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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90_E5_8F_B8_E8_c36_482910.htm 司法考试如何制定复

习计划？ 主持人：现在司法考试应该是6月报名，不知道现

在准备司法考试还来不来得及，就是准备司法考试有没有一

个比较要的时间段？ 刘卫：是的。 司法考试其实根据个人的

情况不同所需要用的准备时间也是有差异的，其中我想根据

我原来对全国前三十名司法考试的高分考生的采访，因为我

对他们做了一本书，采访以后我归纳出这么几个类型： 第一

，一般的法学本科，我们叫科班生，科班出身的一般百日为

常态，用一百天的时间这是常态，一般能取得比较好的分值

。 第二，对其他一些法学基础比较差的考生，我们讲笨鸟先

飞六月足，笨鸟先飞有六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也能取得一

个好成绩。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时间是全天的是吗？ 刘卫：

时间是这样的，其实我讲的这一百日和六个月的时间未必是

全脱产还是说全部的时间用来复习的，但是到后期肯定是全

部要停下来的。 其实这里边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统计数据，

一般所用的复习时间在500到600个小时，是基本上可以把这4

本书，就是3本教材、1本法学，再加上历年真题，司法考试

的这么一个量完成掉。在500到600小时的学习量基础上，当

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划分，第一种100天，第二种6个

月，还有一种在职的考生怎么办。在职的考试我也给他们做

了一个比喻，叫做“零售转批发”，把你零星的时间积累起

来，最后的时间来冲刺。平常可以用2个小时、3个小时，或

者说坐公共汽车、在电车上或者在地铁里都可以抓紧这些时



间，听一些录音、听一些讲座，自己看一些书，背一些概念

，都可以，这样积少成多，最后如果你一点一滴的时间积累

到500到600小时的时候，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一般时间

上根据我的经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如何选择司考辅导书？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市场上的

参考书特别多，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选，想请刘老师给

推荐几本。 刘卫：关于书目的问题我在《快乐司考》、《高

分考生解读司法考试方法》的时候专门用第四章解决这个问

题，其中有5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加以参考： 第一，指定用书

不可少。就是过去司法部指定的书，当然现在不叫指定用书

，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的命题、考纲基本上都是按照这套书

进行的，还有考条。 第二，其他书目要好。有一些是对理念

的考题做的一些解析，对真的解析这类书一般针对性比较强

，另外，做精解的时候点分析的比较透，对其中的考点写的

比较系统，这是真题解析这类书的好处。但是这类书不足在

什么地方呢？有一个毛病，是零散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就

像珍珠一样，是一颗一颗的，不能形成一个项链，没有这条

线把它串起来，就是学科体系来讲不完整，如果仅仅把历年

考题做安了，也许你能知道一个考点一个考点，但是知识的

系统性是存在差异的。 第三，最近这两年市面上也出了一些

专题讲座，这个很多考生也是很喜欢的。专题讲座就是我们

经常讲的串讲，把一个学科从头到尾给大家串一遍，把里面

的重要知识点串起来讲。这种讲座主要是解决考生减负的问

题，因为我们的教材阅读量太大，我们的考生如果没有考过

的话并不清楚主要的知识点是哪一些。 通常我们讲司法考试

是一门放弃的艺术，到底哪些可以放弃，考试来讲很多都很



漠然，没有认识。专题讲座这些老师一般对司法考试有一些

研究，抓一些学科里面的主要知识点，然后会做一些系统的

讲解，这种书实际上也是能够帮助考生用很短的时间把这些

学科的复习工作基本完成。 但是这种专题讲座的教材也有一

些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系统性的问题，并不能解决系统的

问题，可以看出来一般司法考试的辅导班是一到两天就讲一

科，比如民法讲三天，三天要把民法讲全了讲透了，恐怕这

是任何一个老师都做不到，只是提纲挈领式的给我们做一个

辅导，真正要解决问题恐怕还要对基本的教材基本的阅读，

要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打牢了基础的前提下，再来阅

读专题性的东西或者其他的书目，这才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抓重点，没有抓基础就住重点那是错误的

，而且也是不科学的。 如何选择司考培训班？ 主持人：现在

市面上有一些培训班，号称是保过的，以至于很多考生一听

到这个广告就跑去报名了，咱们考生应该怎么理性的面对这

些辅导班呢？ 刘卫：按照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希望大家去上一

个辅导班，但是到底上不上可能还需要考生根本自己的情况

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不一定上了辅导班你就能过，也不

能说你不上辅导班就不能过。 从现在我所接触到的这些高分

考生来讲，上过辅导班的大概占了一半，不上辅导班的大概

也占了一半，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上不上辅导班

并不重要，并不是必须，而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你如果基

础比较差、时间比较少，我相信你去上一个辅导班肯定是有

帮助的，如果你基础条件比较好，自学能力比较强，或者说

你身边就有比较好的老师、师兄、师姐，他们已经通过了，

他们可以给你做一些提示和指导，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上辅



导班。 另外，对辅导班怎么评价呢？辅导班当然也是有好有

坏了，有些辅导班可能办的质量好一些，有些辅导班可能就

质量差一些。但是我觉得好也罢、差也罢，关键是适合自己

，因为好的辅导班价格可能高一些，不好的辅导班可能价格

次一些。 至于保过班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一个理念跟大家一起

进行交流，其实对任何一个考生来讲，能不能过不完全取决

于辅导班、不完全取悦于老师，当然也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老师单方面说我保证你

过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或者考生说我自己就

要过，就要过这里面也有很多前提和条件，并不是说你想过

就一定能过。我想保过班里面也有很多什么问题呢？有一种

商业的运作在里面。如果说考生能够按照比较明白的老师制

定的一些学习计划，尤其是针对你个人量身定制的一些学习

计划，按照那个完成的话，我想这个通过的概率大一些。 作

为一些辅导班来讲我保过或者不保过，其实里边的通过率是

肯定有的，只要有相应的通过率，最起码我的辅导班是不会

亏本的。当然说我有这些通过了的考生所交的这些费用，也

足够支撑我这个辅导班的支出，就是说其他这些考生当然我

也有这种可能不要你的钱，因为你没通过嘛。如果是正规的

辅导班他打出这么一个概念，恐怕我想也不一定就是骗局，

确实有一个概率在里边。比如我一个班里面一百个人，我能

通过40％，有这40％就足够支撑我的成本，剩下的60％当然

可以不要你的钱，甚至还能挣你的。 更为主要的是考生要根

据自己的情况，记住一个颠覆不破的原理就是“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看教材和法条有什么技巧？ 主持人：刚才您

也介绍一些教材，据我所知这个教材每本都是相当厚的，按



照您说的最佳记忆法读六七遍的话，对于考试而言，尤其是

对于现在才着手准备的人而言，太不现实了，刘老师给我们

传授一下捷径吧？ 刘卫：说到捷径确实不敢当，其实司法考

试里面很多人都称自己为大师，我只是参与了理论研究、写

了几篇文章、讲了一些课，仅此而已。 对司法考试如果用一

句话概括的话，我也只是关注的多一些，谈不上太多的传授

。 如果要说到怎么样把这四本教材读薄了、读精了、读好了

，我想这个我还是可以谈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在书里我也谈

到这个问题，怎么样把教材读薄，其中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大

家可以去把握： 第一，对阅读的次数或者说阅读多少遍，自

己心里要有一个计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读6遍、都要读7遍

，那倒未必。我从一般的阅读量角度来说，一般我提倡考生

最好读到三遍，其实这三遍大家如果就这样一听可能也不会

心服口服，刘老师真是，怎么可能读三遍呢？其实我告诉你

们读三遍的概念是什么概念，第一遍叫做通读。 什么叫通读

呢？所谓通读我们知道，并不一定读得很细，用比较快的速

度浏览一遍，浏览一遍得好处是对这本书整体框架、整体结

构、知识点重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在头脑里面有一个轮廓

，第一遍下来一定要有一个轮廓。 第二遍我觉得叫做精读，

精读怎么读呢？精读可能是要根据历年的考点、根据考试大

纲、根据这个学科里面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把它精耕细作，

细细的读。第二遍比第一遍显然阅读量就少很多了，因为我

只读重点，在轮廓的情况下抓重点。 第三遍叫点读。点读怎

么读呢？我的体会是根据我们模拟考试的结果来点读，为什

么这么讲特？因为我们阅读到一定的时候以后要做一些题，

做题的时候我提倡模拟，越真越好，像真考一样进行做题。



阶段性的给自己这样进行测验，比如卷一我如果读完了，我

用卷一这个试卷来考我自己，也用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考完

了以后我看看我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把自己错误的这些点全

部用一个本子，把这个本子叫做“错误本”、“过错本”，

我自己有这么多错误，把所有的做错的题罗列在这个本子上

面，一道一道加以消灭。怎么消灭呢？如果说一个犯罪构成

，如果对犯罪构成这个知识点我掌握的还不牢，我考不来，

我就把教材打开，抓住犯罪构成这个章节去点读，再补课。

通过考试查漏补缺，通过第三遍教材来填补自己的漏缺，第

三遍点读基本上这样一种方法。 经过这三遍以后一般就有很

好的基础了，最后就是冲刺的问题，所以针对教材我认为可

以掌握这种三遍的方法。 另外在读教材和做题的过程中要结

合对重点法学的学习，更有利于让我们充分的理解和掌握教

材的内容，因为教材的内容很多都是由法条延伸出来的，甚

至有一些就是对法条的拳师，是法条背后的理论。 如何处理

教材和法条的关系？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教材为主，法条

为辅吗？ 刘卫：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这么看，在教材和法条当

中如果一定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法条为主、教

材为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司法考试是一个资格考试，

同时法学又是一个社会科学，所谓社会科学可能在理论上会

产生一种歧异，会有不同的流派，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

法，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对同一个概念、同一个理

论、同一个法学原理，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有不同的

说法我们考生就难过了，你怎么考呢、怎么答呢，为什么我

们的司法考试还要开一个提疑义的程序，对我们官方公安的

答案进行质疑，质疑以后官方再组织专家对这些疑义进行讨



论，最后做出公正正确的答案，什么道理呢？就是司法考试

本身法学的特点决定的。 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只有一条

，从法条出发，法条A就是A、B就是B，便于达到考试的公平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司法考试更多的考的是法条，近两年有

一些变化，卷试侧重于法理，但是法理和法条是不好直接分

开的，这两个东西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如

果仅仅知道法条，不懂得法条的原理是不行的，第二我们也

可以看到在教材当中其实很多就是法条，所以法条和教材应

当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再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应该多看

看法条。 主持人：刚才有位网友问了一个技巧的问题，咱们

教材跟法条哪些学科是可以重点直接看法条就行？哪些是教

材跟法条相结合的？ 刘卫：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其

实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复习方法，如果你对所有的学科14科都

平均用力这样去听推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方法，

千万不要这样去平推。 其实司法考试我们可以从分值做一个

分析，我们通常讲6大姊妹法，就是说三大实例法，三大程序

法，再加上三国，这九科的分值就远远的超过于我们正常的

及格分了。其实这几个如果学好了及格就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如果从学科上分重点学科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应该把它作

为重点学科来对待。这是学科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顺带我想

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在一个学科里面还有重点的章节，有一

些章节是重要的，比如说刑法，刑法总则肯定是重要的，总

则里边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规则，这些都是我们必

须要掌握的，分则里面可能有几大块，比如说危害国家的、

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犯罪、职务犯罪，这些都是经常考的

一些主要的章节。有一些稍微偏一些的章节可能我们就可以



稍微花一点时候或者少花一点时间，就是有重点学科还有重

点章节，这点还需要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这个分析的根据

一个是大纲，一个是历年考点，还有一些是一些老师的经验

提示。 主持人：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权威一点的您说了总结这

些经验的书呢？因为对于很多考试第一次考试可能没有时间

去研究历年的考点分布。 刘卫：这个问题其实我可能回答的

不一定权威，供大家参考。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刚才我讲过

指定用书不可少，你把教材看完，这是一个。第二，真题一

定需要。第三，我觉得大家还需要一些稍微再理论层次深一

点的教课书，比如我们大学里面用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书，二

十一世纪的指定用书，法学专业的指定用书，或者是一些老

师写的专题，这些书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时间多的前提下去做

一些阅读是有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我强调还是教材、法条、

真理这三个东西，有了这三个东西足够可以应付我们的司法

考试，其他的那些教材我认为有十分就看，没有时间就不用

去看。 如果说市面上现在有没有权威的书，把所有的都做了

一个很深刻、很到位的研究，据我所知还没有看到这样一本

书。我本书分为四，一类是官方指定的，第二类是辅导班出

的带有讲义性质的，第三类可能是我们《快乐司考》这样专

门谈方法的，第四类就是练习题。到底哪类书适合我们自己

，可能还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要说别人选什么书

我也选什么书。 我还要讲这样的例子给大家，有一个考生没

有用新书，就用旧书，也考了一个高分，什么原因呢？因为

司法考试的这些基本理论每年虽然有修改，但是改动的这些

东西不足以影响你及格，今年如果用去年的书如果你到位了

也没有大问题，今年颁布的几个法律法规你好好看一看，就



用去年的教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公司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公务员法，这些都是新颁布的法律，你看看条文，

看看一些基本的东西，再把去年的教材读完了，这样也应该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在市面上的总结

这些考点的一些书，可能大家还是应该做到心明眼亮，书不

在于多而在于精。 司法考试一定要做模拟题吗？ 主持人：现

在很多老师都提倡一定要做真题，跟真题相对应的肯定就是

模拟题了，您认为这个模拟题就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了吗？ 刘

卫：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我也非常推崇、非常赞成很多老

师提倡我们做真题。 之所以这样讲有三个原因： 第一，真题

是千锤百炼的，经过了很多老师精心的编制、精心的研究，

然后再出来的，同时经过了考试实战的检验。 第二，考完了

以后还有一个提疑义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出来的题应该说

是非常科学、非常好、非常到位的题了。 第三，总真题的知

识点覆盖面角度讲，把前五年的真题都做完了主要的知识点

基本上是可以覆盖下来。 真题怎么样形成它的重要性都不为

过。 另外就是一些模拟题，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其实模拟题

里边可能很多考试会有一种想法，是不是在模拟题里面可能

就有一些透题或者会有一些真的会考的题在里面，如果说这

种现象在过去几年我也不敢否定没有，现在在我这个视线范

围之内我觉得现在这种透题的概念应该是过去了，应该说司

法考试现在还是非常规范的一个考试，如果谁要说像过去那

样能透题，这个概念从我来讲我是不相信的，不是说没有最

起码我不相信。 但是模拟题里边会有一种趋势，可能一些比

较有经验的老师会压题，所谓押题押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

押题我们的知识点、常考点，比如在《快乐司考》里面我讲



到司法考试命题的规律，规律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但

是我给大家谈三个重要的规律，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不过时

。 第一，实用的。 第二，新出的。新出来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这是必考点，这里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合同法出来的

时候也是考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出来了考行政许可法，刑法

的司法解释出来以后就考刑法的司法解释。 第三，司法解释

。历年的司法解释是我们司法考试命题的重中之重，之所以

我强调法条，更多的我要强调法条当中的司法考试，通常我

们也把司法考试放在发条里面对待的。 法条实际上是比较有

原则、比较有倾向的，很少有操作性，司法考试才是真正我

们法官、律师、检查员在实物当中用来办案的一些规则，往

往是依靠司法考试来办案子的。所以也有人说过，我们可以

不用刑法、可以不用民法，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不用司法解

释，如果没有司法解释我们几乎无法进行司法实践。 所以说

有操作性的、新出来的和司法解释，这三个是我们命题的题

眼，也就是我们复习的重点。当然我在后面的一些讲座里面

也给一些同学们讲过，现在可能要追加一点东西，就是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因为这两年试卷结构、命题的结构，其实

对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的考核越来越重要。 所以

刚才我讲的三基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和复习的重点。 主持人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可能就要结束了，最后请

刘老师跟我们的广大考生说几句祝福的话。 刘卫：司法考试

是一个残酷的竞争，同时也是充满着刺激和挑战的事业，我

是把它看作一个事业。司法考试从复习到考试我更崇尚于把

它叫做系统工程，我希望大家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带着一种快

乐的心情和心态去复习，以提高我们的复习效率和我们法律



基础知识。同时也希望大家带着快乐的心态去应对我们的司

法考试，走向考场。最后以一个快乐的心情得到一个自己满

意的高分，最后祝福大家快乐司考、司考快乐！ 主持人：谢

谢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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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