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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不是自由主義的要素？ 

 自由 理性 實用主義 憲法主義 

2 下列何種理論主張在經濟發展之後，民主政治才會發生？ 

發展國家理論 系統理論 環境理論 建構理論 

3 下列何者是指一套經由嚴密連結而形成一個封閉系統的觀念，它被當作基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可作

為理想的政治社會生活方式之基礎？ 

 政治系統 社會系統 政治心理 意識形態 

4 下列何種政治文化的特徵是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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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政治文化 現代政治文化 參與者政治文化 臣屬政治文化 

5 下列何種概念乃是用以指政治社會成員所經歷的調適過程，從而他遂能成為政治社會的一份子；而政治社會

也藉此維持其存在？ 

政治文化 政治社會化 政制調整 公民社會 

6 西元十八、十九世紀時，英國的托利黨（Tory）主張什麼立場？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 

7 馬其維里（Niccolo Machiavelli）有一本著作，主張政治領袖應該運用威嚇與權謀，既像獅子，又像狐狸，

這本著作之題名是： 

 理想國 民約論 巨靈 君王論 

8 在國家政治上，如果獨裁可區分為威權和極權獨裁，那麼威權獨裁可包括宗教領袖、政黨、軍人等類別威權

獨裁，以及下列何者？ 

 納粹威權獨裁 共黨威權獨裁 官僚威權獨裁 議會威權獨裁 

9 所謂「政治文化」意指？ 

 每個國家社會體系內獨有的政治和文化特徵 一個國家的法律結構 

所有國家所有人民所共享的信念、態度和價值 人們對他們的政治系統之信念、態度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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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治人物透過維持對所屬政黨及政策的忠誠為民服務的代議理論，被稱為下列何者？ 

 反映（鏡子）模式  委託 

委任  獨立判斷（全球委任模式） 

11 根據著名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說法，下列何者是造成二十一世紀衝突的主因？ 

 意識形態 經濟因素 軍事因素 文化因素 

12 以社會學觀點解釋政黨形成的相關研究中，Lipset and Rokkan 強調那一方面的影響？ 

 社會制度改變 社會階層流動 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政治分歧 

13 由於國家安全和國防依賴機密和工業科技，使國家安全和國防幾乎成為行政部門獨占領域，立法部門的角色

相當有限。此種現象被稱為： 

福利國家 要塞國家 警察國家 獨裁國家 

14 雅典式的民主政治，所有重大決策都是由何者所制定？ 

 國會 總統 元老院 公民大會 

15 下列那一項是「新自由主義」的立場？ 

 強調社會平等 降低國家干預 主張「奶媽國家」 強調計畫性經濟 

16 下列那一個國家是聯邦制國家？ 

 法國 日本 巴西 英國 

17 韋伯（Max Weber）建構了三種權威類型來說明「正當性」的概念，下列那一項並非他所描述的？ 

傳統型權威 領袖魅力型權威 公平－正義型權威 合法－理性型權威 

18 依 M. Duverger 研究所得出之結論：簡單過半數一票制有利何種政黨體制的形成？ 

 一黨制 兩黨制 三黨制 多黨制 

19 比例代表制最大餘數法（the largest remainder）的基本精神是藉由一定的何者，來決定某一政黨的應得席次？ 

 選舉商數 除數 選舉門檻 餘數 

20 政黨之起源是由議會團體或成員基於共同的利益或政治信念相互結盟，進而逐漸形成組織而成；黨的權力精

英為議會的議員，其決策都是由政黨之議會精英所形成；政黨的影響力與權力亦都是建立於政黨之議會席

次分配之上；此種政黨稱為何種政黨？ 

 直接政黨 間接政黨 外造政黨 內造政黨 

21 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拉丁美洲的諸國，包括阿根廷、秘魯、烏拉圭、巴西和智利在政治傾向上都向右轉，

通過軍事政變而轉為何種情形？ 

 官僚獨裁 一黨獨裁 個人獨裁 軍事獨裁 

22 下列何者係指經政府任命，參與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或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人員？ 

 公務人員 約聘人員 事務官 政務人員 

23 按照立法權由一個機關或兩個以上機關行使為標準，可分為一院制、兩院制、三院制、五院制；而新興國家

多採何種體制？ 

一院制 兩院制 三院制 五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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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般所謂國家的四大要素，是指領土、人民、政治制度與何者？ 

政府 權威 主權 正義 

25 民族國家最早出現在下列何處？ 

非洲 亞洲 歐洲 美洲 

26 Robert Michels 從義大利政黨政治的經驗研究中提出著名的何種學說主張？ 

 無產階級專政 寡頭鐵律 統合主義 權力主義 

27 近年來「審議式民主」相當受到注意與歡迎。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審議式民主」的作為？ 

示威遊行 公民論壇 地方性公投 諮詢會議 

28 政治學者薩托里（G. Sartori）曾著「比較憲政工程：結構、動機與後果之研究」（1997）。下列那一項是該

著作所主張的？ 

內閣制較總統制為優  英國選舉制度較為理想 

兩院制較一院制易於運作 革命可使國家進步的速度加快 

29 相較而言，下列那一種選舉制度對政黨最公平？ 

 小選舉區制 比例代表制 相對多數制 第一名過關制 

30 下列那一項並非內閣制之特徵？ 

 副署制度 閣員由議員兼任 信任投票 行政權與立法權分立 

31 美國的制衡體制主要來自於那一位學者的構想？ 

 盧梭（J.J. Rousseau）  孟德斯鳩（B. Montesquieu） 

馬其維里（Niccolo Machiavelli） 洛克（John Locke） 

32 下列那一國是具有比較穩定多黨聯盟的多黨制國家？ 

 美國 紐西蘭 荷蘭 加拿大 

33 下列有關總統制政府的敘述何者正確？ 

 行政官員得兼任國會議員 總統和國會議員任期相同 

總統制反映出歐洲思想家對政府的高度信任 總統制的典型在美國 

34 下列何者是多數決選舉制的最大弱點？ 

 容易造成聯合政府  無法提供穩定有效統治  

代表性和選舉實力不成正比 造成政黨大權在握 

35 使命（傳教士）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最重要的目標為何？ 

擴充選票  贏得選票  

支持其他主要政黨  追求選民對該黨意識形態的認同 

36 如果從事政府任務者可分為政務與事務官員，那麼下列何者屬於事務官員的主要任務？ 

制訂或決定政策 公共關係 行政裁量 監督政策的執行 

37 比較而言，下列何者不是，一般在建國過程中，可能會面對的危機？ 

認同危機 貫徹危機 參與危機 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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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三波民主化過程」始於 1970 年代，下列那一區域？ 

非洲 南歐 東歐 南美 

39 所謂選民的「議題投票」指的是：選民的投票行為受到政黨政策及下列何者的影響？ 

 個人自我利益的計算  意識形態操縱及控制的程度 

反映選民所屬團體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地位 對政黨在心理上的偏好程度 

40 下列何者不是選舉的重要功能之一？ 

 掃除貪腐 教育選民 影響政策 甄選政治人物 

41 選民在投票時，根據現任政府執政的整體表現來做選擇的投票型態，稱之為： 

 回溯式投票 前瞻式投票 解組式投票 重組式投票 

42 在美蘇兩強對立的冷戰時期，美國內部出現狂熱的反共產主義情緒，世人稱此為： 

杜魯門主義 麥卡錫主義 卡特主義 尼克森主義 

43 下列那一項因素最可被解釋為冷戰結束的原因之一？ 

 美國戰略防禦計畫 古巴飛彈危機 蘇聯入侵南斯拉夫 戰略武器限制談判會議 

44 比較而言，下列那一個利益團體是所謂「單一議題團體」？ 

美國全國總工會 美國製造業協會 美國步槍協會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45 為確保連任，國會議員帶來改善選區或花費於選區的計畫，被稱為： 

滾木政治 黑金政治 肉桶政治 特定政治 

46 國際上都在推動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對現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銷毀。下列那一項

不算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核子武器 生物武器 化學武器 石油武器 

47 我國於民國 92 年通過「公民投票法」，其中第二條規定有些事項不得作為公投提案，包括：預算、租稅、

投資、薪俸，以及下列那一項？ 

法律 政策 人事 警政 

48 有關「全球化」的論述，學者們至今仍沒有一致的說法，但他們幾乎都強調： 

世界走向同質性  地方性文化將會消失 

跨越國界的多重聯結與互動 世界宗教將會興起 

49 G. Almond 等學者比較美、英、德、義與墨西哥五國人民的政治態度，而認為何者是支持民主政治最好的政

治文化？ 

冷漠的政治文化 狂熱的政治文化 威權的政治文化 公民的政治文化 

50 根據 1970 年代制定的聯邦競選選舉法，美國准許工會和公司成立「分離基金（separate segregated fund）」

來從事政治活動。而此分離基金的統籌管理機構稱之為： 

政治行動委員會 工商聯盟 基金管理委員會 捐獻管理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