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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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當選民的政黨支持產生激烈變化而影響政治版圖時，有「政黨解組」（partisan 
de-alignment）與「階級解組」（class de-alignment）兩種解釋，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二、何謂「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請就其起源、內涵與影響論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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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項對於政治權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區分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特點 定義是「A 讓 B 去做 A 想做的事」 
具有非常明確的內涵  是一個複合式概念 

2 自 19 世紀末期開始，政治學逐漸朝符合科學的學科發展。下列何者不是政治科學所標榜應具備的特徵？ 
價值中立的（value-free） 經驗的（empirical） 
客觀的（objective）  公正的（just） 

3 下列何者為學者羅斯金（M. Roskin）對政治系統模型修正的主要論點？ 
刪除反饋作用  系統的轉換過程在輸入項之前 
輸入項包括行動與決定  將原先的政治系統模型簡化 

4 下列何者並非現代國家社群建立之重要議題？ 
如何凝聚社群意識  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 
確立政權的統治權威  強化國家與社會間的服從關係 

5 下列那一個時期曾經出現所謂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政體？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 法國大革命時期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蘇聯 二次大戰時的德國 

6 下列何者不是威權政體的特徵？ 
統治者對政治領域的嚴格控制 存在數量有限的民間團體 
鼓勵大眾積極參與政治  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7 下列何者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 
博愛（fraternity） 社群（community） 傳統（tradition） 理性（reason） 

8 下列何種意識型態，強調「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反對傳統政治學對於公私領域的分割？ 
馬克思主義 環境主義 女性主義 後物質主義 

9 下列有關「提審權」（habeas corpus）的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人身保護狀」 
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得要求拘捕或偵訊機關書面告知其本人及其指定親友拘捕原因 
嫌犯本人或親友可要求法院提審 
提審權是屬於實質性的人權 

10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伊斯頓（D. Easton）所提出的政治支持之標的？ 
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 典則（regimes） 
權威當局（political authorities） 宗教教派（religious den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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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治發展的各種理論中，何者是對依賴理論的修正？ 
世界體系理論 現代化理論 資本理論 新制度論 

12 下列關於政治文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本質具有一定的集體性  人民對於政治事務的共同認知 
包含經驗性信仰與價值觀 不具有累積與傳承的特性 

13 學者普特南（R. Putnam）採用下面那個重要概念解釋一國的政治穩定、民主運作，以及經濟發展的關聯性？ 
非關道德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 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物質主義（Materialism） 

14 在「政府論兩篇」書中，強調人民擁有抵抗權的思想家是誰？ 
霍布斯 孟德斯鳩 盧梭 洛克 

15 關於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的異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制的國家元首即為政府首長 議會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由不同的人擔任 
議會內閣制的總理（或首相）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總統制的總統獨立於國會之外，並有固定任期 

16 下列那個國家在解散國會的時候必須遵守「被動解散」規範？ 
中華民國 英國 法國 美國 

17 我國審計權屬於那一機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司法院 

18 下列那一項不是各國採行國會兩院制的主要原因？ 
防止決策權的專擅與濫權 歷史制度的遺緒 
追求國會立法效率  因應多元分歧的社會 

19 關於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權力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可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委員可以兼任行政部會首長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因此只向總統負責 現行憲法條文無立法院解散的相關規範 

20 領先者當選制度（first-past-the-post system）是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 
絕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混合制 

21 有許多原因導致美國選舉時的投票率通常不高，在制度上，導致美國選民投票意願低落的原因有那些？①政府體

制為總統制 ②參、眾兩院制 ③國會議員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④投票登記制 ⑤採政黨初選制 
①⑤  ②④  ③④  ①③  

22 多數民主國家，可能採取那些方式手段來維持媒體內容的多元性和公正性？ 
將媒體收歸國營，避免商業利益干擾 
盡可能鼓勵跨媒體間的整併、擴大市場版圖，以維持媒體經營的經濟規模 
由政府設立媒體監管機構，事前審查媒體內容是否符合多元、公正原則 
制定相關法規，禁止媒體產業的過度集中或壟斷 

23 在民意調查中，針對剛投完票、離開投票所的選民所進行的民意調查方式稱為： 
基點民調 模擬對決民調 出口民調 強迫式民調 

24 日本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鐵三角不包括下列何者？ 
國會議員 文官體系 利益團體 傳播媒體 

25 下列何者是聯合政府形式中所謂的「最小獲勝聯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由沒有在國會取得過半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組成政府 
組成政府的聯盟政黨，即便其中有些政黨決定離開此一聯盟，執政聯盟仍然掌握國會多數的席位 
所有具實質影響力的政黨都加入執政聯盟一起分享權力 
尋求「最經濟」的過半數政黨聯盟來組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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