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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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政務官員（executives）與事務官員（administrators）？試說明兩者

的主要差異及其行政任務。（25 分）

二、政黨的主要功能為何，試說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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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政治學的敘述，何者錯誤？

市場是政治學最基本概念 政治為權力鬥爭

政治為衝突管理 政治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

2 下列何者不是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提出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特徵？

民眾了解自己是社會的公民 民眾對他人不信任

願意討論公共事務 公民政治能力相當高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為主義研究途徑的研究範疇？

對於民眾的態度建立測量指標 使用問卷進行民意調查

探討民族主義的規範性意義 探討媒體收看對政治知識的影響

4 英國脫離歐洲聯盟的舉動，與下列那種型態的民族主義最相關？

自由民族主義 擴張民族主義 反殖民民族主義 保守民族主義

5 若下列敘述分別為四個不同國家的特徵，那一個最有可能是民主國家？

經濟成長率高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媒體有多元不同的意見 行政效率高

6 關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及其內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古典自由主義在經濟方面，主張降低政府干預，維護自由市場的供需機制

憲政主義的重點在於強調個人的權力是有限的，國家應扮演積極照顧個人的角色

現代自由主義的特色，就是持續反對政府干預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個人自由為最高原則

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者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正義二原則的主張，認為政府不應為了照顧最

弱勢者，而犧牲其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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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何者不是菁英主義的民主觀點？

政治權力由少數的特權菁英行使 政治的必要資源是不平等分配

非決策權在權力的展現上有其重要性 民主社會政治權力極為分散

8 通常用來評估各國民主程度的標準，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是否擁有政治權利 政治參與的多元性

法治是否獨立 是否促進經濟進步

9 一般來說，憲法存在的目的，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授予國家權力 提供政府穩定性

提供統治權力正當性 建立價值中立的制度

10 下列那一項是學者阿蒙（G. Almond）與佛巴（S. Verba）所提出的民主文化中的沉睡小狗概念內涵？

一般民眾的政治態度，容易受到統治階級的影響

間接民主是由少數公民負起決策的責任，因此可以達到政治的分工

低度的政治參與，可能象徵著民眾對政府具有廣泛的滿意度

人類的天性偏好，傳統多於創新

11 美國智庫和平基金會，每年定期會提出失敗國家的排行名單（後改稱「脆弱國家排行榜」），該組

織對於失敗國家有幾項衡量標準。下列何者錯誤？

沒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務 喪失對領土的控制權

統治機構失去統治的正當性 領導者非民選

12 下列那個國家不是半總統制國家？

法國 匈牙利 俄羅斯 蒙古

13 下列何者不是極權獨裁的特徵？

單一政黨與領袖 祕密警察 多元意識型態 非國家化的軍隊

14 在總統制國家，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掌握時，稱為下列何種型態？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少數政府 聯合內閣

15 關於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民主國家的財政支出高於收入 行政組織無法回應民意

公民的政治參與受到限制 公民對投票感到冷漠

16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功能式微的原因？

柔性政黨的興起 行政權的擴張

立法部門結構性的弱點 公民投票的普遍實施

17 有關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元首可能不具實權

美國總統身兼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

按憲法規定，我國總統身兼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

英國首相是行政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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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據我國目前的釋憲制度，下列何者無權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

總統 地方法院 監察院 立法院各黨團

19 某國選舉制度為「比例代表制」，若採用「嘿爾最大餘數法」，選舉結果如表所示，最後應選 5 席，

嘿爾基數（Hare Quota）為何？

政黨別 政黨得票

A 24,600

B 15,600

C 11,800

D 8,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20 下列何種選舉制度對小黨較有利？

選擇投票制 兩輪投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21 關於政治參與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位於社會網絡核心位置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財富愈多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年齡愈輕的人，較可能參與投票

22 研究民意的學者提出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的概念，有關交叉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指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周遭家人朋友的政治立場都不一致

會激發出個人參與政治的行動，對於民主發展有益

最常發生在威權主義的國家

指個人自己感覺到與周遭家人朋友的政治立場不一致

23 關於民意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民意如流水，但若選民對於特定公共政策的看法持續下去，長期累積下來就有可能演變成政治

文化

政治文化並非憑空而降，它肇因於民眾對於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所產生的感覺累積而來

民意常左右政治人物施政方向；而政治文化則可做為政治人物施政時所依循的價值體系

政治文化反映出一國長期的價值底蘊，正如同民意反映出民眾對於政策深思熟慮後的看法

24 下列那一個利益團體理論中的國家之角色與影響力是最小的？

多元主義 保守主義 統合主義 社群主義

25 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下列何者較容易導致國會大選後無法產生單一政黨政府？

出現懸峙國會的情形 出現多數派國會的情形

出現政黨輪替的情形 出現政黨重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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