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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民意的敘述何者正確？ 

往往是大多數人強烈而明確的一致信念 由歧異且可能會迅速改變的態度所組成 

民調受訪者通常對基本事實有一定的了解 是一種長期形成的價值 

2 如果利益團體可以區分為部門型和倡導型，下列何者可歸為倡導型利益團體？ 

律師公會 全國總工會 退伍軍人協會 拯救鯨魚組織 

3 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民眾，較能組織和整合各種資訊，在各項政治議題立場上通常是： 

穩定性高、一致性低 穩定性高、一致性高 穩定性低、一致性高 穩定性低、一致性低 

4 下列何者是網路民調的主要問題？   

代表性易受質疑 資料分析不方便 回收過於耗時 所需支出費用龐大 

5 在有關媒體對民意的幾個效果中，民眾對於身邊政治氛圍的認知會影響到他表達政治傾向的意願，稱之

為： 

預示效果 議題設定 沉默螺旋 框架效果 

6 「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是指： 

選民會對於現任者過去幾年的表現進行整體評估，來決定所支持的候選人 

選民會根據自己過去幾年投票的喜好，來決定所支持的候選人 

選民會根據過去幾屆自己選區的投票結果，來決定所支持的候選人 

選民會根據過去幾次民調的結果，來決定所支持的候選人 

7 下列那一個投票行為的研究途徑強調選民會理性地計算，以決定投票與否，以及投票給那一個候選人？ 

生態學的研究途徑  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社會學的研究途徑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 

8 「以科學與公正的態度從研究範圍內的全體民眾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民眾作為樣本，直接詢問他

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然後以此推論全體民眾的看法」是指： 

直接民主 民意 民意調查 審議式民調 

9 美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行為與目的跟我國下列那個法律欲規範之目的與行為

最相關？ 

政治獻金法 人民團體法 集會遊行法 兩公約施行法 

10 軍事獨裁政體在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以及下列那一個區域最為常見？ 

北美 中東 北歐 西歐 

11 下列何者是積極人權的一部分？ 

社會福利 結社自由 集會自由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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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對於早期的民主化研究，關切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忠實反應和照顧選民需要，晚近研究新興民主政體

的學者，更重視藉由諸如肅貪、金融監理、審計、選舉監督等政府內部監督制度的設計，以期防止弊端

發生；後者所倡導的是政府的： 
垂直課責／垂直的負責能力 水平課責／橫向的負責能力 
主動回應能力  預期反應能力 

13 如果政黨依據意識型態取向，可區分為左翼或右翼政黨，下列何者為右翼政黨？ 
美國民主黨 德國基督教民主黨 英國工黨 法國社會黨 

14 下列何者是比例代表制可能優於單一席次多數當選制的原因？ 
較能為選民有效縮小選擇的範圍 較有助於政治穩定 
較能促成溫和的政黨政治 較能反映選民的結構特性 

15 下列何者不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提出之正當性來源的理想型權威形式？ 
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 
領袖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 
合法理性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 
溝通理性型權威（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uthority） 

16 下列那一個核心概念指標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最主要標準？ 
國家經濟破產 犯罪滲透政治 沒有實質中央政府 邦交國稀少 

17 下列何者是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研究關注的重要概念之一？ 
國家起源 國家自主性 國家文化 國際關係 

18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有利型塑兩黨體制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杜瓦傑（Duverger）提出的選舉制度產生

的心理效果（psychological effect）與什麼效果？ 
餘數效果（remainder effect） 生態效果（ecological effect） 
機率效果（probability effect） 機械效果（mechanical effect） 

19 現行我國各類選舉中，下列何者仍使用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區域立委選舉 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 里長選舉 

20 當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喊出「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口號，主要是希望避免選民下列何種行為？ 
不投票 投廢票 信任投票 分裂投票 

21 關於國會採一院制或兩院制設計孰優孰劣爭辯並未有定論，下列何者不是學者普遍認為的兩院制優點？ 
具更廣泛的國內不同利益代表性 避免草率有更好立法品質 
責任明確可提高課責性  更穩固的制衡避免國會專制 

22 下列立法機關功能，何者即便在威權或極權國家中也必須取得？ 
使政府或政策取得正當性 立法功能 
代表民意  監督與審查 

23 英國作為一個單一國家，在權力下放（devolution）概念與實踐過程中，產生一種「不對稱的」（asymmetrical）
權力下放制度現象，下列何者幾乎全然置身於權力下放過程之外？ 
蘇格蘭（Scotland）  英格蘭（England） 
威爾斯（Wales）  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24 我國現行施行規範地方自治的正式法律名稱為何？ 
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省縣自治法 
地方制度法  地方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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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何者屬於單一制國家？ 
墨西哥 澳洲 巴西 韓國 

26 在阿爾蒙（G.Almond）與佛巴（S.Verba）的政治文化分類中，「公民雖對政治體系及其輸出面有高度的

認知，但認為自己不具有能力參與政治或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屬於下列何種政治文化？ 
原始／狹隘的（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臣屬的（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參與的（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反思的（reflexivity political culture） 

27 「媒體所選擇並予以報導的新聞內容，會影響民眾對該相關議題重要性的排序」，此為何種媒體對民意

的影響效果？ 
沉默螺旋理論 樂隊花車效應 議題設定效果 第三人效果 

28 下列一般蒐集民意的方法中，最不依賴或強調機率抽樣的調查方法是那個？ 
面訪 電話訪問 郵寄問卷 焦點團體訪談 

29 對「比較強調選民心理因素對其投票行為產生影響研究途徑」而言，下列那一個變數相對最重要？ 
施政滿意度 政黨認同 政策議題 族群認同 

30 在社會運動發展上，下列何者不是新型社會運動特色？ 
強調分權組織型結構  強調參與式決策 
一般具有後物質取向  較少與特定價值觀或意識型態有關 

31 下列我國那一項選舉中，目前使用的選舉規則，其選票與席次效果最能符合「強調儘量忠實的反映選票

與席次的關係」？ 
縣市長選舉 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 縣市議員選舉 鄉鎮長選舉 

32 下列何者擁有實質行政權力？ 
德國總統 韓國總統 英國女王 印度總統 

33 下列何者並非美國總統制的重要特徵？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總統為實質行政權掌控者 
總統、國會各自獨立互不隸屬 總統擁有法案否決權 

34 當國會多數黨與法國總統所屬不同，總統任命與自己不同政黨的國會多數黨領袖為總理時，稱之為： 
僵局政府 聯合政府 分立政府 左右共治 

35 紐斯塔特（Richard E. Neustadt）在其經典著作「總統的權力」（Presidential Power）中，認為美國總統權

力主要是「說服之權」（power to persuade），上述權力，有賴於和國會、聯邦官僚體系、媒體以及下列

何者之關係？ 
最高法院 各州長 各州議會 軍隊 

36 下列那位總統因為被國會彈劾，於任期內去職下台？ 
美國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 
美國威廉•傑弗遜•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韓國朴槿惠 
韓國盧武鉉 

37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設計隱含「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概念？ 
美國 英國 以色列 德國 

38 海伍德（Andrew Heywood）依據國會是否制訂政策的標準，將國會分成「制訂政策」、「影響政策」及

「行政部門支配」的國會三種。下列何者國會屬於行政部門支配的國會？ 
美國 中國大陸 英國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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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預算審查權、國會調查權、彈劾權及質詢權這幾種國會常見的對政府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職能設計中，

總統制國家的國會通常缺乏那一種？ 

預算審查權 國會調查權 彈劾權 質詢權 

40 根據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說法，在極化多黨制下，政黨間的競爭會傾向何種模式？ 

離心式 向心式 集權式 分權式 

41 下列那一方面政府政策支出，最能顯示自由主義政黨和保守主義政黨勢力的消長？   

國防政策 教育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 科技政策 

42 一個國家若有相當複雜與多元的種族和語言，則在選擇該國的國會議員選舉制度時，比較適合選擇那一

種以反映這個國家的特性？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單一選區兩輪投票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43 2015 年英國國會議員選舉，保守黨以 36.9%的得票率取得 50%的席次（331 席），居次的工黨雖也有 30.4%

得票率，卻僅得 35%的席次（232 席）。此種得票率與席次的不比例性，可能是那一種選舉制度造成的影

響？ 

比例代表制 單記可讓渡投票制 兩輪決選制 單一選區多數當選制 

44 經濟目標導向、支持強而有力的政府、強調社會凝聚力、尊重領導人等，是當代世界中那一種類型政體

的特色？  

西方多元政體 新民主國家的政體 東亞國家的政體 伊斯蘭教政體 

45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政府的分類，乃基於下列那一個選項所提示的標準？ 

統治社會規模的大小以及分權的程度 

國家對經濟控制之程度及國家財富重分配之程度 

統治者的人數以及統治基於個人或社會整體的利益 

整個社會的宗教基礎以及文明的程度 

46 下列敘述何者與所謂的超級總統制有關？ 

國會不受政府運作僵局威脅 無一政府能在國會中掌握穩定多數 

國會缺乏獨立性常受總統職權控制 國會運作有效約束政府職權 

47 所謂的國會消極立法權，意指： 

國會法案多半以議員私人提案方式提出 國會拒絕或修正法案的能力 

使國會更能有效代表社會各界 國會提案多數來自立法部門 

48 形成主宰美國眾多國內政策的所謂鐵三角，是指在利益團體、行政機構和何者之間的一種緊密而相互支

持的關係？  

法院 政黨 非政府組織 國會委員會 

49 下列何者是某些國家國會的委員會能夠相對強勢的原因？  

專業能力足與官僚匹配  這些國家的政黨相當強勢 

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較不明顯 委員會權力及資源均有所不足 

50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從後物質主義角度出發的研究，發現民眾更重視： 

自身安全 經濟繁榮 生理需要 尊嚴與自我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