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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816.htm 基本要求 准确把握法理

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及法律的基本理念和

价值；整体上把握大纲的内容，熟练掌握相关知识点，能够

对相关知识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判断；能够运用

法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提炼法律问题，从法学理论角度分

析具体法律事件、案件或现行制度；掌握法理学概念、知识

、原理与法律应用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 法的本

体 第一节 法的概念 法律职业与法的定义（法律职业的含义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特征） 法的现象 法的本质（关于法的

本质的主要学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法的

特征（规范性 国家意志性 普遍性 强制性 程序性）法的作用

（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 法的局限性） 第二节 法的价值 法的

价值的含义 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

判断的含义 两者的区别 区别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意义

）法的价值的种类（自由 秩序 利益 正义）法的价值冲突及其

解决 第三节 法的要素 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法律

规则与法律条文的区别 法律规则的分类） 法律原则（法律原

则的含义、种类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权利与义务（

权利、义务的含义、分类及相互关系） 法律概念 第四节 法的

渊源与分类 法的渊源的概念（法的渊源的含义 法的效力渊源

） 法的渊源的分类 当代中国法的渊源（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

和系统化（法规汇编 法典编纂）法的分类（成文法与不成文



法 国内法与国际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 根本法与普通法 一般法

与特别法） 第五节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法律部门（法律部门

的含义 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和原则） 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

含义 研究法律体系的意义）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公法、社会

法与私法的含义与区别 我国主要法律部门） 第六节 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的含义 法的效力范围 法对人的效力（法对人的效力

原则 法对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效力）法的空间效

力 法的时间效力（法的生效时间 法终止生效的时间 法的溯及

力） 第七节 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种类（法律关系的含

义与特征 法律关系的种类） 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主体的

含义和种类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关

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实现） 法律关系客体（法律关系客

体的含义和种类）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法律事实

、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 第八节 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概念和

种类（法律责任的含义 法律责任的特点 法律责任的种类 法律

责任与权力、权利、义务的关系） 法律责任的竞合 归责与免

责（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 法律制裁（

法律制裁的含义与种类） 第二章 法的运行 第一节 立法 立法

的定义（立法的含义 立法的特点 立法与法治） 立法体制（立

法权限 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 立法原则（合宪性与合法性原

则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原则 民主立法原则 原则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原则）立法程序（法律议案的提出 法律案的审议 法律

的表决和通过 法律的公布） 《立法法》与当代中国立法的发

展 第二节 执法与司法 法的实施和实现（法的实施和实现的含

义与方式 法的实现的标准） 执法（执法的含义 执法的特点 

执法的基本原则）司法（司法的含义 司法的特点及其与执法



的区别 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第三节 守法与违法

守法（守法的含义 守法主体 守法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

务 守法的目标与要求） 违法（违法的含义、种类与构成要件

） 第四节 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的含义 法律监督的实质和构成 

国家法律监督体系（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

与行政机关的监督）社会法律监督体系 第五节 法律解释与法

律推理 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含义与特点 法律解释的种类 法

律解释的方法） 法律推理（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点 法律推理

的类型）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职业、法律思维相互之

间的关系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法律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

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 第三章 法的演进 第一

节 法的起源 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及其与法的本质之间的关系 

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 法产生的过程与标志（法产

生的根源 法产生的主要标志 法与原始社会规范的主要区别） 

法产生的一般规律 第二节 法的历史发展 法的历史类型（法的

历史类型的概念 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 关于法的历史阶段的

其他划分方式 资本主义法（封建社会中后期资本主义因素的

法 资本主义法的产生 资本主义法的发展） 社会主义法（社会

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法产生的特点） 法的继承与法

的移植（法的继承的含义与根据 法的继承的内容 法的移植的

含义） 第三节 法的传统 法的传统的含义 中国法的传统的特

点 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含义 法的传统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的含义与结构 法律意识与法的传统、法

律文化） 法系（法系的含义 西方国家两大法系的含义与区别

） 第四节 法的现代化 法的现代化（法的现代化的含义 法的

现代性 法的现代化的动力来源 法的现代化的目标 法的现代化



的类型）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第五节 法治

理论 法治（法治的含义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从“法制

”概念到“法治”概念的过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方略的提出） 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

国家的含义 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条

件） 第四章 法与社会 第一节 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 法与社会

的一般关系 法的社会基础 法对社会的调整 法与和谐社会 法

与节约型社会 第二节 法与经济 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法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法与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对法的影

响 法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第三节 法与政治 法与政治的一般

关系（政治对法的作用 法对政治的作用） 法与政策的关系 法

与政策的区别（意志属性、规范形式、实施方式、调整范围

、稳定性与程序性程度等方面的区别） 法与国家（法与国家

的一般关系 法治与权力制约 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 依法执政与政治文明 第四节 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的联系 

法与道德的区别（产生方式、表现形式、调整范围、实施方

式等方面的区别） 第五节 法与宗教 法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宗

教对法的影响 宗教对司法程序的影响 法对宗教的影响） 第六

节 法与人权 人权的概念与层次（应有权利 法律权利 实有权

利） 法与人权的一般关系（人权与法律的评价标准 法与人权

的实现） 人权的法律保护（国内法对人权的保护 国际法对人

权的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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