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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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自然的」政治社群嗎？目前有兩種理論論點，分別是原生論

（primordialist）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請論述這兩種理論觀點，並

加以評論。（25分）

二、目前全球超過30個國家的最高法院有「司法審核權」（judicial review），

何謂「司法審核權」？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時，有兩種對立的主張：司

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和司法節制主義（judicial restraint），請比

較分析這兩種主張。（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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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離政治的核心定義最遠？

與人類的行為有關 與權力有關 牽涉衝突與協調 牽涉理性選擇

2 對於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行為者追求效用極大化 行為者只關注金錢報酬

行為者會考慮其他人的選擇 行為者會考慮自己的偏好

3 下列何者不是一般民主國家立法機構主要的功能？

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辯論 甄選政治菁英 彈劾之司法功能

4 下列有關憲法的目的何者錯誤？

制定政府架構 建立政府正當性 確保政治穩定 宣示基本國策

5 下列何者不利於威權統治者使用暴力壓迫行使統治？

自然資源豐富 市民社會的組織不健全

國際勢力對統治者的支持 軍事預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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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不是直接民主的優點？

強化公民對政治的控制力 保持政治穩定

增進政治參與 強化統治正當性

7 下列何者不屬於政黨的功能？

利益匯聚 招募新血 執行政策 政治社會化

8 下列何者不是總統制的缺點？

行政權與立法權可能陷入僵局

當國會多數黨與總統分屬不同黨派時，政治責任歸屬不明確

總統大選為贏者全拿制，容易激化選情

總統由全民選出，不容易流於民粹

9 下列那一項理論認為個人政治學習效果，會隨著一個人年齡增長，因生命不同階段，政治態度會

有所調整？

世代交替模型 生命週期模型 終生學習模型 終生持續模型

10 2011年北非與中東地區興起一波民主化運動，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請

問下列那一個屬於這一波民主化運動的國家？

突尼西亞 埃及 葉門 利比亞

11 關於內閣制中總理有權解散國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理解散國會，是為了將政策訴諸選民決定

總理解散國會，是為了解決行政與立法兩權的僵局

國會通過內閣不信任案之後，總理才能行使解散國會的權力

解散國會的權力行使，並不會影響以議會為主體的憲政運作模式

12 下列何者不是李帕特（A. Lijphart）所提「共識型民主」的特徵？

聯合政府 單一制國家 比例代表制 多黨制

13 舒加特（M. Shugart）和凱瑞（J. Carey）將半總統制分類為「總統國會制」與「總理總統制」的

主要依據是：

總統任命總理是否需經由國會同意 總理是否可解散國會

總統是否具有對總理的免職權 總統是否經由民選產生

14 下列何種政府體制，最不可能出現行政權與國會多數，由不同政黨掌握的分立政府？

議會內閣制 總統制 總統議會制 五院制

15 根據相關憲法規則，下列何者是非典型的議會內閣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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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第三共和 德國威瑪共和 英國 日本

16 下列那個國家的國會上議院（參議院）議員，並非由人民選舉產生？

美國 法國 英國 日本

17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國家（state）的要素？

主權 政黨 人民 領土

18 關於文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擔負法律與行政責任 主要任務為制定政策

不得任意將其免職 嚴守政治與行政中立

19 有位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說：「我不想回家去投票，因為要花錢買車票，還要花很多時間。投了票，

也沒用，我投給誰又不會影響選舉結果。」下列那一種研究途徑比較符合前述的現象？

生態學研究途徑 社會學研究途徑

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經濟學研究途徑

20 關於「公民不服從」運動，下列何者錯誤？

該行動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

公民不服從運動常用來抗議不具正當性的法律或政府行為

美國南方在1960年代為爭取非裔美國人投票權，而發起的靜坐抗議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動

公民不服從運動者認為惡法亦法

21 人與人之間藉由自願參與組織而累積互信後，有助於提升政治參與。上述描述屬於何種概念？

社會資本 物質資本 人力資本 文化資本

22 民調顯示45%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45%的人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議

題，民意呈現那一種分布？

 J 型分布 平行分布  U 型分布 鐘型分布

23 當媒體支持特定候選人，導致支持其他候選人的選民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少數，因而不願意公開

表態。可用那一種傳播理論來解釋這樣的現象？

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 effect） 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 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24 美國政策制訂有所謂「鐵三角」（iron triangle）理論，下列何者不是鐵三角？

國會委員會 利益團體 行政官僚 政黨

25 政黨為擴大社會支持基礎，爭取最大選民支持，而淡化特定的意識形態色彩。這類型政黨稱之為：

外造型政黨 掮客型政黨 使命型政黨 幹部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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