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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professional English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derived from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nglish linguistics and law.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purpose, content, form and other issues of legal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law majors in
a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ents think it
necessary to study English, but what they expect to achieve is still far from what they can actually
do.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legal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be changed to make it more
operational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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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法律专业英语是英语语言学与法学有机结合而衍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本文以问卷
调查的形式对山东某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专业英语的目的、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
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专业英语，但所期待达到的与实际上能够做到
的还有一定差距。文章认为对当前的法律英语的教学现状应当做出改变，使之更具操作性和
可行性。
1．引言
法律专业英语是英语语言学与法学有机结合而衍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法律英语隶属
于法律语言学之下，源起于应用语言学中的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
ESP) 。人们对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研究经年有余，更多地是注重语言层面的分析，而极少
研究学习者因素 ；多是从教师的角度而不是以学生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忽略了学生的动
机与需求。这与提倡“以学生为主体（student-centered）”的教学理念格格不入。为此我们设
计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法律专业英语，希望学习什么内容、如何学习及何时开始？
尝试打开看问题的另一扇门，重新诠释法律英语的价值及其教学的展开，以期对目前的法律
专业英语教学有所裨益，乃至对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展开也有所启发。
2．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设计
调查的设计
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在山东某高校法学专业 2014 级 5 个班的学生中进行，采用记名问卷
的方式。共发出问卷 16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7 份。学生都是法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正在
上法律专业英语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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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问卷分别设计了选择题和开放式简答题。每个选择题分别设计了 3-5 个选项，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理解进行多项选择。在开放式简答题中，学生可以对问卷中没有
包括而又觉得必要的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做这个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学生对专业英
语的真实看法和态度，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闭门思考并想当然地发些议论。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学生对待法律英语学习的态度
表 1 你认为学习法律英语
态度 很有必要 没有必要 无所谓
比例
59%
19%
22%

表 1 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学习法律英语很有必要，表达了学习的愿望；但也
有为数不低的比例认为学不学无所谓，甚至有近 20%的比例认为没有必要学习。由此可见在
学生中开展专业英语学习的学生基础并不是很广泛。
3.2 学生学习法律英语的目的
表 2 你学习法律英语的目的
目的 能直接查找、阅读英文资料 能在法律工作环境中将英语作
为工作语言
比例
29%
43%

一般了解即可
49%

在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前，首先要明确学习者学习法律英语的目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事半功倍。从表 2 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基于研究的目的希望能直接查找、阅读英文资料的比
例最低，不到三分之一，这或许与受调查的都是大三的学生，他们即便是查阅资料也无能力
直接阅读英文原文有关，或许是他们也不会想到这一途径；倒是出于交流的目的的比例较高，
即希望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的法律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参与涉外
法律事务，这应该说与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宣传有关，也比较契合中国加入世贸和“一带
一路”的社会大背景；但也应看到占比例最多的是做“一般了解即可”，或许调查中一位学生
的留言给之做了最好的注脚：“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英语，对它的学习也不能强
制，作为选修课，供学有余力并感兴趣的同学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学习，我认为是合理的。”
3.3 学生的学习内容
表 3 你希望学习的内容
内容 中国法律的英译本 原版法律书 有关外国法律知
识的汇编 综合了上述内容的
15%
29%
26%
55%
比例

如上所述的，学生学习法律英语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交流，所以表 3 揭示出学生相应地
对有关外国的法律内容比较感兴趣，包括案例学习，这与目前本学科的主流教材内容相一致。
也有同学在开放式简答题中提出希望学习最新的外国论文、学术观点等，而对中国法律的英
文表达形式不怎么感兴趣，其实这是对外做法律交流的基础。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你是
中国法律的专家，而不是外国法律的，这也是当前教材中所普遍忽略的。
法律专业英语教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陆续开始编撰，极少甚至就不涉及中国法律的
英文表达。早期基本上都是有关外国法律的文章，加上注释和译文，即便有练习也很少，既
无体系、又无侧重，相当于阅读法律方面的材料来学习英语，只能算作英文教材，而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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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来学习法律。学习者学到的往往是一些有关某方面法律的词汇、表达，只能作为了解一
点法律英语的入门教材。
后来编写的教材意识到这一缺陷，纷纷做出改进。如何家弘编写的《法律英语》“将专业
外语教学中‘用专业学外语’和‘用外语学专业’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内容设计上
既照顾到外语学习的规律，又照顾到法律学科的体系，从而使学生收到‘一石两鸟’的学习
效果。”陈忠诚编写的《法律英语阅读——综合法律》的每篇文章均选自英文原著、强调原汁
原味，帮助读者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何主宇编写的《最新法律专业英语—读写全程点
拨》抛却了法律英语长篇大论的阅读理解，转而“点面结合、随处注解、随时示范、浓缩精
华并扎根诉讼”，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及突出实用性。
应该说这些教材侧重点不同，各有千秋，如能更注重分析学习者的学习目的、需求层次、
水平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有系统地编写教材（如表 4 所反映出的希望针对不同需求有针
对性编写的比例最高，达 39%），合理分配中外法律在书中所占的比例，重点突出实际应用的
能力，效果会更好。
表 4 你希望教材的编写体例是
兼练
突出口语表达能 针对不同的需求有针
体例 以阅读理解为主，
习翻译和写作 听说读写译并重 力的训练
对性地编写
24%
28%
22%
39%
比例

3.4

学生的学习方法

表 5 你学习法律英语的方法
在课上认真听老师 课下复习、 除了学好教材还根据兴
学习方法 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
讲讲，课下很少看 讲争取当堂消化 课前预习 趣、需要学习其他内容
33%
48%
18%
26%
比例

表 5 显示超过三分之一比例的学生只是在课堂听老师讲，课后很少再看书；能做到课后
复习、课前预习的比例只有 18%，可见学生学习法律英语的积极性并不高，与表 1 所反映出
来的近半数的同学认为学习法律英语“没必要”或“无所谓”相呼应。表 5 表明近一半的比
例采取的学习策略是：课上认真听讲，争取当堂消化。考虑到专门用途英语的专业性，必须
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学到，而法律英语属于最专门的一种，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未必具
有这样的知识 ，就可知这样学习法律英语是否可行，能否学好。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同学没
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学习法律英语，只有 26%的比例表示会根据兴趣和需要另在学习教材
之余学习其他内容。这与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同度、渴望学习度不高有关，同时也应注意到
教材的编写体例和所含的内容（他们所用的教材基本上是有关外国法律知识的汇编，特色不
突出），以及老师在课堂上所采取的教学方法。
从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在课堂上接受的仍是传统的“老师讲、学生记”的教学方式。那么
他们希望怎样的教学策略，便有了表 6 的调查。
[3]

表 6 你希望采取的学习方法
老师精讲少讲，给学生 采取小组的形式 采取课题式或以案例
希望 以传统课堂上的
老师讲为主 更多的时间表达
互助学习
为主的教学方法
19%
25%
16%
69%
比例

希望采取传统的老师讲为主的教学方法的比例并不太高，希望老师精讲少讲，从而学生
有更多的时间自由表达、发挥的比例占到四分之一，比前者高，说明学生对老师的依赖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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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比较注重自己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而不希望一味地听从老师的指挥。高达 69%的比例
希望“采取课题式或以案例为主的教学方法”，说明学生注重使用英语材料进行法律实践与研
究能力的培养，这也与大多数法律英语教材的编写初衷相吻合。但也应注意到选择“采取小
组的形式互助学习”的比例最低，只有 16%，这似乎又与前者相背离，因为所谓的“课题式”、
“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互助中完成的效果最佳。这说明学生对这
两个选项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楚，也没有确切把握“课题式”、“案例式”教学方法的涵义。“根
据 Melton 和王初明的调查，中国学生习惯于独自学习，不喜欢集体学习 ”，学生的课堂参
与率不高，在课堂上进行交互式教学并不容易，课外协作学习任务也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不
利于法律英语的教学，也与学生所受的传统教育有关。
4．结束语
法律专业英语课程是一门集英美法律制度、基本法学知识和较高水平和较高技能的英语
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
最新的国外法学研究方法和相关法律英语的词汇及术语，形成熟练阅读理解法律文献以及较
为严谨的英汉互译能力。但是也应该意识到，法律英语只是一门课程，你不能把它讲成一门
专业，法律英语教学只需负载它应该负载的职能，它无法承载更大的期许 。本文通过对山
东某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学习者个人对法律英语课程的学习需求（学习目的、内容和
形式等）。在充分考虑到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对象的法律英语教学理念下，通过这种“自下而上”
的实证调查，了解当前法律专业英语教学的实际状况，这对于法律英语教学的课程设计有一
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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