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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有關政治學研究中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傳統的陳述，何者錯誤？ 

 重視規範性價值  休姆（David Hume）為重要的經驗主義者 

強調知識的基礎在於可觀察的現象 經驗主義後來發展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 

2 以下關於公民投票（referendum）的陳述，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屬於間接民主的形式 贊成與反對的形態容易造成政治兩極化 

易受群眾煽動家利用以動員群眾 租稅往往被刻意排除於公投適用事項外 

3 1950 年代的行為革命，在以下那個領域產生重要的研究成果？ 

 民主化研究 理性選擇理論 比較政府組織 投票與立法行為 

4 1960 年代末期開始，政治學出現對行為主義的反省。下列那一位學者，對「後行為主義」的出現具有重要

的貢獻？ 

阿蒙（G. Almond）  杭亭頓（S. Huntington） 

達爾（R. Dahl）  伊斯頓（D. Easton） 

5 在阿蒙（G. Almond）的結構功能論中，利益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屬於那一種類型的功能？ 

 系統功能 過程功能 公共政策 回饋功能 

6 依據阿蒙（G. Almond）和佛巴（S. Verba）的理論，下列那一種政治文化的特徵，對政治體系本身及其輸出

過程具有高度的行動取向，但對輸入過程與個人自己的角色則沒有取向？ 

原始型政治文化 臣屬型政治文化 參與型政治文化 兩極型政治文化 

7 就憲法修改的難易而言，可以分為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下列那一個國家屬於柔性憲法？ 

 中華民國 美國 英國 日本 

8 以下那個民主理論家特別重視集體意志（the general will）的角色？ 

洛克（John Locke）  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 

邊沁（Jeremy Bentham） 彌爾（John Stuart Mill） 

9 民主政治是目前世界的政治潮流，福山（F. Fukuyama）曾經認為民主政治就是人類最後的政治制度。請問

下列那種不屬民主政治的特質： 

 責任政治 人民主權 政府更迭 多數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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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李帕特（A. Lijphart）區分「多數決」民主與「共識決」民主的差異，以下何者不是「共識決」民主的特徵？ 

 聯合政府 兩院制 比例代表制 不成文憲法 

11 當代多元主義理論最具影響力的倡導者，是下列那一位學者？ 

 莫斯卡（G. Mosca） 米爾斯（C. W. Mills） 達爾（R. Dahl） 馬克思（K. Marx） 

12 杭亭頓在 1991 年出版《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浪潮》，以下那一個國家，屬於第二波民主化的國家？ 

 臺灣 南韓 日本 印尼 

13 以公共審議為核心理念的審議式民主，需具備以下那一個特徵？ 

 代議制度 專家領導 多數決 溝通說服 

14 以下有關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敘述，何者正確？ 

 除經濟領域外，對於社會進行全面控制 與共產主義為同義詞 

意識型態的監控為其重要特徵 政治上允許有限度的參與 

15 韋伯（M. Weber）曾將正當性的基礎分為三大類，以下何者不是韋伯所提出的正當性基礎？ 

 傳統的正當性  暴力型的正當性  

法律理性的正當性  領袖魅力型的正當性 

16 下列那一個理論或學派，他們在 1970 年代針對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提出「正當性危機」的警訊？ 

現代化理論 新右派 新馬克思主義 新統合主義 

17 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以下何者錯誤？ 

 博愛 社群 階級 私有財產制 

18 柏克（Edmund Burke）為以下何種意識形態的代表？ 

 神權統治 民粹主義 保守主義 無政府主義 

19 以下那位思想家為專制王權的擁護者？ 

盧梭（J.J. Rousseau）  柏拉圖（Plato）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霍布斯（T. Hobbes） 

20 根據列寧的理論，帝國主義是下列那個主義的最高階段？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 極權主義 

21 國家與社會應該取得何種適當的平衡點，目前存在很多不同的看法，其中主張最小限度國家（minimal state）

的是下列那一種人的主張？ 

 發展式國家論者 新右派人士 社會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 

22 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包含很多種要素，下列那一種不是自由主義的要素之一？ 

 個人主義 集體主義 寬容 憲政主義 

23 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發源於歐洲，用來解釋歐洲國家的利益團體政治，強調三邊的協商，請問下

面那一種利益團體，不是三邊協商的主角？ 

 工人團體 資本家 政府 農民團體 

24 1970 年代開始，在南美洲興起一種新的理論，解釋南北之間發展的差異，請問是以下那一種理論？ 

現代化理論 依賴理論 國家理論 新制度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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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都存在某種主流的政治思想與信仰，下列何者是西方民主社會主流的政治思想之一？ 

共產主義 法西斯主義 自由主義 無政府主義 

26 發展國家論（developmental state）主要探討國家在政策制訂與追求國家發展過程的角色，以下那一個不是發

展國家論的主張？ 

相對自主性 理性化官僚 發展型領導 管制性經濟 

27 一般來說，民主國家的政黨具備有很多種功能，以下何種不是民主國家的政黨所應該具有的功能？ 

 代表民意 社會控制 利益表達與整合 政府的組成 

28 何謂「政黨解組」（partisan dealignment）？ 

 主要政黨面臨黨內分裂的危機 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強化，支持政黨合併 

主要政黨間進行重組與結盟 選民對於政黨認同大幅降低，導致浮動選民大增 

29 在政黨研究中著名的「寡頭鐵則」（iron law of oligarchy），是以下那一位學者提出來的？ 

密契爾斯（R. Michels）  杜瓦傑（M. Duverger） 

韋伯（M. Weber）  紐曼（S. Neumann） 

30 西敏寺民主模式的特徵為何？ 

 多黨政治  比例代表制  

成文憲法  行政與立法部門權力合一 

31 在投票行為理論中，下列那一個學派特別重視政黨認同因素對投票行為的影響？ 

 哥倫比亞學派 芝加哥學派 理性學派 密西根學派 

32 世界各國的議會選舉採用很多種不同的選舉制度，中華民國憲法自從 2005 年 6 月進行第七次修憲後，立法

委員的選舉，改用何種制度？ 

兩輪投票制 比例代表制 並立式兩票制 單記不可讓渡制 

33 某人在一次二合一的選舉中，將總統選票投給甲黨的候選人，但立法委員那張選票則投給其對手乙黨的候選

人。這種情況稱之為： 

 重複投票 分裂投票 兩票制 並立投票 

34 中華民國憲法經過第七次修憲後，其中有關婦女保障名額的規定，明訂各政黨全國不分區與僑居國外國民立

法委員當選名單中，婦女名額不得低於幾分之幾？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35 以下那個國家的總統可以主動解散國會？ 

 中華民國 美國 德國 法國第五共和 

36 根據法國第五共和時代的習慣，法國總統大選的結果，由甲黨候選人勝出。隨後的國會大選，國民議會由對

手的乙黨取得多數席位，法國總統應： 

任命甲黨黨員當總理  要求乙黨領袖退出乙黨，再任命其當總理 

任命乙黨領袖當副總統  任命乙黨領袖當總理 

37 內閣制國家常有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的說法，請問影子內閣是指： 

 主要監督內閣閣員的反對黨國會議員 執政黨的幕僚機構 

最高級的官僚機構  重要的執政黨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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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兩票制是指： 

一票投總統、一票投國會議員 一票投國會議員、一票投地方議員 

一票投國會議員、一票投政黨 一票投政策公投、一票投國會議員 

39 我國目前的區域立法委員選舉是採用單一選區制度，請問下列那一個現象並不是單一選區的現象？ 

更能代表弱勢團體 政見有趨中現象 有利大黨 有利兩黨制 

40 內閣制、總統制與半總統制，各有其淵源與特點，以下那一個不是內閣制的特點？ 

 行政與立法分立 虛位元首 內閣向國會負責 副署權 

41 根據 1997 年中華民國修憲後的憲法，立法院需要全體委員幾分之幾以上，才能推翻行政院提出的覆議案？ 

 五分之四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42 關於立法機關的類型，有些國家採取一院制，有些國家採取兩院制，以下那一個不屬於兩院制的優點？ 

代表多元利益 提升議事效率 避免國會專制 避免草率立法 

43 關於半總統制，依據法國學者杜瓦傑（M. Duverger）的界定，除了需要總統直選，以及總統有相當大的權力

外，還需要具備那一種特質？ 

內閣與國會分立 向議會負責的內閣 總統向國會負責 議會向總統負責 

44 美國國會分為兩院，下列對美國參議院的組成與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直接選舉  任期六年  

代表各州監督聯邦政府  職權比眾議院小 

45 1803 年馬伯里控告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奠定了美國憲政體系中的： 

總統民選 聯邦制度 聯邦最高法院的組成 司法審查 

46 韋伯（Max Weber）曾對官僚體系作過研究，他認為官僚體系有許多重要的特徵，以下何者不屬於韋伯認為

官僚體系的重要特徵？ 

 業務的管理係基於書面文件與檔案制度  

所有決定皆由上級官員決定 

在指揮體系中，井然有序的層級結構，以確保低階官員受特定高階官員所監督 

對官僚嚴格的規範，足以使個人裁量範圍減到最小 

47 國家是要保護人民的權利，但是人權的內涵很多，下列何者不屬主要的人權內涵： 

婚姻權 平等權 自由權 參政權 

48 以下何者不屬於馬克思（Karl Marx）所指的上層建築？ 

文化 政治 法律 生產關係 

49 各國議會的選舉制度差異非常大，法國的國民議會選舉，採用何種選舉制度？ 

選擇投票制 比例代表制 混合制 兩輪投票制 

50 目前全世界採用聯邦制的國家至少有十七個，下列那一個國家，不是聯邦制的國家？ 

日本 美國 印度 巴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