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三年基層警察人員四等特考 

「法學緒論」題解 

（Ａ）下列關於「法律行為」之敘述，何者正確？（Ａ）允許當事人在一定範圍

之內，創設私人之間的法律關係（Ｂ）法律行為必定是契約行為（Ｃ）契

約行為沒有意思合致亦能成立（Ｄ）所有法律行為的生效均需具備一般要

件及特定要件。 
（Ｂ）下列何者是「制裁」？（Ａ）強制犯罪嫌疑人到案說明（Ｂ）針對違反道

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行為之罰鍰（Ｃ）基於預防緊急危難，強制拆除危險

建築物（Ｄ）為了特定目的，強制駕駛人停車查驗證件。 
（Ｃ）關於「訴願」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Ａ）訴願可能疏減訟源（Ｂ）訴

願符合時效（Ｃ）撤銷之訴無需先行提起訴願（Ｄ）訴願係尊重行政專業

的制度。 
（Ｄ）下列關於「信賴保護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我國的法律條文對

之尚未有明文規定（Ｂ）不允許有例外情形發生（Ｃ）完全係由我國實務

創設出來的原理（Ｄ）旨在保護法秩序的安定性。 
（Ｂ）下列何者為刑法中的刑罰種類？（Ａ）感化教育（Ｂ）沒收（Ｃ）強制工

作（Ｄ）驅逐出境。 
（Ｄ）下列何者允許行政機關遵守依法行政之餘，有一定的運作彈性空間，以便

能夠隨機應變及迅赴事功？（Ａ）行政保留之概念（Ｂ）特別權力關係（

Ｃ）比例原則（Ｄ）行政裁量之概念。 
（Ａ）簡言之，法學是研究下列何種內容為主的學問？（Ａ）權利（Ｂ）禮儀（

Ｃ）信仰（Ｄ）風俗習慣。 
（Ｄ）公務員甲無照駕駛機車，將乙撞傷腿骨，經鑑定後，責任在於甲方，問甲

需負的法律責任為何？（Ａ）僅有刑事責任（Ｂ）含刑事及行政責任（Ｃ

）含刑事及民事責任（Ｄ）含刑事、民事及行政責任。 
（Ｃ）下列關於「英美法系」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法源以成文法為主（Ｂ

）英美兩國的法律制度目前已全然不同（Ｃ）美國已訂定聯邦成文憲法（

Ｄ）傳統上將注意力集中於實體法的規範上。 
（Ｂ）下列關於「國民大會」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已成為歷史名詞（Ｂ）

屬於任務型的非常設機關（Ｃ）已與立法院合併（Ｄ）國民大會每四年改

選一次。 
（Ａ）所有國家的公權力中，涵蓋範圍最廣，與人民關係最直接者，係下列何者

？（Ａ）行政權（Ｂ）立法權（Ｃ）司法權（Ｄ）監察權。 
（Ｂ）行政法中何種原則最能解決傳統特別權力關係之弊端？（Ａ）法律優越原

則（Ｂ）法律保留原則（Ｃ）誠實信用原則（Ｄ）公益原則。 
（Ｄ）依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對於現在不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

權利之行為」係正當防衛，下列有關「正當防衛」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遭逢天災而毀損他人財物的行為可主張正當防衛（Ｂ）警察基於公務



上有特別義務，為了避免現在不法侵害不能主張正當防衛（Ｃ）擁槍自重

的通緝犯射傷攻堅的警察，可以主張正當防衛（Ｄ）面對精神病患的攻擊

行為予以反擊，可以主張正當防衛。 
（Ｂ）依法賭債需償還嗎？（Ａ）需要（Ｂ）不需要（Ｃ）由當事人自行約定（

Ｄ）由法官依個案判決。 
（Ｃ）下列何者是近代民主政治發展後與國家公權力行使最有關係之法域？（Ａ

）民法（Ｂ）商事法（Ｃ）行政法（Ｄ）社會法。 
（Ｂ）下列何者係法律條文？（Ａ）摩西十誡（Ｂ）居民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

用之權（Ｃ）不孝有三，無後為大（Ｄ）兄弟姊妹經濟陷入困境，應發

揮手足之情，予以救助之。 
（Ｂ）下列關於「原則法與例外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某一法律依據其

他法律而產生，所依據的法律即是原則法，所產生的法律即是例外法（Ｂ

）「但書」的規定，大都是原則的例外規定（Ｃ）適用原則法與例外法均

由原告負舉證責任（Ｄ）原則法須從嚴解釋，例外法則可從寬解釋。 
（Ａ）下列關於「行政處分」之敘述，何者正確？（Ａ）行政處分屬於單方行為

（Ｂ）行政處分係雙方的行政行為（Ｃ）行政處分係針對一般不特定對象

的行政行為（Ｄ）行政處分不一定是公權力的措施。 
（Ｄ）下列何者是公法上的「權利」？（Ａ）物權契約（Ｂ）繼承人之地位（Ｃ

）債權契約（Ｄ）某甲向警察機關提出集會之申請。 
（Ｃ）依照憲法增修條文，下列何者有憲法修正提案權？（Ａ）總統府（Ｂ）行

政院（Ｃ）立法院（Ｄ）司法院大法官。 
（Ａ）為了改善個人因階級、身分與門第不同，而遭受國家權力不同的待遇，憲

法創設何種權利？（Ａ）平等權（Ｂ）自由權（Ｃ）隱私權（Ｄ）參政權

。 
（Ｂ）下列關於「訴訟」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民事執行原則上依民事訴訟

法行之（Ｂ）刑事執行可依刑事訴訟法行之（Ｃ）民事權利祇能透過民事

訴訟法實現（Ｄ）民事訴訟法性質上屬於私法。 
（Ｄ） 下列關於「法律保留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Ａ）該原則係我國實務

界創設出來的（Ｂ）祇要法律未禁止，在沒有法律授權的情況下，公權力

仍得限制人民權利（Ｃ）祇要事前公告，則得以行政命令規範人民權利（

Ｄ）祇要自由或權利受侵害，應有法律明確依據。 
（Ｃ） 下列關於「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實體法規定屬於

國家與國家、公法人團體或人民之間的「公權力關係」（Ｂ）實體法與程

序法的區別是絕對的（Ｃ）實體法與程序法兩者之間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Ｄ）法院得以實體法無此規定為理由而拒絕裁判。 
（＃） 下列關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調解民事及刑

事案件（Ｂ）不先經調解程序，無法進入訴訟程序（Ｃ）一般而言，調解

並不徵收任何費用或報酬（Ｄ）調解書僅是雙方達成協議的結果，其效力

與法院判決相去甚遠。 
         【註： 答（Ａ）或（Ｃ）者均給分。】 
（Ａ） 甲為了傷害乙，先將乙強行帶離乙的辦公室予以拘禁，而後加以毆打，下



列有關甲犯罪行為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甲先後行為成立牽連犯（Ｂ

）甲先後行為成立連續犯（Ｃ）甲先後行為成立結合犯（Ｄ）甲先後行為

成立結果加重犯。 
（Ｄ） 在刑事程序中，下列有關「司法警察（官）」之敘述，何者正確？（Ａ）

為犯罪偵查之主體（Ｂ）與犯罪嫌疑人具有八親等內之血親特定關係者，

適用法官迴避之相關規定（Ｃ）憲法明文規定，依法律獨立調查犯罪，不

受任何干涉（Ｄ）知有犯罪嫌疑，不需要事先向檢察官報告，而應立即開

始調查。 
（Ｃ） 刑事證據之證明力強弱，由法官本於確信自行判斷，此為下列何種原則？

（Ａ）直接原則（Ｂ）法官保留原則（Ｃ）自由心證原則（Ｄ）彈劾原則

。 
（Ｂ） 下列何者為刑事訴訟中之「當事人」？（Ａ）法官（Ｂ）檢察官（Ｃ）辯

護律師（Ｄ）輔佐人。 
（Ｄ） 某甲因案受無期徒刑的宣告，執行已逾十五年，且足認甲在服刑期間有改

過遷善之實據，經監務委員會決議後，報請法務部核准出獄，甲係基於下

列何種制度而予以釋放？（Ａ）保安處分（Ｂ）緩刑（Ｃ）緩起訴（Ｄ）

假釋。 
（Ａ） 下列何者為刑法中所規定的保安處分手段？（Ａ）禁戒（Ｂ）拘役（Ｃ）

罰金（Ｄ）褫奪公權。 
（Ｃ） 下列何者係憲法的具體化？（Ａ）民法（Ｂ）商事法（Ｃ）行政法（Ｄ）

消費者保護法。   
（Ｄ） 行為人公然侮辱他人，即可成立刑法第三百零九條第一項普通公然侮辱罪

，故本罪屬於下列何種犯罪類型？（Ａ）危險犯（Ｂ）不作為犯（Ｃ）結

果犯（Ｄ）行為犯。 
（Ａ） 刑法第二百十三條規定：「公務員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公文書登載不實罪，其中

「明知」為下列何者？（Ａ）直接故意（Ｂ）未必故意（Ｃ）有認識過失

（Ｄ）特定意圖。 
（Ｂ） 某甲由自家樓頂上往下丟擲磚瓦，雖然預見有可能會打中路人，但甲心想

，若打中路人也無所謂，果然擲中路人乙，造成乙受傷，問甲是基於下列

何種主觀意思而應負相關的傷害刑責？（Ａ）直接故意（Ｂ）未必故意（

Ｃ）有認識過失（Ｄ）特定意圖。 
（Ａ） 「法律優越原則」源於下列何者？（Ａ）主權在民原則（Ｂ）信賴保護原

則（Ｃ）明確性原則（Ｄ）比例原則。 
（Ｂ） 「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係何種原則的表徵？（Ａ

）明確性原則（Ｂ）依法行政原則（Ｃ）比例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Ｂ） 下列何人極力主張「權力抑制權力」？（Ａ）洛克（  Locke）（Ｂ）孟德

斯鳩（  Montesquieu）（Ｃ）盧梭（  Rousseau）（Ｄ）康德（  Kant）
。 

（Ｄ）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何者？（Ａ）總統（Ｂ）立法院（Ｃ）行政院（Ｄ）

國民全體。 



（Ｂ） 如果歹徒已被執法人員擊中，棄槍負傷單獨逃走時，若再攻擊其頭部或心

臟等致命部位，致其死亡，則違反下列何種原則？（Ａ）法律保留原則（

Ｂ）比例原則（Ｃ）信賴保護原則（Ｄ）明確性原則。 
（Ｂ） 依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二項規定：「殺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十年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試問：自殺未遂行為係就下列

何種解釋而不需負刑事責任？（Ａ）文義解釋（Ｂ）論理解釋（Ｃ）當然

解釋（Ｄ）反面解釋。 
（Ａ） 下列關於「時之效力」的敘述，何者正確？（Ａ）立法者有權制定溯及既

往的法律（Ｂ）不溯及既往原則僅適用於刑法（Ｃ）新法優於舊法原則不

允許有例外的規定（Ｄ）法規定有施行期限者，期滿之廢止應經立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始生效力。 
（Ｃ） 下列那一個階段非法律制定的必要程序？（Ａ）提案（Ｂ）審查（Ｃ）解

釋（Ｄ）讀會。 
（Ｃ） 下列關於「人之效力」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我國單採屬地主義（Ｂ

）外國元首及其隨行家屬於訪問我國期間，受到我國法律的約束（Ｃ）普

通外國人民在我國犯罪，需接受我國法律的制裁（Ｄ）在國外就學之我國

役齡男子，不需負憲法上所規定的服兵役之義務。 
（Ａ） 下列關於「法理」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如在具體案件中可經由解釋

而適用法律，則無必要以法理作為裁判的依據（Ｂ）民法禁止援用法理（

Ｃ）行政法亦禁止援用法理（Ｄ）法理已有立法上的定義。 
（Ｄ） 下列關於「法源」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外國法屬於成文法法源之一

（Ｂ）道德屬於成文法法源之一（Ｃ）法理屬於成文法法源之一（Ｄ）條

約屬於成文法法源之一。 
（Ｂ） 法律和道德、習慣、風俗、禮儀、宗教等最大的差別在於何處？（Ａ）法

律是無遠弗屆的（Ｂ）法律可以透過國家的強制力加 等H實現（Ｃ）法律

是安定人心最重要的力量（Ｄ）法律存在的歷史是最久遠的。 
（Ａ） 私法中的公平誠信原則，可以被應用於公法上，係使用何種法學方法而得

出的結論？（Ａ）類推適用（Ｂ）擬制（Ｃ）推定（Ｄ）解釋。 
（Ｄ） 法律在下列何種領域內，發揮無可取代的功能？（Ａ）親子互動的增進（

Ｂ）宗教教義的詮釋（Ｃ）科學研究的發現（Ｄ）政治權力的分配。 
（Ｄ） 我國副總統犯罪，應負何種法律責任？（Ａ）除犯內亂或外患罪外，不受

刑事上之訴究（Ｂ）除犯內亂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不受刑事上

之訴究（Ｃ）除犯內亂、外患或瀆職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不受刑事上

之訴究（Ｄ）無刑事豁免權。 
（Ｃ） 某大學發生校園溜鳥事件，即使有論者主張該行為已觸犯刑法公然猥褻罪

，但非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不得審判，係基於下列何種原則？（Ａ）

信賴保護原則（Ｂ）罪刑法定原則（Ｃ）不告不理原則（Ｄ）誠信原則。 
（Ｃ） 依照我國目前的憲法制度，下列何者為人民公意形成的主要機關？（Ａ）

總統府（Ｂ）行政院（Ｃ）立法院（Ｄ）國民大會。 
（Ｄ） 下列何者不屬於水平式的權力分立？（Ａ）行政院及其他各院的預算案需

經立法院通過（Ｂ）行政院擁有覆議權（Ｃ）司法院掌有違憲審查權（Ｄ



）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 
（Ｄ） 下列關於「判例」的敘述，何者正確？（Ａ）英美法系國家否定判例具有

強大的拘束力（Ｂ）判決與判例具有等同的拘束力（Ｃ）判例在歐陸法系

國家成為最主要的法源（Ｄ）我國最高法院欲變更判例時，亦需經過法定

程序。 
（Ｂ） 下列關於「強行法與任意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公法等於強行法

，私法等於任意法（Ｂ）當事人得自由決定是否遵守任意法的規定（Ｃ）

違反強行法的規定時，行為必定無效，並應受處罰（Ｄ）強行法與任意法

的區分，係以其制定形式及程序為標準。 
（Ｂ）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規定：「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非經⋯⋯不得變更之」，其中領土實應包含領海及領空，係採下列何種解

釋而得出？（Ａ）文義解釋（Ｂ）擴充解釋（Ｃ）反面解釋（Ｄ）當然解

釋。   
（Ｂ） 依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服兵役之義務」，其中「人民」單

指男子，而不包括女子，係採用何種解釋而得出的結果？（Ａ）文義解釋

（Ｂ）限縮解釋（Ｃ）反面解釋（Ｄ）當然解釋。 
（Ａ） 最高法院六十七年度第八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私運匪偽物品進口，屬

未經公告管制進口之物品，縱屬匪貨，其私運進口者，亦不應成立懲治走

私條例私運管制物品逾公告數額罪，係何種原則的展現？（Ａ）禁止類推

適用（Ｂ）禁止溯及既往（Ｃ）禁止適用習慣法（Ｄ）禁止不定期刑。 
（Ｃ） 下列何者非法律關係之要素？（Ａ）法律關係之主體（Ｂ）法律關係之客

體（Ｃ）法律關係之位階（Ｄ）法律關係之內涵。 
（Ｂ） 公園中的告示如下：「公園內禁止攀折花木」，則亦禁止將整株花木拔走

，係何種解釋？（Ａ）文義解釋（Ｂ）當然解釋（Ｃ）歷史解釋（Ｄ）擴

充解釋。 
（Ｄ） 民法所規定的實體內容中，下列何者介於財產與身分之間？（Ａ）債（Ｂ

）物權（Ｃ）親屬（Ｄ）繼承。 
（Ｂ） 勞動基準法規定最低勞動條件，以及勞動契約不得違反勞動基準法，是對

於何種原則的修正？（Ａ）不溯及既往原則（Ｂ）契約自由原則（Ｃ）所

有權絕對原則（Ｄ）過失責任原則。 
（Ａ） 醫師對於危急之病症不得無故不應招請或無故遲延，是對於何種原則之修

正？（Ａ）契約自由原則（Ｂ）不溯及既往原則（Ｃ）所有權絕對原則（

Ｄ）過失責任原則。 
（Ｄ） 航空器失事致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航空器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其因不可抗力所生之損害，亦應負責，是對於何種原則的修正？（Ａ

）不溯及既往原則（Ｂ）契約自由原則（Ｃ）所有權絕對原則（Ｄ）過失

責任原則。 
（Ｃ） 下列關於法人的敘述，何者為正確？（Ａ）社團法人是因財產之集合產生

的（Ｂ）財團法人是由人集合產生的（Ｃ）財團法人原則上應訂立捐助章

程，始得設立（Ｄ）法人與自然人享有完全相同的權利。 
（Ｃ） 土地徵收是對於何種原則之修正？（Ａ）不溯及既往原則（Ｂ）契約自由



原則（Ｃ）所有權絕對原則（Ｄ）過失責任原則。 
（Ａ） 胎兒甲在生父搭飛機罹難後，於出生時即可繼承其生父之遺產，係基於民

法的何種規定？（Ａ）權利能力（Ｂ）行為能力（Ｃ）意思能力（Ｄ）責

任能力。 
（Ｃ） 下列關於「法律解釋」的敘述，何者正確？（Ａ）解釋方法之間有優先的

適用順序（Ｂ）解釋單一法律條文應用單一的解釋方法（Ｃ）目的解釋具

有整合各種解釋方法的功能（Ｄ）合憲性解釋只有司法院大法官才能使用

。 
（Ｄ） 「假扣押」與「假處分」屬於民事訴訟中的何種程序？（Ａ）通常訴訟程

序（Ｂ）簡易訴訟程序（Ｃ）特別訴訟程序（Ｄ）附隨程序。 
（Ｃ） 「准被告與原告離婚」屬於何種民事判決？（Ａ）給付判決（Ｂ）確認判

決（Ｃ）形成判決（Ｄ）附假執行的判決。 
（Ａ） 「被告應與原告同居」屬於何種民事判決？（Ａ）給付判決（Ｂ）確認判

決（Ｃ）形成判決（Ｄ）附假執行的判決。 
（Ｂ） 下列何者非民事的特別訴訟程序？（Ａ）督促程序（Ｂ）侵權行為訴訟程

序（Ｃ）公示催告程序（Ｄ）人事訴訟程序。 
（Ｃ） 關於契約的簽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必定要明示方可成立（Ｂ）

必定要以書面方可成立（Ｃ）必定要意思一致方可成立（Ｄ）必定要經過

公證方可成立。 
（Ｄ） 下列關於「法的發展」之敘述，何者錯誤？（Ａ）有社會就有法律，有法

律就有社會（Ｂ）法律的歷史與人類的歷史本身同樣久遠（Ｃ）法律是變

動不居的（Ｄ）人類的第一部法典由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提出。 
（Ａ） 甲因竊案在警局作筆錄，因甲向來認為自己的同性戀行為是犯罪行為，而

向警方「自首」，但同性戀行為非刑法處罰的行為，警察認為這部分無觸

法之虞，此見解係基於何種原則？（Ａ）罪刑法定原則（Ｂ）從新從輕原

則（Ｃ）不溯及既往原則（Ｄ）比例原則。 
（Ｃ） 屍體在民法上是否為法律關係之客體？（Ａ）無條件可以肯定成為法律關

係的客體（Ｂ）不可能成為法律關係的客體（Ｃ）如果符合公序良俗或法

律許可要件，得為法律關係之客體（Ｄ）依個案由警察機關決定之。 
（Ａ） 下列關於「行政救濟」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包括行政體系內部的檢

討及外部的司法審查（Ｂ）不服訴願結果者，可提起再訴願（Ｃ）行政訴

訟採三級三審制（Ｄ）行政訴訟不包括公益訴訟。 
（Ｄ） 甲基於傷害故意毆打乙，造成乙脾臟破裂死亡，甲應論以何罪？（Ａ）刑

法第二七一條第一項殺人既遂罪（Ｂ）刑法第二七六條第一項過失致死罪

（Ｃ）刑法第二七七條第一項普通傷害罪（Ｄ）刑法第二七七條第二項傷

害致死罪。 
（Ａ） 下列關於「法律種類」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法律可作種種不同的分

類（Ｂ）一部法律往往僅具一種性質（Ｃ）法律的歸類具有絕對的標準

（Ｄ）法律的種類明載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中。 
（Ａ） 依民法規定，下列何者須辦理登記，否則不生效力？（Ａ）房屋所有權移

轉（Ｂ）鑽石所有權移轉（Ｃ）股票所有權移轉（Ｄ）名畫所有權移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