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考試時間： 1小時30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120
40220

頁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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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為新冠疫情（COVID-19）全球肆虐，除了公共衛生體系的挑戰

外，甚至衍生至民主治理的危機。請從行政權擴張、人權限制以及民粹

主義等面向，分別敘述疫情治理對民主政治的衝擊。（25 分）

二、根據我國憲法與相關法律的規定，立法院監督總統和行政院院長的權力

有那些？請詳細說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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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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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政治學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簡潔、明瞭的方式說明政治現象 核心概念是效率

理論架構是用來建構理論的工具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

2 下列何者不是歷史制度論的核心概念？

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t）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3 綜觀各國的官僚體系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官僚多半為永業化 所有國家都以競試為採用基準

官僚通常行事保守 官僚依照權力層級的規定與程序運作

4 極權制度可透過六項典型特徵確認，下列何者錯誤？

獨裁者世襲 壟斷武裝戰鬥工具

國家掌控全方面的經濟生活 單一政黨

5 馬克思認為：「在每個時代中，統治階級的觀念就是主流的觀念」，這句話的意義，跟下列那個

概念最相關？

文化霸權 公民文化 激進民主 政治社會化

6 在政治場域中，有一種主張認為任何政治決策必須遵照人民的偏好才是對的，以及強調訴諸多數

人民的正當性，藉以對抗既有的法律規範。從負面效應來看，這樣的主張，容易以人民為號召，

最後權力卻落入帶領人民的少數菁英手上，甚至形成獨裁政權。這種主張被稱為：

民粹主義 無政府主義 放任自由主義 憲政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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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於政治意識型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治意識型態與政治觀念（ideas）為同義之概念

政治意識型態必然包含對理想政治生活的願景

不同政治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必是敵對的

政治意識型態對憲政國家皆是有害的

8 對公民不服從概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通常是為了更高的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則，違反法律的行為

通常堅持避免暴力

公民不服從是私下進行的違法行為

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知名倡導者包含甘地、梭羅與馬丁路德金恩

9 政治參與可分慣常性與非慣常性兩種，下列那一種屬於後者？

投票與競選活動 遊行示威

向政治領導者表達支持或抗議訊息 討論及批評政府作為

10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社會結構日趨複雜，國家的統治力量逐漸被更能夠回應需求的公共服務所取

代。此一發展趨勢為何？

從威權到民主政治 從國內經濟到國際貿易

從統治到治理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

11 有關英國內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會議員兼任內閣閣員

閣員在決策上享有高度自主性

嚴格的黨紀乃融合行政與立法兩權的重要條件

國會對內閣通過不信任案後，內閣應總辭

12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分立政府的原因？

總統與國會議員分別選舉產生 總統無權解散國會

委員會資深制 總統與國會各自有固定任期

13 下列何者並非半總統制的構成要件？

總統由普選產生 內閣須對國會負責

總統有權任免總理 總統擁有相當權力

14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立法院對於憲法修正案的提出門檻為：

 1/4 提議、3/4 出席、3/4 決議  1/3 提議、1/2 出席、3/4 決議

 1/3 提議、1/2 出席、2/3 決議  1/2 提議、1/2 出席、3/4 決議

15 下列何種情況下，權力不具有正當性？

權力必須依照已確立的規則行使

被統治者需表達同意

統治者有權要求公民服從

規則需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具備共享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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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何者是最少見的政府體制類型？

總統制 委員制 內閣制 半總統制

17 有關英國下議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常設委員會不需要專業分工 立法過程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政黨的重要性往往高於常設委員會 專門委員會在院會休會期間仍可行使職權

18 有關我國司法院的權限，下列何者錯誤？

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審判權

政務官彈劾事項 司法行政權

19 下列那一個國家，國會議員總席次數是浮動的？

日本 以色列 愛爾蘭 德國

20 關於我國立法院內部組織與職位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目前立法院設有 8 個常設委員會

立法院中當選席次達 5 席的政黨得組成黨團

立法院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之

程序委員會的主要職權為安排院會議程

21 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是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架構。對於政治系統論的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對政治系統的輸入（input）有需求與支持

政治系統所產生的決策跟行動為輸出（output）

政治系統中的回饋（feedback）可解釋各種重大的政治變動

政治系統論忽略了國家的自主性

22 某民調中心就選民投票抉擇原因進行分類，其中一類包括候選人形象、觀感與政黨認同，係屬於

下列何種投票行為研究途徑？

社會心理學途徑 理性抉擇途徑

社會學途徑 生態學途徑

23 研究者有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民意的蒐集。關於面訪與電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相較於電訪，面訪通常能取得較為豐富的資料

面訪與電訪所需研究經費並無差異

電訪無法克服民眾不願意公開電話號碼，所導致涵概率不足的困難

在面訪中，只要是經由隨機抽樣抽中的受訪者，訪員都可以依照標準化流程完成訪問

24 媒體大幅報導國內經濟衰退的新聞，因此民眾以經濟繁榮與否來評斷現任政府的表現。這是那一

種媒體效果的表現？

框架效果 議題設定效果 第三人效果 預示效果

25 有關政黨的起源有不同的觀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伴隨選舉權的擴張而出現 伴隨議會制度的發展而出現

伴隨議會內成員合作而出現 伴隨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出現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科目名稱：
政治學概要（試題代號：2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B A A A B C B C

B C A C B B C D B

C A A D D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