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L5771《法學緒論(含大意)測驗題搶分題庫》勘誤表 

頁數 位置 原文 更正 

143 第 11 題選項 (D)總統 (D)全國人民 

144 答案—第 11 題 (C) (D) 

157 第 15 題題目  (刪除) 

160 第 56 題 (C)……社會力及… (A)……社會力，與何者較無關聯？ 
第 35 題答案 (A) (A.B) 163 

第 63 題答案 (B) (A) 

164 第 4 題選項(B) (B)普通法與任意法 (B)普通法與特別法 

答案--第 52 題 (D) (B) 176 

答案--第 96 題 (C) (A) 

179 第 23 題題目  (刪除) 

180 答案--第 22 題 (C) (A) 

181 第 9 題選項(A) 被動解釋兼採自動解釋 統一解釋兼採被動解釋 

188 第 26 題答案 (B) (BC) 

192 第 29 題選項 (D)司法部 (D)司法院 

197 答案--第 1 題 (B) (D) 

第 28 題選項 (D)從舊從新 (D)從舊從輕 
200 

第 31 題選項 (C)從新從輕主義 (C)從舊從輕主義 

202 答案--第 8 題 (A) (D) 
216 答案--第 96 題 (D) (C) 

217 答案--第 5 題 (A) (A)(B)皆正確 
答案--第 83 題 (A) (B) 
答案--第 87 題 (D) (A)(D) 234 

答案--第 97 題 (B) (C) 

231 第 113 題選項(C) 按權利所涉及的生活關係 按所涉及的領域 
237 答案--第 20 題 (B) (C) 

第 73 題選項(D) (D)立法院提修憲… (D)立法院提修憲案，公民投票複決之。 
242 

第 77、81 題題目  (刪除) 
250 第 153 題題目  (刪除，已過時) 
252 第 169 選項(D) (D)結社自由 (D)集會自由 

答案--第 19 題 (D) (A) 

答案--第 61 題 

(B) (C) 依照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規定，立法委員任期為四

年，而憲法本文之規定為三年(憲法第 65 條， 已凍結)，倘若題目

未指明到底是憲法本文之規定或增修條文之規定，建議一率以現行

憲法制度為主，即立法委員的任期為四年。 

254 

答案--第 159 題 (C) (D) 

 2L5771    P1/2



頁數 位置 原文 更正 

答案--第 172 題 (C) (D) 
254 

答案--第 177 題 (D) (C,D) 
261 第 30 題題目  (刪除) 

262 第 40 題題目 強姦罪是…… 通姦罪是……(答案不變) 

264 第 56 題選項(C) (C)從新從輕 (C)從舊從輕 
267 第 85 題  (刪除) 

答案--第 14 題 (D) (ABD) 

答案--第 50 題 (B) (C) 

答案--第 91 題 (C) (B) 
270 

答案--第 104 題 (C) (A) 
274 第 23 題  (刪除) 

答案—第 15 題 (C) (ABCD) 

答案—第 50 題 (D) (A) 
答案—第 98 題 (A) (AB) 

292 

答案--第 122 題 (A) (C) 
304 答案--第 21 題 (C) (D) 
316 答案--第 32 題 (A) (O)(無答案) 
320 第 5 題題目  (刪除) 
325 答案--第 1 題 (B) (C) 

表示：此次新增  

製表日期：2008.5.28  

千華數位文化公司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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