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理论与方法》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制度理论与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Theory and Method of Institutions
课程号：40501063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

面向对象：政治学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管院政治学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跟踪政治学制度理论最前沿。2、教会学生构建相关理

论的方法。3、教会学生对政治学领域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政治学制度理论基础知识、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

度等概念，使学生能够对具体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 学时

知识单元 1：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分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中的困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认识。

2．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于对中国政治制度问题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2．确认这些理论无法对中国政治制度问题进行分析的原因。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确认什么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

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知识单元 2：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念。



2．掌握几种推理模式。

作业：阅读《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论文，杂志《思想战线》2011年 02期。

（二） 利用理论进行具体分析

资料考证研究之一：与第一推理模式相关问题的考证

共 18 学时

知识单元 1 等级礼制形成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等级礼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等级制度、什么是等级礼制等概念。

2．为何人们对等级制度、等级礼制等不同的概念没有明确的了解。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 西周初制礼作乐与敬德保民策略的研究——兼论周公的权力之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礼作乐、敬德保民等概念。

学习目标：

理解周代统治者的制礼作乐、敬德保民等主张的目的。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 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

学习目标：

对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有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4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学习目标：

汉初皇帝有三个较为明显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策略。策略之一，重新确立皇帝制度。

策略之二，对超越具体利益计算的感恩孝亲制度进行巧妙的利用，以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

策略之三，实施无为而治的政策。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 在皇帝制度之下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学习目标：

皇帝制度是影响汉武帝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变量，研究汉武帝的行为须考虑其背后的皇帝

制度。皇帝在皇帝制度之下不受有效的制度制约，极容易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理解汉武帝

在皇帝制度之下行为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6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如何评价两千余年前的新朝皇帝王莽问题。

学习目标：

如何评价两千余年前的新朝皇帝王莽，是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历史悬案。本课将尝试破解这

个历史悬案。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7 在皇帝制度之下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学习目标：

本知识单元将把唐太宗的执政人生分为前期与中后期的两个阶段进行阐述，并对唐太宗两个

问题的解释。一是皇帝制度必然使人胡作非为，但唐太宗在统治前期阶段为何较为谨慎？二

是在其统治的中后期阶段，皇帝制度使人作恶的威力已经开始发挥，他已经开始胡作非为，

却为何依然大鸣大放其豪言壮语？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8 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

学习目标：

初期基督教能够生存与发展，与基督教创始人各种成功的组织策略分不开。基督教创始人准

确地把握利益人追求利益的特性，把看得见的现世利益与看不见的来世利益捆绑在一起免费

打包赠送，是吸引穷人、壮大教会力量的重要策略。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9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

学习目标：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人员腐败问题，屡屡让一些教皇感受到统治的危机。他们因此决心

进行反腐败。但是教会反腐败效果甚微。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教皇制度本身就

具有浓厚的腐败体质。因为教皇制度是维护教皇绝对权力的制度，而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在这种制度之下反腐败，难见效果。二，这种教皇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罗马教会属下的所

有教会干部都处于这种制度体系之下，上上下下教会干部的权力基本上都不受刚性的制度制

约，所以他们都容易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三） 利用理论进行具体分析

资料考证研究之二：与第二推理模式相关问题的考证

知识单元 1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情况。

学习目标：

经济领域所谓的公正，是指追求物质利益手段的公正，尽可能地不让自己的利益受损，也不

占别人的便宜。起初，两厢情愿，物物交换，交换的手段较为粗略，但体现了早期社会人们

的朴素公正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不断开发各种交换技术，如货币、度量衡、契约等，

为人们进行更为精确的公正交换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促进了程序化交换制度形成。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情况。

学习目标：

先秦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利益完全向权贵一边倒的王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贵

由于不受任何刚性制度的制约而胡作非为，民众的利益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民众对此感到

不满，甚至为了守卫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他们追求公正、平等、法治的政治理念，并在此

理念的基础上设计制约权力以及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制度。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希腊雅典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情况。

学习目标：

与先秦中国的统治者一样，在权力被控制之前的古希腊雅典统治者往往也争取自己的利益最

大化，设置利益向自己严重倾斜的制度，如王权制度、贵族制度等。他们在这种制度之下获

得的各种利益，总是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弱者也是利益人，他们欲在公正、平等、法

治的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建立制约权力的政治民主制度。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4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的考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

学习目标：

考察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的情况。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英国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

学习目标：

部分学者认为促使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原始民主遗风、或者是某先知的预先设

计。这些观点可能误导民众，使民众认为英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民主制度是因为有

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没有这些特殊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可能难以形成民主制度。这种观

点是错误的。实际上，英国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要做到理解



这个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共 12 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分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

问题中的困境
2

2. 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 2

3. 等级礼制形成原理 2

4. 西周初制礼作乐与敬德保民策略的研究 2

5.
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的

研究
2

6.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2

7. 在皇帝制度之下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2

8.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2

9. 在皇帝制度之下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2

10. 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研究 2

11.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的研究 2

12. 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的研究 2

13. 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 2

14. 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2

15. 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的考察 2

16. 英国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
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

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陈忠云：《超越不同形式政治制度的研究范式——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之魅力》，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月出版预定

执笔：陈忠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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