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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 

 

甲、申論題部分 

一、何謂權力是以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卡普蘭(Abraham Kaplan)及道爾(Robert Dahl)之界定

來說明之。並請進一步闡釋「權力」、「權威」及「國家暴力」的區別及關連。(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闡釋「正當性權力」與「非正當性權力」之前的差別即能順利解題！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0，《縱橫政治學》，單元一&課堂補充講義。 

【擬答】 

三位學者對「權力」概念的界定： 

拉斯威爾： 

認為政治並非侷限於某一特殊領域，而是見於所有的社會活動中。換言之，政治指涉社

會運作過程中，有關資源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就實質內容而言，政治就是「權力」，

指有能力透過任何手段以達成預期的目標。此觀點的形成因素在於社會資源的稀少性，

因此，政治被認為是在競奪種種稀有的資源，而權力正是進行此類鬥爭的手段。 

卡普蘭： 

政治即權力行使的結果。乃是某人完成了權力效果之事。權力乃政治學中的基本概念，

政治過程就是權力的形成、分配與應用，政治學研究就是對權力與權力者的研究。 

道爾： 

以其著名的New Haven城市的權力研究為例，主張在社群權力的研究上，最容易觀察到

「甲能夠促使乙去做一件原本不願做之事」的情境，莫過於可以輕易偵知「何人參與」

和「勝負屬誰」的決策制訂情境(decision-making situation)。 

權力、權威與國家暴力的區隔與關聯： 

權力與權威的關聯： 

根本而論，權力是不對等的關係與互動作用，而權威則是獲有正當性legitimized的權力。

所以權威涵括了權力，卻不僅是權力。譬如古代天下大亂，群雄併起時，各方豪傑各有

兵馬與追隨者，也就是各擁權力。當其中一人削平群雄，且經一定儀式與程序，展現其

「天命」後：他擁有的就不再是權力，而是權威了。 

權威與國家暴力之間的區隔： 

權威最為簡單的定義是：「正當性的權力」。至於權力意指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Abili

ty），而權威正是發揮此影響力的權利（Right）。因此，權威是建立在被公認必須遵守

的義務上，而不是動輒採取某種形式的強制力或支配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權威是根基

於正當性或正確性的權力。換言之，一個無法造就「正當性權力」的國家可說是將其權

威基礎建構在「暴力」之上，民眾在心理上自願服從的程度會較低弱。至於如何避免國

家暴力進而產生統治的正當性，學者們指出約有以下幾種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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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所言，沒有安全就沒有正當性。與安全有關的這法治。如果政權能提供法治自

然會增加其正當性。其次，存在很久的政權也會有其正當性。民眾一般會會尊重長期

存在的政府。譬如美國憲法已經有200年之久，給予政府某重程度之正當性。反之，新

政府正當性常不穩定；他們的民眾很少或幾乎不尊重他們。 

庭之需求可以建立其正當性。譬如在1949年戰後成立的西德政府，一開始正當性很弱，

但是穩健的政治領導加上穩健的經濟政策，逐漸讓波昂政府贏得其正當性。相對的，

一次大戰後的威瑪共和面臨政治與經濟災難而傷害其正當性，希特勒因而有機會掌權。 

們的政府官員，人民較會遵守政府的政策與法律。 

行、慷慨激昂的演說都是在說服民眾其政府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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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憲法於 86 第四次修憲時，將憲法第 55 條所載「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

同意任命之」，修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民國 86 年憲法修條文第 3 條)。請問此

修改對我國憲政體制的類型有何重要意義？對我國總統、行政院院長與立法院三方的互動產

生什麼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此題在過去考古題當中是常客，說白了就是比較法國半總統制與我國這台「拼裝車」在「行

政換軌機制」這方面的差異！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0，《縱橫政治學》，單元六&課堂筆記。 

【擬答】 

第四次修憲對我國憲政體制類型的重要意義： 

造成「傾向總統的半總總統制」： 

第五共和憲法雖未定有國民會議對總統任命總理的同意權，但規定總理在向國民會議提

出施政計劃後可由國會進行不信任之投票，以此確立總理向國會負責的體制，並奠定了

「雙首長制」的基石。相對的，我國雖然師法「第五共和」，卻取消了立院的行政院長

任命同意權，其實已然傷害到「雙首長制」的基本運作架構而成為Shugart所說的運作扭

曲的「總統/國會制」。 

難以促成換軌： 

典型的辦總統制與我國憲制最關鍵的差異在「行政權換軌制」。1958年的第五共和制，

完全未考慮到總統與國會由異黨主持的問題；直至28年後，1986年法國首遇左派出任總

統及右派主控國會的局面，但由於國民會議握有對總理的不信任權，遂開創了總統密特

朗與總理席哈克的「左右共治」，行政權的主導地位亦由總統「換軌」至總理。相對地，

我國在1997年第4次修憲推倡「雙首長制」，其時法國已經發生了三次「左右共治」及

「行政權換軌」，然我國片面取消了立法院的行政院長任命同意權，使得法式「雙首長

制」的核心機制「行政權換軌制」無由在我國憲制中立足。 

對我國三大權力機構的衝擊： 

根據學者研究指出，我國現行半總統制可能為憲政運作帶來以下幾個弊端： 

力結構，總統與閣揆之權力界限不易明確區分，如果兩個權力引擎同時發動而向

相反的方向推動，則可能對抗爭權，引發政潮。 

 

形成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有責無權，不符責任政治原理。 

反彈，行政與立法僵局難解，形成施政難以推動的無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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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團體影響政治或政策的方式有那些？請舉出至少五種，並說明每一方式切入政治或政策

面的做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在全球傳染病肆虐的今年，竟然放著諸多有深度的考題不考，考出個這麼「閉著眼」都能一

揮而就的超級考古題，真令人失望啊…這題算是要「小題大作」題型，考生可以在前對先對

利益團體進行定義，或在末段延伸利益團體發揮實力的基個關鍵因素即可。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0，《縱橫政治學》，單元一&課堂筆記。 

【擬答】 

利益團體影響政治的五種方法： 

「接近管道」（Access）是成功遊說的第一個要件，指爭取得到政府權威當局聽其訴說

的能力。此外，以下次選舉進行抵制或競選捐款方式也是常見之手段。 

媒介宣傳：19 世紀時，大部分民主國家的壓力團體偏重將焦點集中於政治圈內的遊戲，

但自 20 世紀末開始，其發現一般民眾的意見對團體的成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於是，透

過各種公共關係的運用，利益團體明瞭必須塑造有利於其政治目標的民意氣氛並藉以支

配大眾民意的走向。 

訴訟：指進行法律控告的過程，其間稱為原告的個人或團體，要求法院責令另一稱為被

告的團體或個人從事某事或停止某事。當壓力團體在前三種手段中甚少獲得進展時，此

策略就常常被採用。 

示威：「抗議團體」（Protest Groups）經常採取此策略，譬如群眾遊行、高呼口號或封

鎖道路等等。其有以下共同特徵： 

 

 

 

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由 40 年代印度之父甘地所發展而成的政治技巧，又稱為「沙

特雅哥拉哈」（Satyagaraha），意指拒絕遵守某些法律或政府的命令，其目的是為了影

響政府的政策。 

決定利益團體發揮影響力的因素： 

會員人數的多寡： 

一般而言，一個成員人數眾多的利益團體較一個成員人數稀少的利益團體，其政治影響

力更為顯著。 

組織的團結程度： 

人數多寡也非決定利益團體影響力的單一因素，其他變數所產生的效應可能凌駕於此。

其中，組織內部的團結程度就屬相當關鍵。 

領導統御的才能與技巧： 

一般認為，才能出眾的領導者往往對於團體的成長助益甚大，包括了嫻熟政治運作、具

備贏得社會廣泛認同的溝通能力等，可以將有限資源發揮極致，進一步獲致預期目標。 

組織成員的社會地位與專業特性： 

儘管部分利益團體的成員並不多，但是由於會員的職業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其決策影

響程度甚至高過於人數較多的團體，譬如「美國醫療協會」、「美國律師協會」等。  

組織得以運用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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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厚的財力後盾或許並不必然提升團體的政治優勢，但肯定的是，基於實際政治運作過

程中，自廣告宣傳到政治獻金，團體活動將所費不貲，經費短絀的團體也可能難有作為。 

組織成員的分布程度： 

組織成員的分布程度影響了政治動員的力量。一般來說，分布程度較為廣泛的利益團體

得以對於各個行政官員與民意代表進行遊說，其政治訴求往往強調全面性。 

 
四、從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權力大小的關係來分類，請舉出至少三類不同的中央地方體制，並說

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又是ㄧ題超 nice的考古題，出的很佛心，能把握住 Devolution與 Decentralization 兩者

的差別，並舉出ㄧ些實例，就能滿心喜悅離開考場啦！ 

 

可參閱黃靖編著，2020，《縱橫政治學》，單元六。 

【擬答】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開的，不相關聯。 

1880年代以來，美國開始改革運動，地方事務被認為應該和州及聯邦有所區隔。地

方事務的非政黨化成為時尚，地方政治領袖人物及人們，不希望由任一政黨來支配。

因此，政黨標誌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性，沒有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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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1933年之後，地方政治雖然開始出現專業政治人物，然而候選人則來自社會

各階層，有商人、工人、專業人士等，所以地方上的民選首長或議員所代表利益愈來

愈寬廣；因此，政治溝通就變得愈來愈重要，不僅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溝通，地方人士

與不同團體，或團體領袖之間的溝通，以及與媒體的溝通都需要。所以，地方政治整

合的程度，愈來愈高。 

中央與地方的垂直分權類型： 

單一制：（Unitary System） 

在單一制中，主權權力為中央政府所保有，並可依其意志隨意變更地方單位。除了授權

（Devolution）給區域或地方自治單位負責的部分外，其他所有由中央政府執行的政府

權威，都可直接及於其公民。在單一制體系中，地域性次級單位並不是固定的。如在197

4年英國政府便重組地方自治單位，並且以合併、裁減以及適當地擴大或縮小其管轄區域。 

聯邦制（Federal System）： 

在聯邦體系中，地方單位是固定的，而唯有他們同意才能加以改變。此制度具有以下特

色： 

權力分立：在聯邦制中，權力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瓜分（Decentralization）。

美國聯邦主義被視為「一種由全國性政府和州政府各自處理某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度」。

美國這種配置被稱為雙元聯邦主義（Dual Federalism），即「一種在各個領域中，國

家和州都有特定權力的制度」。 

成文憲法：關於聯邦主義，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憲法條款。美國憲法將特定的權力賦

與聯邦政府。憲法修正條文第10條規定，未授權給中央政府的權力，則保留給各州或

人民。反之，加拿大憲法則將特定權力授予省級政府，而將其他權力保留給中央政府。

換言之，聯邦制的成文憲法維護每個自治單位的權力，使其能獲得永久的承認。 

憲法解釋：基於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在憲法理論和實行上可能出現不少衝突，設立某

些仲裁的制度就變得非常重要。美國的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即具此種功能，而

其他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法院。美國的最高法院曾將許多與憲法條款相衝突的州法律宣

布為無效。在美國共和初期，批評全國性政府優越性的論點聲稱，各州也有宣布國家

法律無效的權力。但由於南方陣營在美國內戰中失敗，因而趨勢是逐漸朝有利於全國

性政府的方向發展。 

分享責任的共識：例如美國憲法即提供此種本質上是合作關係的正式法律設計，如憲

法修正過程（需要全國性和地方性政府層級的行動），以及州立議會推選參議員的方

式（1913年的憲法修正條文第17條將其改由人民普選）。此種分享也成為中央和地方

政府經常以合作方式制定法律之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另外，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運輸、衛生及教育等領域上，共同挹注計劃資金的配合款（Matching Grants）也是一

例。許多聯邦政府的計劃，甚至由州政府來執行。 

邦聯制（Confederation）： 

是一種較為鬆散的地方單位聯合體，由地方單位保留主權權力，而非將其交予中央政府。

因此，中央政府對各分子國並無直接的管轄權。例如尚未行憲前的美國即是邦聯制。而

其憲法權威實際上是所謂的邦聯章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在此制度下，州

保有主權，只有在獲得各州全體一致的同意下，邦聯章程才能加以修改。在某種程度上，

今日的聯合國也可被歸類為邦聯制，因為主權和權力仍然為各會員國所有，而未交予國

際組織本身。由於邦聯與聯邦有這些根本的歧異，於是邦聯與聯邦各表現出其特性： 

在邦聯的組織體下，邦聯對各分子國人民不得直接命令或指揮，邦聯要與各分子國發

生關係，須經由分子國政府為之。在聯邦制度之下，聯邦政府得直接命令各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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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協約如要修改，須經分子國全體同意始可，聯邦憲法的終止，則只須較高額的多

數邦之批准即可，無須全體同意。 

在邦聯之下，邦聯當局倘有違法行為，分子國得將之宣布無效，而予以取消，且分子

國有退出邦聯之自由權；在聯邦之下，聯邦政府倘有違法行為，各邦只得訴之於法院，

以圖補救，不得自由宣告之為無效，更不得自由退出聯邦。 

邦聯只有議事機構，沒有行政及司法機關，且其所有議決事項，亦乏強制執行的權力；

聯邦政府則有國會有行政首長及司法機關，以處理各種政務，國會之決議，必須全國

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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