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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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Easton 在 1960 年代提出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模型。請問該

模型受到學界批評的主要問題為何？之後又有學者提出「修正後的系統

模型」，請說明其主要內涵為何？（25 分）

二、司法審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對維繫民主政體的運作扮演重要角色。

各民主國家實施司法審查制度有不同的類型，請就審查機關與審查的對

象（標的）兩個方面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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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不屬於共識民主模式變項？

多數黨執政 行政權與立法權兩者權力平衡

有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 選舉制度採行比例代表制

2 對於個案研究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適合找出一般化的趨勢

適合用來研究政治現象「為何」以及「如何」發生

適合將研究發現推論到其他個案

適合以研究發現預測未來

3 下列何者非國家功能的模式？

國家是積極發展者 國家是中立的仲裁者

最小國家 國家是體制的維護者

4 造成民主國家失敗的原因，下列何者錯誤？

低效率政府 缺乏活躍的公民社會缺少民主文化 政治貪腐

5 關於 1970 年代東亞國家的威權政體，下列何者錯誤？

強調集體利益重於個人權益 普遍實施福利制度

廣泛支持強勢政府 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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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代自由主義面對社會極度貧富不均，主張國家應採取何種作法，以改善此一問題？

基於個人權利原則，給予社會弱勢適度的協助

基於個人自由原則，強調應全面滿足個人所需

基於個人平等原則，主張大幅度財富重分配

基於社會共同體精神，主張社會福利制度

7 參政權是指人民參與國家政治意思之決定權與形成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7、18 條，人民有下

列那些參政權？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選舉、罷免、公民不服從之權

參與討論、決定政策之權

選舉與公民審議權

8 有關「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透過政府機關的權力分立，達到分權制衡，以限制國家權力

原本預設為國家與社會的對立，藉以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力

美國開國元勳 James Madison 的名言：「唯有野心才能制衡野心」，正是說明分權制衡的精神

有限政府只是過渡階段，好的民主體制國家，還是期待大有為的無限政府

9 下列何者敘述與社會資本的定義無關？

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目標在於弭平貧富差距問題

促進公民參與的社會連結 與社會傳統價值相輔相成

10 對極權主義特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透過控制個人私生活，全面掌握權力 極權主義與專制威權是一樣的意思

警察國家是極權政府經常使用的手段 政府通常會壟斷大眾傳播工具

11 內閣制國家的政府穩定，與下列那個因素無關？

存在一個明確且穩定的國會多數 國會在立法過程持續給予內閣支持

國會議員的任期固定 內閣向國會負責

12 下列何者是法國三次發生共治的原因？

皆因總統改選而發生 皆因國會改選而發生

皆因總統免職總理而發生 皆因國會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而發生

13 下列何種情境下，政治社會化的效果最差？

社會的價值體系高度整合且穩定 個人經驗與所學到的價值不同

制度提供支持與後續強化作用 個別社會化的媒介具有一致的價值信念

14 下列那一種選舉制度，較容易產生多黨制？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比例代表制

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制

15 下列那個國家的政府型態，在絕大多數時期為聯合政府？

英國 德國 美國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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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總統制國家總統權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統有組閣權 總統掌握行政權 總統擁有一些立法權總統有解散國會權

17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設置委員會的原因？

立法分工 便於政黨協商

便於對法案進行專業性的審查 便於監督行政部門

18 某位國會議員因為選區選民大力反對，所以改變原有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立場。這樣的行為較符

合那一種代議理論的特徵？

委任說（delegate theory） 全權委託說（trustee theory）

反映說（resemblance theory） 託付說（mandate theory）

19 下列那一項不是我國立法部門的法定職權？

制定法律 對行政部門提出質詢監督司法審判 審查政府預算

20 某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的目標應該在於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方法論上的嚴謹與科

學性。」他最可能主張下列那一個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後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 理性抉擇 新制度論

21 關於美國選舉制度，下列何者錯誤？

美國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singe member district with plurality win），忽略輸家的支持者也需要

被代表

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團票數（electoral college votes）有538張，大多數的州採贏者全拿制（winner-take-

all）

美國各州已經全面採用電子投票，揚棄易生弊端或者誤判的舊式投票方式

由於美國有期中選舉，所以經常產生分立政府，有些學者認為容易導致立法僵局（stalemate），不

利於治理

22 關於 21 世紀西方國家新興的社會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參與成員多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追求的目標通常是國防外交議題

易於評估運動帶來的影響 強調集權的決策過程，以增加決策效率

23 根據林茲（J. Linz）或杭亭頓（S. Huntington）對民主鞏固的定義，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已進入民主

鞏固階段，相對比較不會面臨下列何種危機？

正當性危機 認同危機 分配危機 治理危機

24 對 1980 年代發起臺灣消費者權利運動的「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其所屬利益團體類型的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公益性團體 屬制度型團體 屬促進性團體 屬單一議題性團體

25 一般而言，通常用下列那一個概念來解釋政黨支持度變遷的現象？

正規性選舉 常態性選舉 政黨競合 政黨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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