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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公民們納稅時，是因為他們擔心不如此便會遭受懲罰。」這是屬於下列何種權力？ 

 強制性的權力 功利性的權力 操縱性的權力 個人的權力 

2 在古希臘時代的民主政治，由何者制定國家的重要決策？ 

國民大會 立法院 政府官員 公民大會 

3 下列何者意指「獨立於政權控制之外的各種社會團體，為了維護團體會員的利益，對於政治決策發揮持

續的影響力」？ 

 憲政體制 寡頭政治 政治文化 公民社會 

4 下列何者意指「政治體系之成員對於政治事務所持的認知、評價與行為模式」？ 

政治文化 政治社會化 公民社會 政治意識 

5 下列何種模式強調「個人一旦學習特定政治態度之後，該態度會終生持續不變，並影響其對政治事務的

看法」？ 

生命週期模式 終生開放模式 終生持續模式 世代模式 

6 下列何種主義假設「人與生俱來有社會性與合作性，都把平等當作是重要目標」？ 

民主主義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民族主義 

7 亞里斯多德說：「人天生是何種動物」？ 

社會的 合作的 政治的 團隊的 

8 下列何種制度意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有權限，均受憲法之保障，彼此不能干涉或侵犯」？ 

單一制 聯邦制 邦聯制 君王制 

9 現代國家普遍設有行政、立法、司法三部門，主要是受到那位思想家之「三權分立」學說影響？ 

柏拉圖（Plato）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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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下列那個國家政治制度採行「委員制」？ 

瑞典 捷克 法國 瑞士 

11 下列那個部門負責「政府預算的規劃」？ 

行政部門 司法部門 立法部門 政黨 

12 在總統制的國家，「彈劾權」是屬於那個機關的權力？ 

行政機關 國會（立法機關） 司法機關 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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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美國總統制下，當行政權與立法權分屬於不同政黨所掌控時，此時稱為何種政府？ 

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 邦聯政府（confederation） 

分立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共治政府（cohabitation） 

14 下列那位學者提出「理想型官僚制度」？ 

韋伯（M. Weber） 伊斯頓（D. Easton） 馬克思（K. Marx） 霍布斯（T. Hobbes） 

15 在民主國家中，何種方式提供人民控制政府之正式手段？ 

抗議 絕食 靜坐 選舉 

16 民意調查須通過下列那兩項檢驗，方能正確顯示民意？ 

抽樣與訪談 適用性與保密性 適用性與便利性 可信度與效度 

17 下列那位美國總統最常善用媒體，運用著名「爐邊談話」（fireside chats），贏得人民對其政策之支持？ 

富蘭克林．羅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西奧多．羅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班傑明．哈里森（Benjamin Harrison） 羅納德．雷根（Ronald Reagan） 

18 下列何者意指「人們正式的活動，旨在影響統治者或政府採取的決策，其活動範圍與方式，隨政權型態 

而有所不同」？ 

經濟參與 社會參與 政治參與 政黨參與 

19 下列那位政治人物採取「非暴力」的公民權利運動？ 

馬歇爾（T. Marshall）  那德（R. Nader）  

布南（H. Brown）  金恩（M. Luther King, Jr.） 

20 下列何者是影響政黨認同與投票行為的重要因素，如在美國，藍領工人傾向投票給民主黨？ 

教育階層 性別差異 區域差異 社會階層 

21 下列何種理論主張「在經濟發展之後，民主政治才會產生，如南韓」？ 

發展國家理論 依賴理論 菁英理論 世界體系理論 

22 下列何者為政治思想家柏拉圖（Plato）所認為是政治的基本任務？ 

正義 公平 善治 和平 

23 下列何者是「民主政治」之最基本原則，民主政治的其他原則都是根據此一原則衍生而來？ 

主權在民 政治平等 人民諮商 多數決 

24 下列何種主義主張「強烈捍衛傳統，即強烈保護一個社會累積下來的習俗和價值」？ 

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 共和主義 自由主義 

25 學者討論「大眾傳播媒體」時，下列何者說法是正確的？ 

在民主社會，政府控制了所有的媒體，並透過媒體控制人民的資訊來源 

由於電子網路的快速發展，極權政府對資訊的掌控能力更強勢 

所謂「秀才不出門，能知天下事」，其所仰賴的就是傳播媒體 

媒體無法影響或改變人民的思想行為 

26 下列何者不是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所具有的正常功能？ 

利益整合 動員選民 社區營造 組織政府 

27 美國學者指出，以對某個政黨或利益團體有利的方式劃分選區，稱為： 

割裂選區（gerrymandering） 滾肉桶（pork-barrel） 

搭便車（free-riding）  橡皮圖章（rubber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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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列那位學者提出「溝通理論」，強調政府的引導往往是政治溝通中的決定性力量？ 

杜意奇（Karl Deutsch）  奧蒙（G. A. Almond） 

道爾（R. Dahl）  班特利（A. Bentley） 

29 下列那位學者曾著有「共和國」（Republic）一書，並強調，理想的國家應由哲君（philosopher kings）所

統治？ 

柏拉圖（Plato）  馬基維利（N. Machiavelli）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霍布斯（T. Hobbes） 

30 從人權發展的歷史來觀察，下列何者屬於「第二代人權」？ 

組織工會權 意見與表達的自由 不被奴役的自由 環境權 

31 曾經主張「人民之所以集合起來成立政府乃是因為要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天賦人權」是那位英國的

政治思想家？ 

盧梭（J. J. Rousseau）  洛克（J. Locke） 

馬基維利（N. Machiavelli） 韋伯（M. Weber） 

32 奧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曾提出「參與型政治文化」，下列何者屬於參與型政治文化的特

質？ 

民眾無意公開討論政治  民眾不關心政治 

公民自信能某種程度影響政治 民眾以被動方式參與政治 

33 下列那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有可能出現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換軌的情況？ 

法國 德國 義大利 比利時 

34 聯邦制國家具有下列何種優點？ 

助長分離主義  地方政府對地方決策之影響力較大 

地方政府不會抗拒中央政府 集中政府的權力，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 

35 美國被認為是總統制的代表，下列何種不是美國總統制的特徵？ 

分權與制衡  比較容易出現「民主的僵局」 

政黨黨紀鬆散  國會議員可以兼任閣員 

36 學者討論有關選舉制度的優缺點時，下列何者是屬於「比例代表制」的優點？ 

較易保障小黨的生存空間 容易形成兩黨制 

易落實責任政治  政治穩定 

37 在北歐國家行之多年，代理國會，專門受理民眾訴願的官員，稱為： 

監察官 法官 文官 代議士 

38 有關義大利或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下列說法何者是正確的？ 

反自由、排斥個人主義  存在社會多元勢力 

支持工人跨國界推動無產階級革命 支持猶太人掌控的跨國企業 

39 美國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特質，不包括下列何者？ 

司法審核權 嚴格修憲程序 不成文憲法 成文憲法 

40 民主國家的某些政黨，其主要目標並非盡力爭取選票，取得政權，而是企圖實現他們的意識形態，這些

政黨屬於： 

使命型政黨 掮客型政黨 保守政黨 獨裁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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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關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內閣制強調「權力的分立」 總統制強調「人員的重疊」 

內閣制強調「議會至上」 總統制強調「總統至上」 

42 民主國家當中，有些國家是實施兩院制。針對兩院制的說法，下列何者是正確的？ 

下議院是由人民直接選舉 下議院任期較長 

上議院通常是採取世襲的 上議院的選舉方式比較單純 

43 強調「基於理性與正義的原則，每個人都應擁有最起碼的生活水準。」因此，政府應該干預經濟事務，

使每個人民都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這是下列何種理論？ 

自由放任國家 福利國家 主權國家 保守主義 

44 下列那位學者強調「政治」的定義是「社會中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 

道爾（Robert Dahl）  伊斯頓（David Easton） 

韋伯（Max Weber）  拉斯維爾（Harold Lasswell） 

45 美國學者蘭尼（Austin Ranney）認為，民主是一種政府組織型態，它據以建立的原則包括人民主權、政

治平等、大眾諮詢和多數統治。下列有關民主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擁有最終權力的是全體人民而不是他們的代表 

政治平等是指每個人有同等的參與，而不是同等的參與機會 

人民有權決定怎樣的政策是最符合他們的利益 

多數統治是指，當人民對政策有不同看法的時候，政府應該根據大多數人的意見行事 

46 下列何者不是內閣制國家的重要特徵？ 

有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立法機關由選民選出 

行政首長（如首相、總理等）是由立法機關產生 

行政首長（如首相、總理等）不能解散立法機關 

47 有關議會與行政部門之間的關係，下列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內閣制的議會可以對行政部門提出不信任案  

國會對政府的預算進行審查也是控制政府施政的重要武器 

總統制下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內閣制的執政者必須定期接受國會質詢 

48 對政治體系所持態度及信念的制度化及發展過程，稱之為： 

政治社會化 民粹主義 有限政府 政黨政治 

49 有學者指出，在工業化民主國家之中，人民看待政治的態度逐漸轉變成為所謂「後物質的」倫理，下列

何者不是「後物質政治」的最高價值？ 

平等 參與 環境保護 麵包與奶油 

50 下列那一種民意的呈現型態，可以說明「民眾對某一問題較具共識，持二個極端看法的人較少，多數人

持中性看法」？ 

J 曲線 鐘型曲線 雙峰型曲線 U 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