

大家面前的可以说是竞争激烈，通过率极低的一道高门槛。 

必须投入的成本：你需要花多少钱？ 如今任何的考试都需要

一定的物质作为基础，考研、托福、GRE，我想司考也不例

外。这笔支出对于大部分在校的大学生来讲，并不是一笔小

数目。 以2003年为例，笔者询问了一位刚参加完司法考试的

朋友，他给我列出了复习到参加司法考试需要的基本的开销

，供大家参考： 官方指定用书：法律出版社的《司法考试大

纲》7元；《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40元；《司法考试法律法

规汇编》78元，共325元。 这四本教材每年都有一套新的版本

，新版本比旧版本的价格要高，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司考

的费用一年比一年高，要想以最低的成本通过考试，最好的

方法就是一次通过。 辅导用书：从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和这

两届司法考试来看，考查知识点的频繁出现使得历年真题及



答疑成为不可或缺的复习资料，一般的价格都在50元上下；

一套各章节的配套单元测试题，价格100元左右；一本主观案

例分析题，价格50元左右；一本考前模拟综合题，价格30元

左右。 这几种复习资料都是按照最少的种类来列举的，并且

每种以一本为限。据我所知大部分考生的复习资料往往是一

个种类至少两本，由此统计配套的辅导资料花销在230元； 报

名费：报名参加司考的费用，司法部在每年发布考试通知的

时候会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制

定相应的浮动。以北京为例，报名费人均220元。 培训班：司

考培训班名目众多，大都费用不菲，动辄在千元以上，但仍

有不少考生趋之若鹜，如果你要参加这类的考前辅导，这部

分的费用也要计算进去。 总而言之，参加一次司法考试，在

不参加辅导班的情况下自己复习，最基本的投入为800元左右

，参加辅导班费用更高。此外，在成本的计算中，个人还根

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好时间成本的规划。 必须了解的职场行情

：你的路 近几年，公务员考试的异常火爆说明大部分的应届

毕业生还是比较向往寻求一份收入稳定、生活有保障的工作

。因此，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就成了法律专业的学生最渴

望从事的职业。 法官、检察官属于国家审判、监督机关的工

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这种地位和福

利保障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加

以确定：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

监察工作特点由国家制定，与公务员相同实行定期增资制。

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有特

殊贡献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前晋升工资；此外，法官和检察

官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检察津贴、地区津贴、其他



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因此，大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都

视法官、检察官为法律专业的“金饭碗”。 大学毕业后想当

法官，第一步必须进入法院、检察院。法律专业不通过司法

考试也不能当然地成为法官，不享有审判人员的职业待遇和

审判津贴。通常的情况是先在行政部门做一些实习和锻炼，

如收取诉讼费、编写政策法规、具体的人事工作、最好的可

能就是书记员。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先做律师有没有可能成

为法官？如一个代理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在若干年后被法院

吸收成为法官？这种现象在有些国家已经存在，但我国并没

有如此的制度规定和先例，我们国家的法官都是从法院内部

通过司考的工作人员中择优录取。 律师应该能称得上法律行

业的SOHO族，不用朝九晚五，不用打卡上班。这种职业具

有较高的风险性和竞争性，经济学上说“高风险，高利润”

，尽管目前并没有关于律师平均收入的统计，但在国家税务

机关公布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人群中，律师收入的情况可见一

斑，较高的风险和较强的专业性服务使得律师已经成为我国

目前的高收入人群，这也是许多人进入这一行的原因。 大学

毕业后想当律师，可以在领到毕业证书后报名参加司考，成

绩合格就可以申请领取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资格证书》和当

地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实习证》，自己联系律师事务所进

行实习，满一年后由律师事务所开具证明，再向当地司法行

政部门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资格证书》，从而成为一名真正

的律师。 那么，成为法官后能不能再成为律师呢？我国《法

官法》、《检察官法》中都有规定，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登

陆中律网司法考试频道了解相关规定。 掀起司考的“盖头” 

司考≠期末考 经常听到刚毕业的一些法律专业本科的学生抱



怨司考的怪圈，所谓的“研究生考不过本科，本科考不过专

科，专科考不过非专业”，这句话并不表明法律专业真的比

非法律专业的差,但从侧面反映了一种现象,一种法学教育制度

与司法考试脱节的现象。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是注

重理论，忽视应用。试问有几个学校的法律课以案例方式教

学？有几所大学不是把法理课安排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学习

？法学课的学习几乎大部分都是概念、性质、分类等等，每

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学期论文全部都是法学理论的考察，我

们拿着课本，背背名词解释，背背概念异同可能就会拿到一

个不错的分数。如此养成的理论性思维在参加司法考试的时

候往往看到一道题就会联想起许多的法律概念，而司考中大

部分的题目是针对具体的法条进行设计的，因此想得越多越

胡涂，错误就越多。 司考≠律考 把考试摸透了，知道题型、

考法、范围的人，大都只捧着法条翻来覆去的看，拿着厚厚

的练习题翻来覆去的做，这是通过律考的师兄、师姐的过关

心得，他们也算是找对了复习的方法。专业的学生考不过非

专业的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非专业的学生不去多想

概念、理论，和法条一样就选，不一样就不选。但从今年的

趋势来看，最后一道30分的论述题对这样的备考也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司法考试的难度大于律师资格考试。 司考=法律

应用＋理论素养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考试

的考试内容为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

务和法律执业道德。是应用和理论的结合。司法考试刚刚走

过两年，尽管从总的考题中还是偏重对应用的考察，但是将

来的趋势一定会是应用和理论各占半壁江山。具体的看03年

司法考试，最后一道行政法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述太能吸引



人的眼球，仅此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占到了30分之多！

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以往的考试中，即使是案例题

，每一个知识点的最大分值也没有超过3分。 2003司法考试的

四大变化 一大变化：报名方式的改革 2003年司法部把报名者

的条件提高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部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

地区仍放宽为法律专业专科。这项规定直接导致了考试人数

的下降，从36万多人到今年的19.7万，人数减少差不多将近一

半，参加者的学历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在北京地区采

取网上报名审查，节省了排队等候的时间，估计这种方式以

后将会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推广。 二大变化：对法律文书的考

查方法 以往的法律文书都是最后一题，题目中交代案情相关

情况，要求考生自己写一份起诉状、判决书等等。而今年的

司法文书考查方法为改错题，内容不仅仅涉及了格式，而且

文书的内容部分也有要求，将文书写作和法律实体内容结合

在一起无疑增加了文书考查的难度。 三大变化：论述的出现 

这道30分的论述题可谓一大亮点，引起了众多的争议，不仅

在考生中，在整个法律界都是沸沸扬扬，这道题可以说是实

效性、应用性和理论性的最大结合，综合考察应试者的全面

法律素质，包括基本的法律知识，严密的法律思维，甚至基

本的文字功底、对世俗社会的关注等等。显然，那些法律素

质低下者依靠短时间内突击的方法想通过司法考试是很困难

的。法律不是高高再上，司法考试更不是上冲刺班，狂背法

条就能够搞定的“速成考试”。 四大变化：阅卷的方式 03年

司法考试首次实行统一阅卷、双线评卷。对主观试题部分，

每份答卷均由两位老师分别独立评分，取其平均值。如果两

位老师评分差距超过5分，交由专家组重新评定。 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法律人的“板砖” 这样的一本证书，是全中国成

千上万的年轻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可以说“敲门砖”，可以

说“钥匙”，为什么称他为“板砖”？是不是有些暴力？我

想参加过律考和司法考试的人可能都明白，大家谁不是头悬

梁，锥刺股般费劲的砸开那扇金色的大门呢。 如果你参加完

考试后想知道成绩，不能像高考那样，被动的在家等待录取

通知书。法律上讲究“时效”，除了自己通过网站、声讯电

话查询分数以外，证书的领取也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自己申请

，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查分网站和声讯电话每年

都会在查分前提前公布，或者干脆就在你的准考证上。 什么

是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她的定义为何？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是

指持有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有申请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

凭证。由司法部统一制作、颁发。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

厅（局）负责本省（区、市）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材料的

复审、报批和证书的发放。地（市）司法局负责本地区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申请材料的受理、初审、报送及证书的发放。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地（市）司法局可以委托县司

法局接收申请材料，转交地（市）司法局进行初审。 附： ①

申请《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时间： 自收到成绩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提出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提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②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部门： 考生所在地（市）司法局； ③

申请需要的材料： 填写《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领表》，提交

本年度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书、申请人身份、学历证 明原

件及复印件。 ④证书效力： 司法部统一编号，分正本和副本

，具有同等效力。证书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出借、出

租和 转让。 ⑤不予颁发证书的情况：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



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曾被吊销律

师执业证的； （三）应试人员有作弊等违纪行为，曾被处以

２年内或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处理的； 具有前述

情形，已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其已经取得的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无效； ⑥复议：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不

予受理申请、不予颁发证书或确认证书无效等处理决定有异

议 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申请复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