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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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興起所謂的民粹主義，其特色為何？民粹主義是否為意識型

態？意識型態的定義為何？（25 分） 

二、何謂「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美國政治學者普特曼（Robert Putnam）

使用社會資本的概念分析美國與義大利，請敘述他的觀點，並評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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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權威的界定與說法，下列何者錯誤？ 

具溝通與協調形式  正當性的權力 

可影響他人行為  透過公正性來獲取權力 

2 下列那一個國家，有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的制度設計？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3 下列何者無法以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 theory）來分析？ 

利益團體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 政黨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 

官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影響 政黨紀律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 

4 有關半總統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按照舒加特（M. Shugart）和凱瑞（J. Carey）的分類，愛爾蘭屬於「總理–總統制」的國家 

法國第五共和曾出現三次共治，主要原因是憲法上規定總統任命總理必須經由國會同意 

半總統制又被稱為混合制 

少數政府是半總統制的一種運作類型 

5 對於直接民主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 

代議民主較直接民主的程序更普遍 

直接民主較代議民主能達成更有效率的政策產出 

市鎮會議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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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憲法所規範之人民權利與義務？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凡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7 對權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權力通常指一種能影響他人，以他人並不願意的方式行為之能力 
權力與強制力意涵接近 
權力指的是具有正當性的能力 
權力可以是思想的控制 

8 有關政治社會化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政治社會化的界定之一，是指個人獲得政治態度、信念以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 
政治社會化可以理解為，人們將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 
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中，除了家庭，還有學校、同儕團體、公共場所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等管道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每個人的政治態度會不斷地受到外在環境刺激而改變 

9 人們透過學習與社會經驗獲取政治態度，這個過程是下列那個概念？ 
政治文化 政治宣傳 公民文化 政治社會化 

10 關於國家的政治發展，有理論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中產階級為了確保自身

的財產與為了爭取更多政治權力參與分配，進而會促進該國的政治發展。這個理論稱為： 
現代化理論 依賴理論 發展國家理論 代理人理論 

11 下列何者為立法委員聲請釋憲的門檻？ 
出席委員三分之一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現有總額三分之一  現有總額四分之一 

12 在行政部門擔任公務員者，可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兩類人員。對於政務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須嚴守政治中立  主要職務為制定政策 
須承擔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 通常無職位保障 

13 下列那個國家的總統，並非由人民直選產生？ 
芬蘭 法國 南韓 德國 

14 下列何種政府體制的運作，歷史 為悠久？ 
一黨專政制 總統制 議會內閣制 半總統制 

15 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ion）是民主國家國會議員常見的立法行為，下列何者不是導致國會

議員肉桶立法的因素？ 
議員代表的利益團體利益 議員代表的選區利益 
議員連任的動機  議員服從黨紀 

16 下列何者不是 20 世紀以來，行政權擴張的原因？ 
立法權無力限制行政權 司法權的退卻和被動 
社會經濟變遷  受到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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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有效控制行政權，有時可使用內部非正式的控制方式，下列何者不屬於這種方式？ 
使科層體制符合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特徵 組成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將行政人員的專業倫理規範具體化 鼓勵行政人員主動揭弊 

18 下列那一個「理論架構」具有解釋動態變遷的能力？ 
系統理論 理性抉擇論 傳統制度論 行為主義 

19 回顧我國總統大選投票率，在民國 89 年（首次政黨輪替）至民國 105 年（第三次政黨輪替）之

間，這五次總統大選，投票率有何變化？ 
投票率呈現下降趨勢 沒有變化 
有時上升，有時下降 穩定上升 

20 有關政治參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公民影響政府人事所採取的各種行動 
透過直接或間接行動來影響政府的決策 
一般而言，參與的人數愈多，愈可能達成目標 
選舉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 

21 政治社會化研究發現，人們在結婚後會受到配偶的影響而導致政治態度有所改變。這個發現支持

下列那一個理論的主張？ 
終生持續型（lifelong persistence） 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 終生開放型（lifelong openness） 

22 媒體對民意形成具有不同的影響，若媒體報導內容影響民眾對議題重要性的看法，屬於下列那一

種政治傳播效果？ 
預示效果 議題設定效果 框架效果 第三人效果 

23 我國遊說法已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有關我國遊說法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被遊說者可為總統和副總統 
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遊說資訊必須被公開揭露 
遊說者可分成自行進行遊說者和受委託進行遊說者 

24 關於政黨體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兩黨制（two-party system）與二加一或複數小黨的系統（two-plus party systems）之間的差別，

在於後者必須要有國會中一個或者多個不容忽視的小黨，前者則不存在這種小黨 
單一政黨制（one party system）與一黨獨大制（dominant party system）之間的差別，在於後者

於政治上仍有反對勢力，前者則幾乎不存在 
美國屬於二加一或複數小黨的系統（two-plus party systems） 
德國與法國屬於多黨制（multiparty systems） 

25 關於美國政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美國的主要政黨為普涵式（catch-all）政黨 
共和黨比民主黨傾向主張更多的社會福利 
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強調家庭價值 
美國的政黨體系為溫和多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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