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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那個國家採行「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政府體制？ 

以色列 巴西 德國 蒙古 

2 下列有關臺灣與日本混合式選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的單一選區與政黨不分區名單所產生的立法委員各占二分之一 

日本的混合制被稱為「聯立兩票制」 

臺灣目前規定政黨得票必須跨越 5%門檻始能分配全國不分區的席位 

日本與臺灣都是從過去的單一選區制改革為混合式選制 

3 下列有關「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y）之敘述，何者正確？ 

認為民族國家的組成係源於固有的文化、傳統與血緣 

爲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 

主張「單一民族才能組成國家」 

是文化民族主義的重要論述 

4 下列何者為「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民主的特徵？ 

常出現聯合政府  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選制 

行政與立法部門權力分立 印度屬於此模式 

5 主張地方分權的共產主義支派為何？ 

毛澤東主義（Maoism） 列寧主義（Leninism） 

狄托主義（Titoism）  史達林主義（Stalinism） 

6 瑞典與丹麥等國家不以國營企業，而以福利措施改善生活條件，其屬於下列那一種意識形態？ 

自由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 自由意志主義 環境保護主義 

7 法國大革命受到那位理論家的影響？ 

洛克（John Locke） 霍布斯（Thomas Hobbes）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8 下列那位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將使得中產階級興起，從而促成民主的發軔？ 

馬克斯（Karl Marx）  李普賽（Martin Lipset）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伊斯頓（David Easton） 

9 下列那個國家不屬於「協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類型？ 

比利時 奧地利 瑞士 澳大利亞 

10 提出「寡頭鐵律」理論者為何人？ 

普特南（Robert Putnam） 道爾（Robert Dahl）  

米契爾斯（Robert Michels） 唐斯（Anthony 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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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有關「代議民主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佩恩（Paine）認為代議士應由專業菁英出任，代替選民行使獨立判斷 

柏克（Burke）認為代議士應該完全以選區民意為依歸 

代議民主理論認為民意必須凌駕黨紀之上 

當前社群網路的興起衝擊代議政治的功能 

12 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的民主化運動並未發生在下列那個國家？ 

突尼西亞 葉門 卡達 利比亞 

13 下列何者為「亞洲價值」（the Asian value）的提倡者？ 

翁山蘇姬 莫迪 李登輝 李光耀 

14 下列那個國家為南海主權爭議的聲索國？ 

印尼 新加坡 緬甸 馬來西亞 

15 下列那種投票行為是選民「理性選擇」的結果？ 

依議題投票（issue voting） 依階級投票（class voting） 

依政黨認同而投票（party identification） 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投票 

16 下列關於印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印度為總統制國家  印度目前的總理出身印度國大黨 

印度為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印度為核子俱樂部成員 

17 下列四個國家相比較，那個國家的政黨權力集中化的程度最低？ 

以色列 德國 美國 中國大陸 

18 現代型態的政黨起源於那個國家？ 

英國 日本 美國 法國 

19 下列那個學者提出「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為政黨的社會基礎？ 

杜佛傑（M. Duverger） 凱伊（V. O. Key）  

卡茲（R. Katz）  李普賽和羅肯（S. Lipset and S. Rokkan） 

20 下列何者屬於「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 

英國工黨 中國共產黨 瑞典社會民主黨 德國社會民主黨 

21 有關當前歐洲出現的極右派民粹政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訴求反移民  訴求反歐洲統合 

法國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為其代表性 希臘目前反撙節的政黨為代表性例子 

22 下列那個國家曾有過法西斯主義的政權？ 

希臘 葡萄牙 南非 義大利 

23 下列有關「組合主義」（corporat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組合主義主張強化層峰組織 

反對組合式公會與政府間的合作 

組合主義有助於疏導勞資爭議  

組合主義有益於創造政府、勞方與資方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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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下列有關立法機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二次戰後獨立的新興國家多採取兩院制 

在兩院制國家中，真正享有兩院平權的國家是美國 

在現行的內閣制國家中，內閣主要負責的對象是上議院 

聯邦制國家多採一院制的國會 

25 下列那一種論點認為民主化主要係起源於菁英的個人行為的主動性與個人行為作用？ 

社會學制度論 歷史制度論 理性抉擇制度論 經濟學制度論 

26 民主鞏固的最後一個階段，多數政治人物、人民都已經將民主的實行視為常態，也就是民主制度與習慣

都已經根深柢固地融入下列那一個項目的過程？ 

政治文化 政治社會化 政治溝通 政治參與 

27 20 世紀末國家面臨著權力被掏空（hollowing out），曾經屬於國家的功能轉移至其他組織體，這個過程是

由下列那三個明顯發展所造成的？ 

標準化、現代化、制度化 全球化、民營化、地方化  

自動化、規格化、社會化 區域化、工業化、法治化 

28 政治學者普特南（R. Putnam）指出社會資本的衰退，主要後果是社會信任的減少，接著又會影響公民參

與意願以及下列何者的品質？ 

政治系統發展 民主治理品質 選舉制度建構 社會功能分化 

29 官僚體系與軍隊有時會為了組織自身的利益進而影響決策，此種利益團體被阿爾蒙（G. Almond）稱之為： 

機構的利益團體 組織的利益團體 非組織的利益團體 失序的利益團體 

30 意識形態可在一個自左至右的光譜上加以分類，這可以遠溯至下列何者？ 

1689 年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上議院 1776 年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聯邦議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 1868 年德國統一時期的國民議會 

31 下列有關政治學中行為主義的描述，何者錯誤？ 

重視經驗及量化的研究  重視政治行為為研究材料 

主張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 強調意識形態研究的重要 

32 下列何者有關政治的定義是伊斯頓（David Easton）的觀點？ 

政治即權力的衝突管理 政治即權利的折衝活動 

政治即權威的價值分配  政治即權勢的決策過程 

33 下列何人被視為政治學學科的創始者，稱政治為「首要科學」？ 

蘇格拉底 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 馬克斯 

34 有愈來愈多的立法機構在跨國性的層級上運作，上述描述在下列所指涉的機構中何者錯誤？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拉丁美洲議會（Latin American Parliament） 

北大西洋議會（North Atlantic Assembly）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35 學者認為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最有助於維繫民主政治的運作，在早期阿爾蒙（G. Almond）和

佛巴（S. Verba）的研究中認為下列那一個國家最接近公民文化？ 

美國 英國 西德 義大利 

36 就代議理論而言，下列那一個學說偏重於政黨標籤及政黨政策與代議士之間的聯結作用，藉以確保民主

選舉結果產生政治人物信守承諾？ 

全權委託模式（trustee model） 委任說模式（delegate model） 

託付說模式（mandate model） 反映說模式（resembl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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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有關政黨制度的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屬於兩黨制 德國屬於多黨制 比利時屬於兩黨制 南非屬於一黨優勢制 

38 下列何者爲左派（the Left）所擁抱的價値？ 

傳統 博愛 秩序 權威 

39 下列有關政黨的功能描述，何者錯誤？ 

參與選舉 組織政府 利益表達 執行法律 

40 下列對於政黨與利益團體之間的比較敘述中，何者錯誤？ 

政黨透過選舉向選民負責，利益團體不需如此 

政黨的目標為贏得執政，利益團體的目標是制定政策  

政黨的手段是參與選舉，利益團體的手段是接近政府 

政黨對政策的訴求是全面性的，利益團體則大多是單一議題的訴求 

41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全球有許多跨國的權益促進利益團體，下列何者不是該類型團體？ 

國際特赦組織 綠色和平組織 無國界醫生 世界銀行 

42 多元主義的利益團體形式主要出現在下列那一個國家？ 

英國 德國 荷蘭 瑞典 

43 瑞士的行政首長爲下列何者？ 

內閣總理 總統 立憲君主 執行委員會 

44 舉辦公民論壇與採取陪審團制度、建立網路討論平臺等，這是屬於下列那一種民主形式？ 

直接民主 間接民主 代議民主 審議民主 

45 主張小而美的國家（minimal state）是下列何者的理想？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馬克斯主義 

46 下列那類型之政體，主要由國家干涉或包辦所有政、經、社等事務乃至一切的生活方式？  

君主政體 威權政體 多元政體 極權政體 

47 關於「總統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由民選產生  總統身兼元首且任期固定  

總統與國會互相牽制  總統與國會左右共治 

48 下列關於各國總統任期與連任的規定，何者正確？ 

美國憲法制訂之初，對於連任問題沒有具體規定 

美國羅斯福總統在二次大戰期間連任三次 

目前南韓的大統領連選得連任一次 

目前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任期爲七年 

49 總統制中，行政與立法分立，又各自行使權力，因此容易產生何種缺點？ 

元首可以完全獨攬大權  國會可以完全專斷立法 

國會可以牽制元首權力  雙方容易陷入政治僵局 

50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國會採用一院制？ 

美國 法國 德國 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