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八學年度轉學招生考試試題(轉 2 年級) 

科目：政治學  

考試時間：80 分鐘 

系所： 

 政治法律學系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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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答題(每一題得分最高 25 分，總計 75 分) 
 

1. 請問，何謂「民主」(democracy)？有哪些重要的學者提出哪些重要的理論？ 
 
2. 請問，何謂「主權」(sovereignty)？有哪些重要的學者提出哪些重要的理論？ 

 
3. 請分析「行政國家化」的趨勢？以及為何會出現「行政國家化」的發展趨勢？ 

 
貳、解釋名詞(每一題得分最高 5 分，總計 25 分) 
 

1. check and balance 
2. rule of law 
3. mass society 
4. governance 
5. local politics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八學年度轉學招生考試試題(轉 2 年級) 

科目：法學緒論  

考試時間：80 分鐘 

系所： 

 政治法律學系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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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50% 

1. 何者非從契約？ 

(A) 保證契約 (B) 設定質權契約 (C) 夫妻財產制契約 (D) 使用借貸契約 

2. 甲於 85 年 10 月 2 日至出海海釣後渺無音訊，其妻乙乃於 98 年 5 月 22 日至法院聲請死亡宣告，請

問法院應宣告甲於何時死亡？ 

(A) 85年 10月 2日下午 12時 (B) 92年 10月 2日下午 12時 (C) 92年 10月 1日下午 12時 (D) 98

年 5 月 22 日下午 12 時 

3.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處法，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 

(A) 提起復審 (B) 提起申訴、再申訴 (C) 提起訴願 (D) 得向主管機關陳請 

4. 下列何者適用行政程序法？ 

(A) 民意機關 (B) 司法機關 (C) 監察機關 (D) 考試機關 

5. 甲故意將乙之愛犬撞死，乙傷心至極，得主張權利？  

(A) 請求慰撫金 (B) 請求回復名譽 (C) 僅得請求金錢賠償 (D) 請求懲罰性賠償 

6.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權利?  

(A)言論自由 (B)出版自由 (C)通訊自由   (D) 集會自由 

7. 監察院提出糾正案後，應移送何機關處理？ 

(A)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B) 法院 (C) 行政院及其有關部會 (D)考試院 

8. 現代國家之司法，原則上不審查下列何種國家行為？ 

(A) 法律 (B) 行政處分 (C) 地方自治規章 (D) 統治行為（政治行為） 

9. 台灣某公司所製造之果凍，因疑似導致幼童食用窒息，遭美國法院判決應予賠償，在我國如遇到類

似案件，其賠償請求之依據係何種法律？ 

(A)公平交易法  (B)刑法 (C)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 (D)食品衛生法 

10. 法院判決送達後，當事人若不服第一審法院判決，可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救濟之程序，是為下列何者？ 

(A)抗告 (B)再審 (C)上訴 (D)重新審理 

11. 下述權利，何者不是消滅時效的客體？  

(A) 不當得利請求權 (B) 價金給付請求權 (C) 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D) 配偶同居請求權 

12. 當事人對於法院尚未確定之判決不服，得如何辦理？ 

 (A)抗告 (B)上訴 (C)提起再審 (D)請求總統撤銷 

13. 行政院之決策性質上，屬於下列何種制度： 

 (A)獨任制 (B)合議制 (C)獨裁制 (D)獨立制 

14. 下列何者非屬自治財政中之直轄市收入？   

(A) 罰款  (B) 規費  (C) 所得稅  (D) 工程受益費 

15. 依強制執行法規定，拍賣之不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由執行法

院定期再行拍賣時，執行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數額不得超過多少？ 

(A)百分之五十  (B)百分之三十  (C)百分之二十 (D)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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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法學緒論  

考試時間：80 分鐘 

系所： 

 政治法律學系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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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甲為犯罪幫派的首領，計劃犯罪，並指揮督導乙、丙犯強盜殺人罪，甲成立該罪的：  

(A) 教唆犯 (B) 幫助犯 (C) 共同正犯 (D) 間接正犯 

17. 下列何者非我國違憲審查制度之特徵？   

(A) 由司法院大法官掌理憲法解釋 (B) 為針對具體法律爭訟審判時，作附隨審查 (C) 得在無具

體法律爭訟案件中，對法律是否違憲進行審查 (D) 具憲法保障機能  

18. 下列關於聲請大法官解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行使職權之範圍得聲請 (B) 人民不須經法定程序提

起訴訟，即可聲請 (C) 人民可聲請審查法律、命令以及憲法增修條文 (D) 各級法院中，僅最高法

院與行政法院可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19. 下列那一種訴訟依法不得上訴到最高法院？①張三殺人被判死判②王五向小德借新台幣一百元不

還③黃六不服高等法院的離婚判決④林三拾獲李四的皮包占為己有 

(A)1、2 (B)2、4 (C)1、3  (D)3、4 

20. 行為時之法律以為罪，行為後之法律有變更，於我國刑法乃本於何種主義規範之？  

(A) 從舊從重 (B) 從舊從輕 (C) 從新從輕 (D) 從新從重 

21. 無代理權人以代理人之名義所為的法律行為，其法律效果為：  

(A) 無效 (B) 得撤銷 (C) 效力未定 (D) 有效 

22. 我國人民團體法，將人民團體分為那幾種？①職業團體②宗教團體③工會團體④公會團體⑤社會團

體⑥政治團體 

(A)125  (B)156  (C)2345   (D)125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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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消費借貸之約定利率超過周年百分之二十者：  

(A) 該約定無效 (B) 該約定撤銷 (C) 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利息，無請求權 (D) 該約定效力未

定 

25. 於執票人向發票人行使追索權，請求給付票據金額時，那一種票據的執票人可以於申請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行？ 

(A)匯票 (B)支票 (C)本票 (D)以上皆非 

 

二、申論題 50% 

試說明無權代理及無權處分兩者之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