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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司法考试是司法部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法律类职

业证书考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所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

和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担任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

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每年的通过率一

般在全国考生人数的 10%左右。 

考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

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考试实行全国统一

命题和评卷，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统一颁发相关证书并可以从事律师、法官、检察

官和公证员的工作。考试分为四张试卷，每张试卷分值为

150 分，四卷总分为 600 分。试卷一、二、三为机读式选择

试题，试卷四为笔答式案例分析、法律文书、论述试题。 

由于司法考试的难度和通过率，司法考试有“中国第

一考”之称。市场上有关司法考试的参考书籍种类繁多，

科学地选择参考书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图书馆流通部

特推出司法考试专题推荐书目，希望能给应考的同学们提

供有效的帮助。                                           

https://baike.so.com/doc/6073849-62869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150-7041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0720-3077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9105-56365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21024-68348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21024-68348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09035-80831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8881623-92072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24438-62374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150-7041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0720-3077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9105-56365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9105-56365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21024-6834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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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司法考试华旭名师课堂.知识篇.商法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

段波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索书号：D92/D919 

段波，华旭特约司法考试培训民商法讲师，

授课特点为重点突出、条理清晰、风趣幽默。

多年的授课经历中，段波老师以其全身心的投

入和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广大学员的认可，民

法、商法、经济法融会贯通的讲授方法更是独

树一臶。 

最近五年的商经知真题，具有两大特点：一曰民法化色彩加强，

二日综合性明显加强，加上商经知(商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内

容本身的庞杂纷繁，直接导致试题的难度直线上升。本书顺应上述

趋势，以司考商法、经济法和知识产权大纲为架构，结合具体的法

条、真题，对司法考试商经知的知识点展开讲授，特点如下：一图

表可视；二民商合一；三通俗易懂。总之，本书以民法理论为基础，

以图表为核心，结合解说与口诀，可充分理解商经法的法理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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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司法考试速记通》：陈姗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索书号：

D9/C565 

陈姗，1984 年 7 月出生，汉族，籍贯江西

永新，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10 年 8 月参

加工作，现任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副主

任科员、助理检察员。 

司法考试最大的困难，在于记忆，考得最

多的也是记忆，特别是精确记忆。有人说，司

法考试就是一个跟遗忘作斗争的过程。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快速记住呢?本书给你答案，助你一臂之力，直击重点、难点。本

书编录历年司法考试中重复出现频率高达 80%以上的考点以及考

试大纲中的新增考点，帮助广大考生节省复习时间，直击高频考点。

在复习司法考试的过程中，注意运用好的记忆方法是一个绝对的捷

径，本书将为你通过司法考试搭建走向成功的阶梯!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3 期           司法考试专题 

 4 

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9 年第 3 期 总第 23 期 

3、《2015 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索书号：D9/F314/6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是隶属于中国法制出版

社的司法考试图书出版部门。目前专职从事司

法考试命题及复习方略的研究，并研究出版司

法考试相关辅导用书。 

本书即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

众多过关者实际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实际有效的一种

司法考试复习方法。本书在保证司考法条完整的基础上，将与主体

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条例等拆解，以“关联规定”形式融入主

体法中，并辅之以“导读”、“常考法条归类提示”、“命题分析”、

“强化自测”等栏目，对主体法进行深入解读，为广大考生提供了

实际有效的复习方法，是考生攻克法条难关、提高复习效率的高效

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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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 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练题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中国法制出版社；索书号：D920.4/F3144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是隶属于中国法制出版

社的司法考试图书出版部门。目前专职从事司

法考试命题及复习方略的研究，并研究出版司

法考试相关辅导用书。 

本丛书自 2006 年初版以来，历经多次改版

重印，在考生中树立了骄人的口碑，深得信赖，几年来帮助众多考

生顺利通过司法考试。 考生的成绩与信任是对其最好的鼓励和鞭

策。专家经验和考生反馈告诉大家，做题是掌握法条和知识点并进

而顺利通过司法考试的最佳途径。 一套洞悉命题趋势、 紧扣考试

要求、全面覆盖考点、强化突出重点、总结考试规律、吸纳考生经

验的题解书作用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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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雄刑诉提库》：杨雄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索书号：

D925.2—44/Y302 

杨雄师承汪建成，北京大学诉讼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研

究。司法刑诉法培训讲师，自 2004 年至今已

有 12 年的司法考试培训经验。 

本书试题是杨雄老师在历年授课中积累

下来的精华，是对刑诉法考试重点的全新演绎，以及对新增考点和

法律法规的深度探析。本书特点突出： 其一，权威。本书试题是

杨雄老师在历年授课中积累下来的精华，是对刑诉法考试重点的全

新演绎，以及对新增考点和法律法规的深度探析。其二，实用。 指

点刑诉法试题的解题门径，点拨常见陷阱与命题方式，培养灵活、

缜密的法律分析与判断能力。并特设“解题攻略”，传授解题方法

与技巧。其三，准确。 以最少量的试题覆盖本学科命题点，准确

把握命题方向。 讲解到位，直击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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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5 年国家司法考试六届真题分科分类讲与练》：众合教育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索书号：D9—44/Z7411 

北京方圆众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众合教

育)，由有志于致力中国法律教育培训发展的

业内专业人士设立。为有志于从事中国法律

职业的人员提供高度一体化水平的培训服

务。 

《2015 年国家司法考试六届真题分科分类讲与练》的选材是

2009~2014 年共六届司法考试的真题，题型涵盖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以及论述题。本书第一版于 2008

年出版，选材为 2002~2007 年的试题，第二版于 2009 年出版，选

材为 2003~2008 年试题，作者是李建伟、吴伟央等人，并一直由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 2010 年第三版开始由北京众合培训学

校携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群体由众合学校的各学科诸

位一线名师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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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4》：

杨秀清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索书号：D9/Y305 

国家司法考试属性上属于实务性资格考试，

这就决定了其必须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

司法解释为考查依据。这些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与司法解释被考生统称为"法条"，法条可谓是

考试的精华与骨髓。 

本书为紧密把握命题动态，顺应考试趋势，特邀司考名师对本

书体例进行修改、完善，考点做到"精、准、全"，使考生得以夯实

基础，提升能力。本书讲解透彻，体例清晰，实用全面，查询快捷，

是考生司考荆棘路上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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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案例分析专题讲解》；张能宝

主编；法律出版社；索书号：D9/Z140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主观案例题的考查综

合性最强，案例题的命题方向是什么、该如何审

查、应怎样解答，很多考生往往百思不得其解 。

因为这些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考生甚至一见到

案例题就生畏，一做到案例卷就发懵。众所周知，

2018 年的法考考试方式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将一次性考试分为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两部分，只有通过客观

题考试的考生才可以参加当年的第二部分的主观题考试，客观题的

合格成绩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有效。 这样的调整有利于减轻考

试的负担，同时也强调了主观案例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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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王大利等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索书号：D920.9/B631 

北京万国学校的一线授课老师们多年来一

直想联手编辑一本“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

编”，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 2006 年的春天推出

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国版《国家司

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受到广大考生的青

睐。为了便于考生使用本书，2015 年版再次修订之际，就本书的编

排体例及使用方法略作说明。 

法律法规汇编是司法考试、法律职业乃至法学教育必备的工具

书。具体到我国司法考试，法规教学与学习的意义更是不可忽视。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司法考试命题有所改革，但法律法规在司法考试

命题中的极基础性，极重要性的地位仍然是难以撼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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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刑法条文整理与历年真题解析》；马凤春编；山东人民出版

社；索书号：D924.04/M041 

本书对于广大考生而言，最大的特点在于

"顺藤摸瓜"，顺刑法条文之"藤"，摸历年真题

之"瓜"。本书前三部分是刑法条文和立法解释，

第四部分是归纳整理的"刑法条文十大专题"，

第五部分是归纳整理的"刑法理论十大专题"，

第六部分收录 1997-2014 年所有的案例分析题。 

刑法条文之后不同程度附有"小结""关联规定"和"历年真题"三

个模块。"小结"主要是本书对刑法某些问题的归纳笔记。"关联规定

"是将与刑法条文有关的其他法律条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悉

数分解臵后的汇编(某些规定还用下画线给予强调)，旨在使读者对

所学刑法条文一目了然(极个别司法解释臵于脚注部分)。"历年真题

"是将 2002 年以来历届国家司法考试刑法部分的客观题，分门别类

附于相应刑法条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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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者

1 D92/D919 国家司法考试华旭名师课堂 段波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D92/Y302 三校名师讲义刑事诉讼法
三校名师 

组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D925.2-44/Y302 杨雄刑诉题库 杨雄 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4 D9-44/Z7411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六届真

题分科分类

众合教育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D920.4/F3144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

练题解

飞跃司考辅

导中心 组
中国法制出版社

6 D9/F314/6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
飞跃司考辅

导中心 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7 D924.04/M041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刑法条

文整理与历年真题解析
马凤春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8 D9-44/Z140
2018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案例分析专题例解

张能宝 主

编
法律出版社

9 D9/C1501
2015年司法考试众合名师通

关笔记 商法·经济法 ·知
曹新川 著 法律出版社

10 D9/B631/2
2015国家司法考试 万国专

题讲座刑法2

北京万国学

校 组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1 D923.99-44/ S023
2015版 国家司法考试历年

考题解读 商法·经济法 ·

三校名师组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BD923.994/C150
2015版 国家司法考试 商经

法 ·知识产权法 35讲
曹新川 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13 D920.4/L1871
2015版 国家司法考试真题

分类解读五卷本 

众合教育 

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14 D92/Y175
国家司法考试 名师核心考

点系列 2014版
杨帆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5 D9-44/G929
国家司法考试经典题库 商

法经济法

“司法考试”专题推荐书目

国家司法考

试辅导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16 D923.04/L248 民法考点集粹 李仁玉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7 D92/Y151/3
2015年 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精要解读 第三卷

北京万国学

校 著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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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923.404/Y034
2015版 国家司法考试法律

法规汇编 商法·经济法 ·

三校名师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D9-44/Z437/6
“法大司考”2015年国家司

法考试 历届真题汇编 (第
郑佳宁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 D920.4/L187
2015版 国家司法考试 真题

分类解读五卷本 

众合教育 

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21 D920.F4314/8
2015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 

国际法学

飞跃司法辅

导中心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2 D9-44 F3141
2015国家司法考试历年真题

详解(2009-2014)

飞跃司法辅

导中心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3 D9/B631/4
2015国家司法考试万国专题

讲座 商法•经济法

北京万国学

校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4 D9/Q382
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课

堂商法•经济法(知识篇)

华旭教育 

组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5 D9/C565 2015司法考试 速记通 陈姗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6 D9/B623
国家司法考试重要法条与考

点大串讲

北京万国学

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7 D9/Z140:2:2018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专用讲义2

张能宝 杨

艳霞 著
法律出版社

28 D9/Z140:5:6:2018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专用讲义6

张能宝 杨

艳霞 著
法律出版社

29 D9/Z140:6:1:2018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专用讲义1

张能宝 杨

艳霞 著
法律出版社

30 D922.104/W842
司法考试 名师核心考点系

列
吴鹏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1 D9

“司法考试”专题推荐书目

/S762 宋光明讲理论 宋光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2 D9/B632
国家司法考试重要法条与考

点大串讲

北京万国学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3 D9/F026
司法考试要点200口诀好记

通

法律考试中

心 编著
法律出版社

34 D9/Y305
法律法规汇编民事诉讼法与

仲裁制度

三校名师 

组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5 D920.9/B631
国家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

汇编

北京万国学

校 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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