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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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介在民主之中，具有相當的功能，它會從各種不同的面向影響治

理，試問大眾媒介影響治理的主要方式有那些？（25 分） 

二、憲法解釋具有何種功能？各國解釋憲法之機關不盡相同，一般而言，主

要由何種機關進行解釋，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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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與公共爭議所涉及的價值取向無關？ 
最大利益 自由與權利 道德與美德 治理的效率 

2 關於國家類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效運作的國家（effective state）控制領土全境，並可徵稅  
弱國家（weak state）是指犯罪活動滲透至政治中  
失敗國家（failure state）是指只有槍才是法律  
無論那一種類別的國家，中央政府的存在是不可或缺 

3 網路興起對於政治產生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網路具有「利益表達」與「利益匯集」的效果 網路具有「政治動員」的效果  
網路與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有關 網路提升傳統媒體「守門員」的功能 

4 1970 年代石油危機之後，許多國家出現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現象，其概念何者正確？ 
經濟成長快速，物價快速揚升的現象 經濟成長快速，物價先上揚而後平穩的現象 
經濟成長趨緩、物價上揚與失業率上升的現象 經濟成長趨緩、物價上揚但失業率下降的現象 

5 行為主義有許多特點，下列何者錯誤？ 
以政治哲學的角度解釋人類行為 以行為者為研究對象  
以實證方法研究人類行為 無法解釋為何行為改變 

6 民眾投票的民意調查要準確，需符合隨機抽樣的原則，下列何種方式較為精準？ 
某報的網路平台所舉辦的網路民調，可以讓報紙讀者即時看到民調結果  
某民調公司派人站在大學門口便利超商前面，隨機攔查大學生受訪  
某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全國合格選民為母體清冊，依電腦亂數抽出樣本  
某媒體以政論節目閱聽人為母體，進行叩應（call-in）民調 

7 下列何者不是 1960 年代以來，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主張直接參與的政治行動主義   
注重生活環境品質及協助弱勢的後物質主義價值   
參與者為年輕人及較高學歷者   
意識形態立場傾向新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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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薩托利（G. Sartori）對政黨體系的分類，並綜合自 2008 年以來的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我國現今政黨體系較接近下列何種類型？ 
一黨優勢  兩黨制  溫和多黨 極端多黨 

9 關於政治效能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般而言，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一般而言，收入愈高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一般而言，住在越鄉村地區的人，政治效能感越高  
一般而言，在美國，黑人比白人的政治效能感更高 

10 有關選舉制度，下列何者比較符合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政治平等原則？ 
政黨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11 下列何種選舉制度，比較有利垂直課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目標的實踐？ 
政黨比例代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單記可讓渡制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  

12 我國司法獨立的制度設計，不包括下列何者？ 
不受任何干涉的審判獨立 超出黨派的職務獨立  
預算編列權的獨立  任何情形皆不得停職的身分獨立 

13 下列何者不是新制度論的研究範圍？ 
文化與習慣的轉變 官僚組織的特質 威權轉型的可能 社會階級的流動 

14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機構的弱點？ 
淘汰率高 立法難懂 過度花費 權力分散 

15 雅典時代著名政治哲學家柏拉圖主張哲君思想，下列何者錯誤？ 
人生而平等，應有天賦權利 哲君需經過長時間教育與訓練  
哲君必須擁有真正的知識 除了哲君以外的階級，還有軍人與生產者 

16 下列何種概念，無法作為支持公民不服從的論述基礎？ 
自然法 良心自由 程序正義 普世價值 

17 立法機構除了立法功能以外，尚有其他功能，下列何者並非立法部門主要功能？ 
領導官僚體制 監督行政部門 修改憲法 政策辯論 

18 菁英主義學者米爾斯（C. W. Mills）認為美國權力菁英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特別顯著，下列何者
不屬於權力菁英？ 
大企業（特別是國防工業） 公益團體  
美國軍方  總統幕僚 

19 美國學者福山（F.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一人》一書之中指出，何種政治體制是
人類政府的最後形式？ 
極權制 共產社會 自由民主制 無政府體制 

20 政治發展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其意涵為： 
政治體系從落後狀態演變至進步狀態的過程 個人習得政治知識、信念的過程  
社會中政治價值傳承的管道與途徑 因應時代變遷，政治勢力介入經濟運作的程度 

21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被學者稱為「半總統制」，下列何者錯誤？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強化總統職權  
內閣對總統負責，不對國會負責  

1962 年法國總統選舉方式由間接選舉改為公民直選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特徵 

22 下列何者不是憲政體制分類的依據？ 
行政與立法兩權關係 垂直分權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行政權歸屬 

23 下列何者是總統制可能的缺點？ 
政府不穩定 單一正當性 總統直接對人民負責 行政立法僵局 

24 某位國會議員著眼於國家整體電力需求的考慮，即使選區選民大力反對，仍然支持在自己的選區
內增設火力電廠。這樣的行為較符合那一種代議理論？ 
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  
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 託付說（mandate theory） 

25 關於司法審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有民主國家皆有司法審查的制度 可維護憲法的最高性  
可制衡行政與立法機關 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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