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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339.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

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本部分1-30题，每题1分，共30

分） 1.以下关于法的遵守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法的遵守的范

围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一切具有法的效力的文

件 B. 法的遵守的内容是指人们按照法的要求作出或不作出一

定的行为 C. 主观因素,如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在法的遵守中有

重要的意义 D. 守法首先必须遵守宪法，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

活动准则 答案：B 解析：a选项课本原话正确，守法的法是广

义的法，包括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法规，也包括非规范性

法律文件??判决，习惯法。b的错误在于，他的表述是守法的

内容只有履行义务，没有行使权利 2. 法律意识有不同的形态,

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以下几种

法律意识的形态中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文化、法

律传统，体现一个社会法制的总体发展程度的是： A. 社会法

律意识 B. 法律思想体系 C. 立法意识 D. 执政党的法律意识 解

析:A从主体的角度去分析,只有A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体. 3. 赵某

与王某为邻居,常有口角。一天，由于王某养的羊吃了赵某菜

地上的菜，赵某大怒，遂砍伐王某屋前的果树十棵。王某向

乡派出所控告，乡派出所接到控告，经调查后，以县公安局

的名义对赵某作出5天的拘留决定，并责令赵某赔偿王某200

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王某因对果树享有所有权而形

成的法律关系属于保护性的法律关系 B. 县公安局与赵某形成

了平权的法律关系 C. 赵某因砍伐王某的果树而形成的损害赔



偿关系属于相对法律关系 D. 赵某因砍伐王某的果树而形成的

损害赔偿关系属于一般法律关系 解析:C损害与赔偿是一对应

的法律关系,而B中的平权是显然错误的,行政机关与赵某是管

理与被管理. 4. 下列有关法的特征的表述,哪项为正确的组合 

①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均有约束力，

为人们提供了行为的标准，因而具有法的特征和效力 ②一位

党的干部一受贿被判处刑罚，同时被开除党籍，这些都是法

的实施方式的体现 ③法是司法机关的办案依据，因此，可作

办案依据的典型判例、行政规章、国家政策都可列入法的范

畴 ④法的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由于北京市地方法规只能在

北京市有效，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 A. ①④ B. ②③④ C. 

都不正确 D. ④ 解析:C,1的主体不是适格的立法主体.2开除党

籍是党纪的适用,3判例法在我国尚为获得承认.4地方法规是法

的组成部分. 5. 根据法律行为的行为主体种类不同,法律行为可

以分为哪几种? A. 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B. 抽象法律行为

和具体法律行为 C. 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D. 国家法

律行为、集体法律行为和个人法律行为 解析:D问题中问主体

种类,只有D中出现了三种主体. 6. 第53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可以制定实

施细则，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一规范

属于： A. 委托性规范 B. 授权性规范 C. 非确定性规范 D. 准用

性规范 解析A授权立法的立法主体为接受授权者。委托立法

的立法主体应当是委托一方而不是接受委托者，其立法权限

受委托方限制。 7. 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１５

８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扰乱

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



法进行、国家和社会遭受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从结构上看

，这一法律规范缺少什么？ A. 假定 B. 处理 C. 制裁 D. 行为模

式 解析A在此题目中“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

前未给出假设至损。 8. 法学中所称的法律渊源，通常是指 A. 

法律来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B. 根据法律效力来源的不同

而形成的不同分类 C. 法律规范的内在联系性 D. 法律表现为

各种部门法、法律制度、法律关系 解析：B注意关键词“效

力来源” 9. 于某的父亲不幸逝世,于某和他的母亲继承了父亲

的遗产.这里引起继承关系发生的是 A. 法律行为 B. 法律事件

C. 法律关系 D. 违法行为 解析：B行为是作为或不作为，事件

是发生。 10. 下列哪一选项是我国法律部门划分的首要标准

A. 法律调整的方法 B. 法律调整的范围 C. 法律调整的对象 D. 

法律调整的后果 解析：C对象即该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记住是首要标准。 11. 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可以分为 A. 宪法

、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经济法、诉讼法、环境法等 B. 宪

法、行政法规、规章、环境法、劳动法、诉讼法、经济法等

C. 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经济法、国际经

济法等 D. 宪法、特别行政区法、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和单

行法规等 解析：A。用排除法，B中的行政法规错，C中国际

经济法错，D中除宪法外都不是法律部门。 12. 下列关于法的

效力的表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A. 一切法律的效力级别高低和范

围大小是由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基本的法律所规定的 B. “

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溯及力”，这种说法在法学上被

称为“从新原则” C. 法律不经公布，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D. 

法律生效后,应该使一国之内的所有公民知晓,所谓“不知法者



得免其罪” 解析：C题目交代只一个正确，那么C是个常识。

13. 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为 A.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行政法次之

B.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C。地方性法规的

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D。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

地方性法规、规章 解析C立法法第八十条规定：“地方性法

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所以本人认为该

题目答案是错误的，最符合题目的答案是A。 14。下列有关

公民权利能力的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所有公民的权利

能力是相同的 B。公民具有权利能力，并不必然具有行为能

力 C。权利能力也包括公民承担义务的能力或资格 D。权利

能力是公民构成法律关系主体的一种资格 解析：A权利能力

包含承担义务的能力，所以必然不尽相同。 15。夫妻间有相

互扶养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 A。行为 B。非物质

财富 C。物质财富 D。无形财产 解析：扶养本身就是一种行

为。 16。“国务院根据本法可以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条例、

规定。”该法条属于 A。委任性规则 B。选择性规则 C。授权

性规则 D。非确定性规则 解析：A所谓委任性规则，是指内

容尚未确定，而只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由相应国家机关通

过相应途径和程序加以规定和加以确定的法律规则。 17。我

国《商标法》第25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

让人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商

标商品的质量。”此法律条文缺少 A。假定 B。处理 C。法律

后果 D。行为模式 解析：C，此题目中未给出由此转让行为

产生的结果。 18。根据我国先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下列选项

中哪一行为不能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 A。家住在偏远山区

的李某将到自己家入室盗窃的王某捆绑起来，关押了4个小时



，才将其送往离自己家50公里的乡派出所 B。张某在与一青

年打架时，拔刀将其刺成重伤 C。医生经患者同意，将其有

癌变的胃切除 D。许某盗窃一价值500元的电视机，10年后被

查出 解析：B，打架的行为本身违法，不受法律保护。 19。

朱某是一大学教授兼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次，他作为张某

抢劫案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依刑法理论对抢劫罪的犯罪构

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综合其他方面发表了辩护意见，被

法院采纳。该教授的辩护意见属于 A。司法解释 B。学理解

释 C。有权解释 D。正式解释 解析：B，该题考核点在于法律

解释权的主体。 20。李某是某机关财务人员，他向检察院举

报本单位领导胡某收受贿赂的行为，结果一直没有消息，后

来他得知原来胡某的弟弟在该检察院工作，所以就把举报信

私自扣下了。于是李某便向上一级检察院举报胡某的行为。

李某的这一行为属于下列哪一种 A。法的适用 B。法的遵守 C

。法的执行 D。法的解释 解析：B法律实施有三种基本形态

：一是法的执行，即国家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二是法的遵

守，要求国家机构、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严格按

照法律的要求作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

权；三是法的适用，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和程序适用法律。 21。违法行为的最

本质特征是 A。主观存在过错 B。应受法律制裁性 C。违法性

D。社会危害性 解析：C此题问题就是答案，既然问违法行为

，那么最本质的当然就是违法性。 22。按照狭义的解释，下

列哪一行为属于法的适用 A。某甲以自己未达法定结婚年龄

为由，拒绝与女友结婚 B。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对贪污行

为进行侦查 C。海关工作人员对有走私嫌疑的人进行扣留检



查 D。法院审判员在办案中发现两人发生口角，而依事实和

法律进行劝解 解析：B见第20题解析之三。 23。下列哪个选

项不属于我国国家监督体系 A。国家审计机关对于国家的财

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财务收支的监督 B。各级人民法

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不符合宪法、

法律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撤消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对法律实施的合法性进行的监督 解析：D了解中国特色

的话就知道，政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此题无须解析。 24。

下列关于法的执行的特点表述错误的是 A。法的执行是以国

家名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具有国家权威性 B。执法的主

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 C。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

活动 D。执法具有主动性和全面性 解析C既然是全面管理，

就不单是从个别到一般。另外此题中答案D也存在将单方面

性换成了全面性的问题。 25。“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

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

定的良好的法律”。这段话是最先由谁阐述的 A。马克思 B

。恩格斯 C。亚里士多德 D。奥斯汀 解析：C纯记忆问题。

26。从法的起源看，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与国家同时

产生 B。是从来就有的 C。不是从来就有的，整个原始社会

都没有 D。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萌芽于原始社

会末期 解析：D此题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须分析和强

行记忆。 27。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

则，适用法律时是否还要以党的政策为指导 A。就不应以党

的政策为指导 B。有时也要以党的政策为指导 C。仍然要以

党的政策为指导 D。法律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 解析：C

做此题目时想想政法委的作用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28。历史



法学派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法学派别，下列哪个选项代表该

学派的观点 A。法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B。

法象语言、风俗、政治一样，是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的 C

。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D。法是在所有人

中确立的，并得到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 解析：B关于

某一学派的观点，这个问题只能强行记忆。 29。下列有关公

法和私法的表述，哪项是不正确的？ A。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来的 B。按照乌尔比安的解释

，公法是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私法是以

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 C。通常认为，宪法、刑法、行

政法属于公法，而诉讼法、民法、商法属于私法 D。“我们

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

于公法范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这一段话是由列宁讲的

。 解析：C诉讼法属于公法。 30。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法律关

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

系。下列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相互关系的表述中，哪种说法

没有正确揭示这一关系 A。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有主、次之分 B。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义务 C。权利

和义务的存在、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D

。义务的设定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 解析：B权利、义

务两者之中权利是居于第一位的。 31.以下不属于秦代定罪量

刑的主要适用原则为( ) A.诬告反坐 B.亲亲得相首匿 C.自首减

轻处罚 D.累犯加重 答案：BB亲亲得相首匿是汉宣帝时期确立

，是汉律儒家化的反映。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的思想。 32. 罗马法中法人制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法人概念和术语，但罗马法已经存



在初步的法人制度。 B．罗马法上法人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

人两种 C．依照罗马法，宗教团体属于社团法人 D．法人的

设立采用自由主义，可以无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许 

答案：D法人的成立必须符合3个条件：物质基础，最低法定

人数，经过元老院的批准。教材122页。3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公布成文法是（）A、竹刑 B、铸刑书 C、铸刑鼎 D、法经 答

案：B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将郑国法律铸在象征诸侯权位

的鼎上，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公元

前530年郑国大夫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刑书

，称竹刑。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公布成文

法基础上制定《法经》。 34.在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中刑法

适用原则，对官吏犯"公罪"或"私罪"，在概念上作明确划分的

是（）朝A．汉B．唐C．明D．隋 答案：B唐律规定公罪从轻

，私罪从重。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

权的积极性，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

证法制的统一。35.唐律规定，不同国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相

犯，处理的原则是适用（ ）A．当时国际通例B．唐朝的法

律C．各族外国的法律D．按具体情况分别论处 答案：B唐律

化外人原则[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

者，以法律论]，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相犯者，按唐律处罚，

实行属地主义原则。36.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死刑复奏制

度"最初正式确立于( ) A 北魏太武帝时期 B 唐代太宗时期 C 秦

汉时期 D 西周时期 答案：A 北魏太武帝时期，正式确立死刑

复奏制度，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基础。37.以下关于中

国各历史朝代司法机关的说明，不正确的是A．西周时期中

央设大司寇，负责实施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B.



汉代时期廷尉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C.唐代沿

袭隋制，皇帝以下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

。D.明清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 答案：B汉

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负责法律监

督。廷尉为中央司法长官38.1789年8月26日，经过激烈的争论

，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以

下那些不是否《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提出的民主法制原则

主要有( ) A 宣布人权是"天赋的"，是"神圣不可侵犯 B 确立了"

人民主权"，"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 C 提出了资产阶

级法制原则 D 规定法国实行责任内阁制 答案：Ｄ人权宣言提

出的民主法制原则主要有：１）宣布人权是"天赋的"，是"神

圣不可侵犯；２）确立了"人民主权"，"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

民主原则，３）提出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人权宣言不仅奠

定了法国宪政制度的基础，而且是多部法国宪法的序言

。39.1804年3月21日，法国正式颁布《法国民法典》，也称为

《拿破仑法典》。关于法国民法典以下说法错误地是：A.是

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早期的民法典。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

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的立法精神。B.第一部正式设立

法人制度。C.贯彻了资产阶级民法原则，具有鲜明的给革命

性和时代性。D．体现了契约自由的原则。 答案：B德国民法

典首次规定了法人制度，承认法人为民事权力主体，依法享

有独立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是第一部全面规定法人制度的

民法典。 40．下列哪一选项不属于我国西周婚姻制度中婚姻

缔结的原则？ A．一夫一妻制 B．同姓不婚 C．“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D．“七出”、“三不去” 答案：D 解析：D是

婚姻解除制度41．下列有关清末变法修律和司法体制变革的



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清末修律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改变

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

程序法之间的差别 B．清末修律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

开始解体，同时也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C．

在司法机关改革方面，清末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

最高审判机关；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检察和司法行政事

务，实行审检分立 D．清末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

用制度 答案：C 清末司法制度改革实行审检合署，大理院也

是检察机构。42．衡平法是判例法的一种形式。下列有关衡

平法的表述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A．衡平法是通过大法官法

院的审判活动发展起来的，衡平法遵循的原则是“公平”和

“正义”，又称“大法官法” B．英国16世纪正式形成了衡

平法院，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于普通法的衡平法体系 C．

衡平法程序简便、灵活，法官判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D．

衡平法的形成深受罗马法影响，是罗马法原则在英国的具体

运用 答案：B 解析：15世纪形成衡平法院43．下列有关德国

法和法国法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德国封建时代最著

名的习惯法汇编是1220年的《加洛林纳法典》 B．在拿破仑统

治时期，法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但尚未形成“六

法”体系 C．魏玛共和国时期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

，如《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德国改造法》等 D．由

于德国民法具有“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基础，相对于19世

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而言，其结构更加严谨，概念更加准确 

答案：D 解析：A应该为《萨克森法典》，B拿破仑时期已经

形成六法体系，C《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德国改造



法》是纳粹时期颁布的。 44.《法经》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具

有重要的地位。下列有关《法经》的表述哪一项是不准确的

？ A.《法经》为李悝所制定 B.《盗法》、《贼法》两篇列为

《法经》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思想 C.《

法经》的篇目为秦汉律及以后封建法律所继承并不断发展 D.

《法经》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答案：D 解析：法经

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45.中国清末修订法律馆

于１９１１年８月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下列有关该草案

的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大清民律草案》的结构顺序是

：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 B.日本法学家参与了《大清

民律草案》的起草工作 C.《大清民律草案》的基本思路体现

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 D.《大清民律草案》经正

式公布，但未及实施，清王朝即告崩溃 答案：D 解析：《大

清民律草案》并没有颁布 46，关于英国的法律制度说法不正

确的是（ ） A. 英国于19世纪后期司法改革取消了普通法院与

衡平法院两大法院系统的区别，统一了法院组织体系 B. 英国

上议院是实际上的最高法院 C. 英国律师传统上分为两大类：

出庭律师、事务律师；事务律师从事一般法律事务，不能出

庭辩护 D. 陪审团只对案件的事实部分进行裁决，此裁决一般

不允许上诉、陪审制度不适用于民事诉讼 答案：C 解析：事

务律师可以在低级法院出庭 47，关于大陆法系说法不正确的

是（） A． 大陆法系渊源于古罗马法，最后于19世纪发展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法系 B． 大陆法系分为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

两个支系 C． 大陆法系法律基本结构是在公法和私法的分类

基础上建立的，传统上公法指宪法、行政法、刑法及诉讼法

，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 D． 大陆法系法官通常采用归纳法



，即将法典中的高度概括的法律原理进行具体化，然后适用

于案件 答案：D 解析：大陆法系通常采用演绎法。 48，关于

西周时的法律制度说法正确的是（） A、 西周时的借贷契约

称为质剂 B、 西周禁止同姓为婚，首先是为了“附远厚别”

，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性贵族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

法制度 C、 六礼的顺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

亲迎 D、 西周时期，在宗法制下已经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答案

：C 解析：课本92页 49，下列哪些国家或地区的法不具有很

强的大陆法系因素() A.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B. 美国的路易斯安

那州 C. 英国的苏格兰 D. 中国香港 答案：D 解析：香港法属

英美法系 50，日本明治宪法是（）宪法 A． 刚性、协定、成

文 B． 柔性、钦定、成文 C． 刚性、民定、不成文 D． 刚性

、钦定、成文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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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下列关于

这一说法的理由正确的是 A。法律重视程序，不讲效率 B。

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而无法干预人的思想观念 C。法律

强调稳定性，避免灵活性 D。法律反映客观规律而不体现人

的意志 解析：D错误地理解了法律的社会性，即法律总是体

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52。下列哪些情况不属于法律关系的



范畴 A。限制行为能力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

B。无效的合同关系 C。政党、社团章程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关系 D。奴隶主对奴隶之占有使用关系 解析：无效的合同自

身并不能产生法律关系，法律规定无效合同当事人互负返还

利益、恢复原状的义务也是基于不当得利之债，而非合同之

债；政党、社团章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不是法律关系中

的内容?D?D即政党、社团章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不是法律

关系中所要求的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 53。下列有关“法的渊源”的表述哪些是不正确的 A。法

的非正式渊源，是指不能被国内法院适用的法的渊源，如正

义标准、理性原则、习惯等 B。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主要是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做出

的分类 C。根据“条约必守”的原则，一切国际条约、国际

惯例均构成我国法的渊源 D。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国家政策

可以作为我国法院审理案件时的依据 解析：法的非正式渊源

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

和观念，它在适用上具有补充性和间接性的特点，但绝不是

不能被法院适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主

要是根据其效力层次而做出的分类；根据“条约必守”的原

则，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均构成我国法的

渊源。 54。法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特

点，下列关于其特点的阐述正确的有 A。法的原则能够在很

长的过程和较大的范围对人们的行为起指导作用 B。法的原

则覆盖的领域较法律规范大 C。法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其确定需要较长的时间 D。法的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

理性原则 解析：法律原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确定需要较



长的时间，而法律原则是指被实在法接受为法律规范内容的

法律原理，它的确定并不需要较长的时间。 55。某甲因为打

架被判处拘役，对受害人给付赔偿费800元，同时被所在单位

开除工职。他所受的法律制裁有 A。刑事制裁 B。民事制裁 C

。经济制裁 D。行政制裁 解析：我国法律规定的制裁中并没

有经济制裁这一类型。 56。对法律进行分类，可以从不同的

标准、角度出发。一般来讲，根据不同的法律形式，可以把

法划分为以下几类 A。国际法与国内法 B。根本法与普通法 C

。一般法和特别法 D。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解析：按照法的创

制与适用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按照法的

效力、内容和制定程序的不同，可以分为根本法与普通法；

按照法的效力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法与特别法；按照

法的创制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57。某林区村民小王为盖房欲去山上砍伐几棵国有树木。村

长对他说，未经许可砍伐国有林木属于乱砍乱伐，是违反国

家《森林法》规定的，于是小王听从了村长的劝导，放弃了

去砍树的念头。该事例说明法有以下几种功能 A。指引功能

B。评价功能 C。教育功能 D。强制功能 解析： 58。产生法

律责任的原因主要有 A。侵权行为，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

利等 B。违约行为，违反合同的有关规定 C。法律规定，法

律直接规定行为人对其行为负责 D。犯罪行为 解析：A可产

生民事、刑事、行政责任，B可产生民事责任，C可产生民事

、刑事、行政责任，D可产生刑事责任。 59。责任法定原则

是法治原则在法律责任认定和归结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下列

哪些是该原则的要求 A。法律责任应该由法的规范预先规定

B。不允许任何法的类推适用 C。国家不能用今天的法要求人



们昨天的行为 D。没有法律授权的任何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

不能向责任主体认定和归结法的责任 解析： 60。下列关于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表述哪些是错误的 A。国际法就是国际条约

B。国内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在领陆范围内适用的法

律 C。国内法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均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D。国

际法是国内法的渊源 解析：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

与一般性法律原则；国内法指由特定国家创制并适用于该国

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并非国内法的一切规范性文件都可

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就只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为当

代中国法的渊源，两者是互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互相秀、

互为补充，但彼此之间不发生渊源关系。 61。法的本质主要

表现在 A。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B。法是统治阶级整体

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 C。法是被奉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

的意志 D。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

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解析：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统

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整体性；不

仅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而且包括法本身，都是由统治阶级

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62。一般认为，自由、

正义、秩序是法的价值，但它们之间有时会存在冲突，当发

生冲突时，进行选择的原则是 A。平等适用原则 B。价值位

阶原则 C。个案平衡原则 D。比例原则 解析：由于法在个案

中的所体现的价值的强度是不同的，因此不应平等适用。 63

。下列哪些行为必须经有关国家机关履行一定的手续加以证

明，才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 A。王明和李丽

结婚 B。某公司职员经公司委托购买一批体育器材 C。小张



向小谢转让他的私房3间 D。小马以自己的房屋为自己的债务

提供抵押 解析：结婚需要登记才能产生法律关系；委托关系

的产生只需要当事人的合意，不需要国家机关的介入；物权

法定决定了物权的变更也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房屋

所有权只有经过房管部门的登记才发生变更的效力；《担保

法》规定以建筑物为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否则抵

押权不生效。 64。法典编纂是 A。是规范性文件系统化的一

种方法 B。尽可能把同一部分的法律编入同一法典中 C。国

家的立法活动 D。只可由国家机关或学者进行 解析：法典编

纂是国家的立法活动之一，只能由国家的立法机关进行。 65

。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是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

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C。全国人大常委会 D。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解析：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依《宪法》的规定只有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第六十七条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施。 66．下列有关我国唐宋时期法制的表述

哪些是正确的？A．《永徽律疏》不仅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

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B．《宋刑统》不仅是一

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

颁行的法典C．自首、类推、化外人、区分公罪与私罪等原

则都是唐律中重要的刑罚原则D．唐代和宋代在中央司法机

构的设置上是一致的，即在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

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 答案：ABCD 见

教材P10167．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生了许多发展变化，对

后世法律具有重要影响。下列哪些表述正确揭示了这些发展



变化？A．《北齐律》共12篇，首先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

律一篇B．《魏律》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

“八议”制度C．《北周律》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D．《

北魏律》与《陈律》正式确立了“官当”制度 答案：ABD 解

析：《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68．下列有关古罗马《国法大

全》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A．《国法大全》包括《查士丁

尼法典》、《法学阶梯》、《法学汇编》、《查士丁尼新律

》B．《国法大全》是由乌尔比安主持编纂的C．《国法大全

》的问世，标志着罗马法达到了最发达、最完备的阶段D

．12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将《国法大全》的研究变成一门

科学，为罗马法复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答案：ACD 解析：

《国法大全》是由查士丁尼亲自督促下，由众多法学家参与

完成的。 69、西周时期的契约形式有：（）A、质B、剂C、

傅别D、左券 答案：ABC 见教材P9270、下列哪些是秦代的刑

法适用原则A、区分故意与过失B、累犯加重处罚C、区分公

罪与私罪D、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 答案：ABD 见教材P97

C项为唐朝刑法适用原则71、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

发展变化的说法正确的是：A、《魏律》规定了八议制度B、

官当制度最早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C、《北齐律

》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并将其置于律首D、北魏太武帝时

正式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 答案：ABCD 见教材P98-9972、清

末修律的主要特点是：（）A、它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摇

摇欲坠的反动政权的骗局B、内容表现为封建主义传统和资本

主义法律新成果的混合C、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D、受

英美法系影响较大 答案：ABC 见教材P11373、下列关于唐宋

时期的诉讼制度正确的是：（）A、唐代规定对于人赃俱获



，但经考讯仍不认罪的人犯，可以根据正确定罪B、唐律规定

有对于特权身份的人和老幼废疾之人禁止使用刑讯，必须有

三人以上证实其犯罪才能定罪C、两宋时期注重证据，原被

告均有举证责任D、南宋时期中央司法机关制有专门的检验

科目，全国通行，并出现了《洗冤录》等世界最早的法医学

著作 答案：ABC 见教材P112 D项不是中央司法机关制有专门

的检验科目74、下列关于清代的例的说法不正确的是：（）A

、条例是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B

、成例也是事例的一种C、事例是皇帝就某项事务发布的"上

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的建议，在审判中具有普遍的法

律效力D、则例专指刑事单行法规 答案：ACD 见教材P10875

、下列关于我国唐代时期的司法制度描述正确的是：（）A

、唐代大理寺掌管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

刑以上案件，同时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B

、唐代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参与疑难

案件的审判，而且还是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C、《唐六

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D、监察御

史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

重大案件 答案：ABC 见教材P109－110 P11276、下列关于我

国古代司法制度的说法中正确的是：（）A、唐代的三司推

事制度是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临时组成的专门

审理中央重大案件的制度B、明清时期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

核死刑案件C、清代朝审与秋审均是死刑复核程序D、明代九

卿会审制度（又称圆审）审理的案件都是已经判决但囚犯仍

翻供不服之案，实质也是复核程序 答案：BC 见教材P11277、

罗马法上的物权包括()A、所有权 B、役权（地役权、人役权



） C、地上权与永佃权 D、担保物权（质权等） 答案

：ABCD 见教材P12378、下列对法国1791年宪法的说明正确的

是：（）A、这部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言B、依照该宪法

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C、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D

、该宪法确立了参事院是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和行政诉讼的

终审法院的性质 答案：ABC 见教材P13079、下列关于德国民

法典的说法正确的是：（）A、该法典在亲属法方面保留有

中世纪家长制的残余B、该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较多的日

尔曼法的因素C、该法典在民事责任方面确认了过失责任原

则D、由于该法典制定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时期，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有所限制 答案：ABC 

见教材13280、下列关于现代美国法的论述中正确的是：（

）A、制定法数量大量增加，法律的系统化明显加强B、由于

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力机关权力的扩大，行政命令的作用和

地位日益显著，政府的委托立法议案在议会中占据了优势C

、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大量颁布D、法学教育中心从律师事

务所转到了法学院校 答案：AC 见教材P125三.不定项选择

题81.AC 82.ABCD 83.ACD 84.ABCD 85.ABCD86.A 87.BC 88.D

89.ABCD 90.ABC 91AB 92BCD 93ACD 94BCD 95ABCD 96C

97ABCD 98ACD 99ABD 100ABD 81。下列有关法的阶级本质

的表述中，哪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学说？

A。一国的法在整体上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

志的体现 B。历史上所有的法律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

映 C。法的本质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 D。法所体现的统治阶

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内部各党派、集团及每个成员意志的相

加 解析：B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在阶级斗争激烈对抗的条件



下，统治阶级为了缓和与被统治阶级的某些矛盾，会在立法

中对被统治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规定一些符合被 统治阶级

利益、反映其某些愿望和要求的内容；D法所体现的统治阶

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而

不是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 82。下列有关宪法的指引作用的

表述中，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宪法指引的主体包括国家

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 B。宪法指引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C。宪法指引的效力具有最高性 D

。宪法的指引贯穿着民主的基本精神 解析：ABCD都是由宪

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83。法律权利的内容是下

列哪些权利要素的统一？ A。自由权 B。生存权 C。请求权 D

。胜诉权 解析：法律权利的内容实际上是自由权、请求权与

诉权的统一。 84。下列关于法的价值的说法正确的有 A。法

的价值具有预见性 B。法的价值具有应用性 C。法的价值的

主体具有普遍性 D。法的价值的载体具有特定性 解析： 85。

根据法学基础理论，法律的规范作用是指 A。指引作用 B。

评价作用 C。教育作用 D。强制作用 解析：法的规范作用包

括：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教育作用

。 86。法的作用也有局限性，表现在 A。法只是社会规范的

一种，在许多社会关系领域或很多问题上，采用法律手段是

不适宜的 B。法和其他社会规范一样，不能为人们所完全掌

握 C。法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才是

最根本的 D。在法治社会里，法才起作用，否则就不起作用 

解析：法的作用的有限性表现在：法只是众多社会关系调整

手段中的一种；法作用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法

自身特点而产生的有限性。 87。下面的法律规定中，哪些不



属于法的要素中的法律规则 A。《刑法》第216条规定“假冒

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单处罚金。” B。《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与改善

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C。《刑法》

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审判

、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D。《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

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秩序。” 解析：法律规则的三要素

：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BC两项均不符合这三要

素。 88。下列关于法律部门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关系阐述正

确的有 A。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应一个法律部门 B。规范

性文件与相应的法律部门是同一概念 C。一种社会关系就只

能由一个法律部门来调整 D。同一规范性文件性质上可以属

于不同的法律部门 解析：一个法律部门可能包含不止一个规

范性法律文件，如民法法律部门部门就由《民法通则》与基

于单行民事法律组成；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和原则所划

定的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规范性法律文

件只是其组成内容，在本质上两个概念；有的社会关系需要

由数个法律部门来调整，如经济关系就需要由民法、经济法

、行政法、劳动法等调整；如《专利法》从保护公民的知识

产权角度可属于民法 ，从对专利事务进行行政管理的角度可

属于行政法。 89。下列哪些是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A。

责任法定原则 B。公正原则 C。效益原则 D。合理性原则 解

析：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基本原则有：责任法定原则、公正

原则、效益原则、合理性原则。 90。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

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法律责任是法律制裁的前提 B



。法律制裁是法律责任的结果和体现 C。有法律责任不一定

有法律制裁 D。法律责任是法律制裁的后果和体现 解析：法

律制裁是法律责任的后果与。 91，下面哪些是罗马法中就正

式存在的概念（） A、 人格 B、 债 C、 法律行为 D、 法人 答

案：AB 解析：法律行为和法人是德国民法典确立的概念。 92

．关于法国民法典说法正确的是（） A.体例仿照了《罗马法

大全》中《学说汇纂》的模式 B.《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

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核

心和基础 C.它保留了很多封建残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

了传统法律制度 D..法典对所有权明确定义，强调了所有权绝

对无限制的特点 答案：BCD 解析：法国民法典依照了《法学

阶梯》的模式 93，下列关于普通法说法正确的是（） A、 普

通法指的是英国12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的，由普通法院创制的

通行全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 B、 普通法是判例法，是在大法

官审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C、 普通法墨守成规，诉讼程序受

程式主义严重束缚，令状制度刻板、僵化 D、 普通法注重程

序，对当事人来说，得到令状比诉请的判决更重要，即“救

济先于权利” 答案：ACD 解析：普通法是在王国习惯法的基

础上形成的。 94，关于美国宪法说法正确的是（） A、 美国

联邦宪法在费城制定，于1787年生效 B、 美国各州有自己的

州宪法 C、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审理有关案件解释宪

法，有权裁定所涉及的法律是否违宪，宣布违反联邦宪法的

法律无效 D、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 答

案：BCD 解析：美国联邦宪法于1789年生效 95，日本1946年

和平宪法具有哪些特点（） A、 天皇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B、 实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 C、 放弃战争，仅保留自卫



权 D、 扩大国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答案：ABCD 96，关于西

周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说法正确的是（） A、 亲亲，即要求

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亲压疏

B、 五礼中的吉礼是指冠婚之礼 C、 西周时期的礼已经完全

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 D

、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指对庶人不适用礼的规范

，对大夫不适用刑罚 答案：C 解析：课本92页 97，关于商鞅

变法说法正确的是（） A． 商鞅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

普遍性 B． 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C． 主张“以法治国”

“轻罪重刑”“以吏为师” D． 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旧

势力车裂而亡，但其变法成果被秦国继承和发扬 答案

：ABCD 解析：商鞅虽死，其法尚存 98，汉律儒家化的表现

是（） A． 上请 B． 八议 C． 亲亲得相首匿 D． 春秋决狱 答

案：ACD 解析：八议是魏律中确立的 99. 清末刑法典修订活

动中《大清现行刑律》与《大清律例》不同之处有（ ）A．

改律为刑律B．废除了一些诸如凌迟等残酷的刑罚手段C．抛

弃了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确立了总则和分则两篇，后附《

暂行章程》5条。D．取消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总目 答案：ABD《大清现行刑律》只在形式上对《大清律例

》稍加修改。《大清新刑律》抛弃了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

将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篇，后附《暂行章程》5条，是中国

第一部近代意义的专门刑法典。 100.关于《十二表法》的特

点，下面说法正确的有( )A．诸法合体 B．其中以私法为主要

内容 C．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完全体现平民利益 D．程序

法优于实体法 答案：ABD参见教材120页。其特点为诸法合体

，私法为主，程序法优于实体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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