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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請問政治學中後行為（post-behavioralism）研究途徑的發展背景、涵義、核心特徵
為何？請詳述之（25分） 

二、人民諮商（popular consultation）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此原則內涵為何？請說明之。

（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501 

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統治者獲得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統治者執政一旦具有合法性就會獲得正當性 統治者可以將權力轉變為權威 

被治者願意將服從視為義務  權力的運用受到被治者的認可 

2 學者羅斯金（M.Roskin）建議人們在觀察政治現象的時候「不要動氣」，他的意思是當事人應該抱持何種

態度？ 

順其自然 保持冷漠 冷靜思考原因 對人不對事 

3 下列何者並非「國家」（state）的特徵？ 

權力是至高無上的  國家的作為是依據人民的利益 

國家的制度具公共性質  國家是統治的工具 

4 下列那位學者指出「二次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重要指標」？ 

道爾 拉斯威爾 伊斯頓 杭廷頓 

5 下列何者不是體現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 

普遍的選舉權  選舉時，人民能夠有真正的選擇 

政治領袖的定期選舉  公民投票 

6 18 世紀時有那位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認為：國家的真正財富不在於其所累積之黃金和白銀的數量，而在於其

人民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數量？ 

湯瑪士格林（Thomas Green）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約翰洛克（John Locke） 

7 下列何種主義是指一個由政府掌握和操作生產、分配及交易方式的經濟體制？ 

統合主義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保守主義 

8 對於人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不可讓渡性  從屬於公民的身分  

強調普世性  具根本性，不可被剝奪 

9 下列何者用來指稱一個政治體系中長期累積下的心理取向與行為模式，往往透過信念、符號和價值表現出來？ 

民意 意識型態 政治文化 政治社會化 

10 若一個社會發生一個重大的事件，例如二二八事件，原本持有不同態度的民眾都受到此事件的影響而調整其政

治態度。這個事件的影響屬於那一種政治學習的效果？ 

生命週期效果 政治次文化效果 沈默螺旋效果 時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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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關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敘述，何者錯誤？ 

並未完全解決人權、行政效率、司法公正等問題 始於 1960 年代 

有些國家走向民粹主義  部分國家陷入民主化停滯期 

12 林茲（J.J.Linz）和史戴班（A.Stepan）將民主鞏固區分為三個層次，除行為層次與態度層次外，最後一個層次是

什麼？ 

國際層次 社會層次 憲政層次 經濟層次 

13 1787 年費城制憲以前，規範美國 13 州的憲法文獻稱之為何？ 

基本法 國會組織法 邦聯條款 衡平法 

14 憲法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內容涵蓋許多公共領域的規範。下列何者並未由我國的憲法所規範？ 

國家主權歸屬 政府的組成方式 政黨的民主原則 人權保障的範圍 

15 下列那一項非議會內閣制的必備特徵？ 

行政與立法的融合 君主立憲 責任內閣制 國會可發動不信任案 

16 關於我國立法院的法案審議程序，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①專業委員會審查  ②一讀會  ③二讀會 ④三讀會  

①一讀會 ②二讀會 ③專業委員會審查 ④三讀會 

①一讀會 ②二讀會 ③三讀會 ④專業委員會審查 

①一讀會 ②專業委員會審查 ③二讀會 ④三讀會 

17 我國司法院係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其現行法律地位為何？ 

國家最高司法審判機關  國家最高司法行政機關 

國家最高行政訴訟機關  國家最高公務員懲戒機關 

18 文官體系中強化個別單位的認同所形成的特殊文化，被稱為： 

本位主義（departmentalism） 形式主義（formalism） 

裙帶主義（nepotism）  侍從主義（clientelism） 

19 杜瓦傑（M.Duverger）認為選舉制度透過機械效果與心理效果影響政黨體系，下列那一項為杜瓦傑所討論的機

械效果？ 

選舉制度對各參選政黨在選票與席次間的轉化情形 選民不願意投票給當選可能性低的小黨 

選民資格的設定  競選經費的規範 

20 下列關於政治參與的敘述，何者正確？ 

藍領階級的投票率普遍高於白領階級 家庭收入愈低的人，愈可能參與政治事務 

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成反比 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有可能參與政治事務 

21 民意調查的結果，要能有較準確的推論性，必須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運作，其意義為： 

隨著社會進行抽樣  依或然率進行抽樣 

隨著地緣關係進行抽樣  依據母群體特質，進行配額式抽樣 

22 近年來，許多評論家認為政治傳播正經歷一場危機，他們所認知的危機，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電視新聞綜藝化，報導內容膚淺，有弱智化現象  

政治人物上談話節目、綜藝節目等談瑣事，包裝形象 

政治人物大量用社群網站行銷自己，包裝形象 

媒體著重於負面形象報導，掩蓋了真正的議題 

23 關於利益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下列那一種理論特別強調政府不是一個中立的角色，而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仲裁

者，可以將某些團體納入政策制訂過程？ 

統合主義 多元主義 公共選擇理論 國家理論 

24 下列那個選舉制度較不容易形成多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兩輪決選制 

比例代表制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25 下列那一項不是政黨體系（party system）的主要判別依據？ 

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多寡  政黨的黨員人數多寡 

政黨是否具有聯盟的潛能（coalitional potential） 政黨在選舉中的競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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