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學訊
-第 1 期‧創刊號-

本期要目
創刊詞
本系赴德交流 蓄積學術動能
105 下期中考重點複習-行政法
105 下期中考重點複習-社會福利行政
法師說法：不合理的合理懷疑？

《創刊詞》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nou）。空大社
會科學系學訊所含括之內容除原先空大學訊與
空大專版的主題之外，尚加入了本系的開課訊息、
活動報導…等，期盼透過網路散佈資訊的速率，
不僅可以讓外界更加瞭解本校與本系，也希望創
刊後的社科學訊可以全方位地服務廣大的空大
學生！
【文/呂秉翰主任（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本校定位為華人終身學習的數位典範大學，
一向以遠距教育與數位教材作為教學上的重要
特色，除此之外，學校過去發行了空大學訊與新
生報空大專版，藉此補充並強化隔空教育之成效。
嗣後空大學訊與空大專版因故停刊，本系有鑑於
網路時代的訊息傳遞對於教育的傳播更加重要，
乃決定賡續前項傳統但改由自行發刊「空大社會
科學系學訊」
，並以電子報方式於每年的 3、5、7、

本系呂秉翰主任與林谷燕副教授在今年校
方的支持之下，於 2 月間遠赴距離臺灣一萬公里
以外的歐洲德國進行訪問及交流，並與德方學術
單位簽署相關合約，成果十分豐碩，對於未來本
系的發展具有實質的重要意義。
本次造訪德國，其實在成行之前是經過長達

10、12 月各發行一期，每期發行後會公布於本系
的網頁（http://social.nou.edu.tw/）與臉書粉絲團

半年的接洽與聯繫的，成行後，歷經 13 個小時
的長途飛行，下機後未俟休息，呂主任與谷燕老

《本系赴德交流 蓄積學術動能》

【圖/張鐸嚴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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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便立即造訪了徐拜爾行政大學專攻社會法的
Janda 教授，雙方除洽談並瞭解兩校之境況及發
展之外，呂主任並邀請 Janda 教授日後來台參訪
及演講。之後的在德期間，呂主任與谷燕老師還
前往德國勞動部（就業發展署）附屬大學與佛萊
堡基督教大學簽署合作協約，德國勞動部附屬大
學由校長 Frey 教授與 Yasemin 教授出面接待，雙
方除簽訂德國學生來台實習合約之外（已安排 5
位德籍學生於 5 月間來臺實習），同時 Frey 校長
表達對於本校之遠距教學模式甚感興趣，呂主任
與谷燕老師則藉機邀請 Frey 校長與 Yasemin 教授
來台蒞校參訪，兩位教授則表示甚有意願，極有
可能在明年時到訪。佛萊堡基督教大學則由該校
「高齡者、市民社會及參與研究中心（AGP）」

圖 2：呂主任與林谷燕老師與德國勞動部（就業發展署）
附屬大學校長 Frey 教授、Yasemin 教授會晤

的中心主任 Klie 教授親自接待，雙方除洽談日後
交流合作之重要方案之外，並就若干學術交流方
案形諸明文並簽訂協議合約，期盼為該研究中心
與 本 系 之合 作 與互 動建 立 起 新的 學 術伙 伴關
係。
在不甚容易的有限資源之下，本系能夠順利
出訪德國並簽訂交流合約，不僅有利於提升本校
與本系的聲譽與能見度；亦且，在商議會晤的過
程當中，可汲取德國專業研究發展之成果與經驗，
有利於拓展本系教師之學術視野。此外，本系主
動積極與德國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與對話，更是有
利於蓄積學術研究之動能。

圖 3：呂主任與林谷燕老師與佛萊堡基督教大學 AGP 研究
中心的 Klie 教授會晤

【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105 下期中考重點複習-行政法》
本次行政法期中考命題範圍為課本的第 1 章
第 1 節至第 5 章第 3 節（第 1～169 頁）
，數位學
習平台上的媒體教材則為第 1 講至第 19 講。至

圖 1：呂主任與林谷燕老師與徐拜爾行政大學 Janda 教授
（手持空大旗幟者）及相關人士會談

於考試題型，分別是「解釋名詞」50 分與「問答
題」50 分。以下就各章之重點提醒同學們在考試
前務必再加複習，確實掌握並清楚瞭解這些專業
概念的內涵，必能取得高分：
「第一章通論」
：國庫理論、形式法治國家、
實質法治國家、國庫行政、雙階理論、秩序行政、
服務行政、羈束行政、裁量行政、依法行政、法
律優越、法律保留、比例原則、成文法源、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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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非指公權力）
、特別權力關係、重要性理論。
「第二章行政組織法」：公法人、公權力受
託人、機關權限爭議、行政機關間之縱面關係、

（二十二）
、補充安全所得（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二十三）、需要家庭短期救助方案（TANF）

行政機關間之橫面關係、行政委員會、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第三章公務員法」：政務官、事務官、公
務員權利、公務員義務、懲戒、懲處。
「第四章公物」：公物、單純的公眾使用、
特別使用、行政使用公物、公物設定、公物之廢
止。（請注意公物與公務不可筆誤）
「第五章行政行為法（至第三節行政處分
〔上〕）」：行政命令、法規命令、概括授權、職
權命令、行政規則、行政處分要件。
預祝各位同學期中考考試順利、高分過關！

（二十四）、年金制度（加拿大）
貳、問答題
（一）、澳洲的社會安全給付項目有哪些？請加
以說明之。
（二）、澳洲所得救助給付具有「資產調查與就
業所得相容的機制」
、
「所得救助與工作時間轉換」
兩種特色，請加以說明之。
（三）、香港社會福利制度具有五種特徵，請加
以說明之。
（四）、何謂自由福利體制 ？ 請加以說明之。
（五）、美國有哪些主要福利措施，請加以說明

【文/呂秉翰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
授）】

之。
（六）、西方宗教與濟貧政策有密切關係，請說

壹、解釋名詞
（一）、救濟院制度
（二）、親職津貼
（三）、遺族年金
（四）、悲田布施

明天主教、路德教派與改革基督教濟貧傳統之關
係。
（七）、北歐社會保障制度有哪些主要特質，請
加以說明之。
（八）、保守福利體制有哪些特徵，請加以說明
之。
（九）、東亞福利體制有哪些特徵，請加以說明
之。

（五）、社會福利行政
（六）、調適年金與保證年金
（七）、家庭津貼
（八）、基礎保險
（九）、孤兒年金
（十）、早鳥計畫
（十一）、職業事故保險
（十二）、社會福音運動
（十三）、週末津貼
（十四）、疾病保險

（十）、請說明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請加
以說明之。
（十一）、加拿大的主要社會福利制度如何？請
加以說明之。
（十二）、英國社會安全（保險）體制有哪些方
案或制度，請加以說明之。
（十三）、美國的主要福利措施有哪些，請加以
說明之。
（十四）
、新加坡公積金自 1955 年開始推動，請
說明新加坡公積金的概況。

（十五）、社會補償給付
（十六）、孤兒年金
（十七）、公積金
（十八）、兒童稅扣除額
（十九）、自由福利體制
（二十）、食物券
（ 二 十 一 ）、 出 租 買 回 方 案 （ Lease Buyback
Scheme, LBS）

【文/吳來信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
教授）】

《105 下期中考重點複習-社會福利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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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委會主委遭警察盤查的新聞在這

避警察之情形。
（3）剛發生之犯罪現場附近發現
符合嫌犯特徵的對象。
（4）民眾提出檢舉和線民
提供情報。
（5）警方通報查緝。
（6）計劃性掃蕩

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究竟是警察的盤查有理，還
是李主委的拒絕盤查有理，社會輿論仍是極端的
兩派說法。主張盤查有理的一方主要認為，警方
乃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款規定之「合
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所為之
合法盤查；主張盤查無理的一方則認為，警方僅
以外觀上的穿夾腳拖、行動匆促、斜眼看警察，
便可作為「合理懷疑」的合理性依據，即便有事
實經驗，仍不免流於主觀。實則，所謂的「合理
懷疑」，並非空泛的想像，必須要有客觀事實作
為判斷之基礎，並根據當時的事實，依據本身的

犯罪。以本案來講，警方僅只根據自身的觀察來
進行盤查，而沒有其他具體的限制，要發動盤查
的基礎確實是比較薄弱一些，畢竟在自由社會當
中沒有人是想要被莫名其妙地突襲盤查的。2001
年的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也早就指出，臨檢之規
定，並無授權警察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
臨檢或隨機盤查。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
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
限。從 2001 年到 2017 年，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
盤查的標準不僅沒有精進，從大法官解釋所謂的
「相當理由」到警執法的「合理懷疑」，甚至是

專業經驗，所進而做成的合理推論，絕非單純的
臆測。話雖如此，但是合理懷疑的「標準」何在？

將盤查的標準打了折扣，形成了「不合理的合理
懷疑」。到頭來只能說，在這個案子裡，警察的

究竟需要怎樣的「客觀事實」作為基礎？其實警
察職權行使法都沒有更具體的規範，所以在實務
的實際運作上，「合理懷疑」不免淪為警察的主
觀判斷，如果這種主觀判斷沒有再佐以其他客觀
的限制，架空「合理懷疑」的規定當然勢所難免。
以美國為例，有關警察發動盤查的「合理懷疑」
之事實基礎有：
（1）警察本人的觀察。
（2）有逃

盤查未必有錯，而李主委的拒絕盤查也沒有錯，
錯就錯在發現爭端問題時，我們卻仍忙著互相指
責，竟還沒有準備好要進一步深化相關規範的具
體內涵與標準，以精進盤查的正當法律程序。
【文/呂秉翰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
授）】

《法師說法：不合理的合理懷疑？》

【社會科學系 106 暑課程】
◎品德教育 ◎遊戲與學習
◎志願服務 ◎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科學系 106 上課程】
◎心理學 ◎成人心理衛生 ◎社會心理學
◎生涯規劃與發展 ◎親職教育 ◎創造與生活
◎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個案工作 ◎家庭社會學
◎社會福利概論 ◎法學緒論 ◎民法(身分法篇)
◎社會生活與民法 ◎刑法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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