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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農田水利會新進職員聯合統一考試試題    

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法學緒論法學緒論法學緒論法學緒論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1. 法學常運用的科學方法為(A)註釋法、記憶法 (B)演繹法、註釋法 (C)歸納法、演繹法 

(D)實驗法、經驗法。 

2. 依我國規定，有關國籍之喪失，須經下列何機關核准？(A)僑委會 (B)內政部 (C)國防部 

(D)外交部。 

3. 凡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者，稱之(A)複合國 (B)民主國 (C)單一國 (D)君主國。 

4. 羅馬法系又可稱之為(A)大陸法系 (B)英美法系 (C)中國法系 (D)印度法系。 

5. 大陸法系國家，關於行政訴訟(A)由國務院管轄 (B)由普通法院管轄 (C)由參議院管轄 

(D)由行政法庭管轄。 

6. 憲法、行政法、刑法、刑事特別法、民事訴訟法等是屬於： (A)地方自治法系統 (B)私法系統 (C)

公法系統 (D)公法與私法系統。 

7. 關於法律之適用，就時之效力而言，僅適用於該法律實施後所發生之事項，而不能適用於實施以前所

發生的事項，稱為什麼原則? (A)後法優於前法 (B)前法優於後法 (C)法律溯及既往 (D)法律不溯既

往。 

8. 有關特別法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民事訴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B)票據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C)

訴願法是行政訴訟法的特別法 (D)行政訴訟法是行政程序法的特別法。 

9. 下列有關我國法律體系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公、私法並無明確的區分，訴訟時也不分民、刑事

訴訟 (B) 公、私法區分明確，絕對沒有混合的空間 (C) 公、私法區分明確，但仍不免有混合的法律，

如勞動法等 (D) 公、私法區分並不明確，由訴訟當事人決定。 

10. 同一機關對同一法律關係，已經確定的同一事件，相同的當事人不得對於同一事件再有所請求，機關

亦不得再予以受理，此為何種原則? (A)一罪不二罰原則 (B)比例原則 (C)一事不再理原則 (D)無罪

推定原則。 

11. 在法律上得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之能力，稱為: (A)行為能力 (B)權利能力 (C)當事人能力 (D)責任

能力。 

12. 下列何者必須登記才生效力? (A)買賣房屋 (B)設定抵押權 (C)結婚 (D)租賃。 

13. 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所生之法律事件，應適用: (A)國際公法 (B)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C)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D)以上皆非。 

14. 法律可分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下列何者為普通法? (A)陸海空軍刑法 (B)懲治走私條例 (C)刑法 (D)

貪污治罪條例。 

15. 法規內容以規定權利義務為主之法律稱為:(A)程序法 (B)特別法 (C)成文法 (D)實體法。 

16.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關於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之規定，屬於: (A)補充規定 (B)程序規定 

(C)禁止規定 (D)解釋規定。 

17. 法律條文中，有「視為」字樣者，即為(A)適用 (B)推定 (C)擬制 (D)以上皆非。 

18. 下列有關「推定」之敍述，何者為非(A)與法律之用語「視為」同義 (B)可倒置舉證責任 (C)受不利

推定之一造可舉證排除之 (D)受有利推定之一造，於他造舉反證前，毋庸舉證。 

19.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主管機關認有延長法令施行期限之需要者，應於屆滿(A)10日 (B)20日 (C)30

日 (D)40日前送立法院審議。 

20. 罪刑法定主義者，係指 (A)行政法 (B)民法 (C)刑法 (D)以上皆是。 

21. 下列有關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之敍述，何者為真？(A)僅為法律適用原則而非立法之限制 (B)僅為立法

之限制而非適用原則 (C) 既是法律適用原則，亦是立法之限制 (D)既非法律適用原則，亦非立法之

限制。 

22. 某演藝人員不履行表演合約之義務時，可經由法院判決 (A)回復權利 (B)強制履行 (C)剥奪權利 (D)

以上皆非。 

23. 對於公務員個人制裁，係指 (A)行政處分 (B)強制執行 (C)懲戒處分 (D)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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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罰鍰屬於何種制裁？(A)民事制裁 (B)行政制裁 (C)道德制裁 (D)刑事制裁。 

25. 下列何人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A)法官 (B)檢察官 (C)警察 (D)被害人。 

26. 關於內亂外患及妨害國交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由何種法院管轄？(A)司法院大法官 (B)高等法院 

(C)最高法院 (D)行政法院。 

27. 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急迫之危險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稱為: (A)自衛行為 (B)

自助行為 (C)正當防衛 (D)緊急避難。 

28. 在民事法律關係中，私權遭受侵害，以何者為主要之制裁手段? (A)罰金 (B)拘役 (C)沒收 (D)損害

賠償。 

29. 在各種法律當中，制裁手段最嚴厲的是: (A)民法 (B)刑法 (C)行政法 (D)行政命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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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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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債務人乙惡性倒閉，債權人甲於機場恰巧撞見乙欲搭機潛逃出國，於是自力將乙拘束，以防其潛逃，

事後再聲請法院處理。甲之行為乃是: (A)自助行為 (B)正當防衛 (C)緊急避難 (D)權利濫用。 

32. 我國目前立法院之立法程序依次為: (A)提議、審查、複查、表決 (B)提案、審查、討論、議決 (C)

提案、議決、副署、公布 (D)提案、討論、副署、公布。 

33. 國家賠償訴訟，係由何法院管轄? (A)地方法院 (B)高等行政法院 (C)最高行政法院 (D)由當事人選

擇。 

34. 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對其土地所有權人而言係為公共利益所受特別犧牲，

國家對其應負有: (A)賠償責任 (B)補償責任 (C)回復原狀之責任 (D)照市價收買之責任。 

35. 立法院每年有二次會期，第一次會期時間為何? (A)1月至 3月 (B)1月至 4月 (C)2月至 5月 (D)2

月至 6月。 

36.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何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A)違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所屬機關 (B)違法執

行職務之公務員所屬機關之上級機關 (C)違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之指揮監督機關 (D)違法執行職務

之公務員所屬機關之下級機關。 

37. 利用行政機關以外的方法尋求救濟，稱為「行政外部救濟」，主要指: (A)訴願 (B)再訴願 (C)行政訴

訟 (D)法律訴訟。 

38. 立法委員提出法律案至少應有多少人以上之連署，始得提出之? (A)10 人 (B)15 人 (C)30 人 (D)40

人。 

39.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採

何種責任型態? (A)故意責任 (B)過失責任 (C)無過失責任 (D)重大過失責任。 

40.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導致人民自由或權利的損害，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採取何種責任型態: 

(A)過失責任 (B)無過失責任 (C)加重責任 (D)減輕責任。 

41. 犯人經判決徒刑在獄，於未屆出獄之期而權令其出獄，謂之(A)假釋 (B)緩刑 (C)免刑 (D)以上皆非。 

42. 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謂之(A)故意 (B)未必故意 (C)錯

誤 (D)過失。 

43. 滿幾歲之人對其所犯之罪具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A)14歲 (B)18歲 (C)20歲 (D)23歲。 

44. 行為時之法律以為罪，行為後之法律有變更，我國刑法係採(A)從新 (B)從輕 (C) 從舊從輕 (D)從舊

主義而為規定。 

45. 某甲舉槍殺某乙而未射中，此屬(A)不能未遂 (B)終止未遂 (C)傷害既遂 (D)障礙未遂。 

46. 某甲所種蘋果樹所結果實掉落鄰居庭院，則該果實依法應歸誰屬？(A)某甲所有 (B)鄰居所有 (C)二

人共有 (D)由先占者取得。 

47. 父母之持留分，為其應繼分之(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一。 

48. 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何種法律管理(A)民法 (B)民事訴訟法(C)非訟事件

法 (D)以上皆非。 

49. 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係下列民法所稱之何

種有名契約？(A)僱傭 (B)委任 (C)承攬 (D)寄託。 

50. 票據法規定之票據種類，共分為幾種？(A)2 種 (B)3 種 (C)4 種 (D)5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