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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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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靖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近年來，政治文化對於政治體系的影響，受到諸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視。試說明政治文

化對於政治體系可能產生的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常見題型，但需要「小題大作」，從「定義」到「混合型文化」再到「影響」，一氣呵成即

能手到擒來。 

《命中特區》 

黃靖編著，2021，AH45，《縱橫政治學》，P. 10-5,10。 

【擬答】 

政治文化的定義： 

奧蒙（Almond）：每一個政治體系皆鑲嵌於某種政治行動取向的特定模式中。 

白魯洵（Pye）：由一個政治體系的集體歷史與該體系成員生活史結合而成的產物。 

佛巴（Verba）：由包括經驗性的信仰、表達的符號以及價值觀三者所交織而成的體系。 

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提出者：由美國政治學者 Almond 與 Verba 在 1963 年的名著《公民文化》一書中所提

出。 

研究對象：利用調查研究法，分析美國、英國、西德、義大利與墨西哥等國之民眾的

政治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穩定程度的可能影響。 

政治文化的類型學─兩位學者依認知、情感與評價三個面向，將政治文化劃分為下列

三種： 

地方型政治文化：社會分工程度極低，通常由部落領袖集政治、經濟與宗教大權於

一身，換言之，尚未產生專職的政治角色。 

臣屬型政治文化：人民對於政治體系以及政治輸出具有相當認知，但在政治輸入以

及政治參與等能力方面，則顯得相當被動或者疏離。 

參與型政治文化：人民對政治體系、政治輸入、政治輸出以及自我能力上皆具備認

知、情感與評價的能力。 

政治文化對政治體系的影響： 

政局穩定： 

倘若一個政治體系的成員，普遍地對其體系的取向是負面的，情感上對其厭惡，對其低估，則

體系的生存能力必然不高，只要有野心份子欲攫取權力，絕不可能有大批人民願意出面防衛，

則被推翻為意料中事。 

影響政治角色的表現： 

重要的人員可分為選任行政首長、議員、法官與公務人員。在一個健全的參與者政治文化內，

人民對選任人員有明確的期望，對其表現有較客觀的評估標準，如此，選任人員也會比較盡職，

而且其公務行為比較符合客觀與理性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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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治變遷： 

政治變遷包括政治結構與文化的變遷。大凡社會與經濟等方面發生重要的變遷，新生代的成員

的觀念必然會改變，倘若其經歷的社會化過程大體上健全，他們也不致與傳統完全脫節，當新

生代人數甚多時，政治文化也必大幅改變，在此情形下，政治結構也必須改變。 

 

二、多數民主國家的投票率並不高，什麼樣的選民比較願意出來投票？解釋選民出來投票的理

論很多，請依據唐斯（Downs）在 1957 年出版《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這本書的觀點，選民出來投票的原因為何？唐斯的觀點有什麼需要修正的地方？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跟高考的「回溯投票」異曲同工；唯「不足」或「修正」那段，對一般考生比較殘忍，倘

能轉個彎，以「中位選民定理，」做例舉來解釋模型的不足之處，論述邏輯將「柳暗花明」！ 

《命中特區》 

黃靖編著，2021，AH45，《縱橫政治學》，P. 8-25,26,29。 

【擬答】 

唐斯對投票行為的假定：經濟學取向 

分析焦點在於選民可以理性的分析各政黨或候選人的各項條件，尤其是過去表現評估以

及未來表現的預期，以此做為投票的依據。簡言之，此途徑係以成本─效益的經濟學觀

念，假設選民會選擇一個成本最小，但效益最大的結果。最具代表性的論述來自於唐斯

（Downs，1957）所著之《民主的經濟理論》，其將選舉行為以市場的消費行為理解，主

張投票對象的選擇，即是欲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之保障或實現。由於強調理性概念與

運用數學模型呈現，此一途徑亦被稱為理性選擇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或形式理

論（Formal Theory）。 

例舉：中位選民定理 

由美國學者 Anthony Downs 於 1957 年名著《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所提出，基本上係將經濟學者霍特林（Hotelling，1929）的兩極競爭空間

模型運用於政治學上。 

多數選民對於既定政策面向存在偏好清楚的選項。換言之，選民有一個最喜歡的選項，

而其他選項對其較無吸引力。 

依循理性原則的選民會投票給最接近其最喜歡之選項的選擇。如此一來，多數選票會

投給中間選民最喜歡的政策選項。 

依照上述假設，如果選民的偏好和政黨的位置可以簡化為簡單的空間模型，我們便可

以預期，為了追求效用其大化，選民會將票投給與自己立場最接近的政黨。這種看法

在其選舉承諾與表現建立一個對民主理論至為重要的聯結，並導出唐斯理論中最關鍵

的結論：設若選民意見在政策面向上呈現「單峰」分布，意味著政黨競爭將產生兩個

立場向中間大多數選民處聚合的形態，從而維持最小的政黨差異。 

唐斯觀點的侷限： 

就「政黨策略」而言，唐斯隱約假定，在單峰的政策光譜中，政黨不能穿過彼此，因

為政黨希望維持本身的可靠度和責任感。這個假設有些缺乏說服力，學者指出，除了

為回應諸如「慎重」、「慣性」或「意識形態承諾」等外在於唐斯理論假定之外因素，

實難想到政黨將維持現有立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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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投票行為」來看，此定理亦存在三個根本問題： 

為何每人都必須費力去投票？ 

選民所抱持的觀點是如何產生的？ 

民意又是如何會有變遷的現象？ 

忽略各國或不同層級所採取不同選舉制度所可能帶來的中介影響。例如以在國會議員

選舉採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我國而言，選民的偏好既非趨中，政黨的立場自然不必以

中間聚合作為選戰的主軸策略。 

此定理以多數民主模型國家作為觀察對象，假定社會分歧或競選區隔只有一個維度，

但在社會分歧維度多重的共識型民主國家而言，解釋力似乎薄弱許多。 

此定理假設政黨或候選人在選舉所宣示的政見，在當選之後一定忠實執行。但從選舉

實證角度觀察，選後的政策執行通常是各自偏愛的政策而非選舉時提出的中間路線。 

 

 

 

乙、測驗題部分： 

  下列何者不屬於當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法制研究途徑 後行為主義 理性抉擇 新制度論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如何管理經濟的政府類型？ 

民族國家 福利國家 自由放任 社會主義 

  下列何者不是使威權政體長久維繫的條件？ 

威權政黨有綿密的組織 執政者進行利益分配 

寡頭統治以鞏固領導中心 經濟持續發展 

  政治參與可以區分為慣常性與非慣常性的兩種類型，下列何者歸屬於非慣常性類型的

政治參與？ 

進行示威  投票  

參與競選活動  與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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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共產主義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產主義一詞的根源來自於社區（community）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困境會導致革命  

馬克思認為宗教信仰能夠解決人類不平等的問題  

列寧與史達林對共產黨的看法相同 

  對公民投票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施政較能貼近民意  可能倉促表達民意 

可以彌補代議制度之不足 無助於提升全體選民的政治素養 

  下列何者不是成文憲法的優點？ 

條款明確，可以防止政府的干預  

立法權受到限制  

個人自由的保障更明確  

非民選的法官可能藉由成文憲法具有比民選政治人物更大的影響力 

  有關憲法目的的敘述，下列何種主張，是強調政府應該提供資源與援助，並擴大政府

保障人民權利的責任？ 

有限政府 積極權利 消極權利 憲政主義 

  下列何者為我國各級法院的法官，可以審查和審判的事項？ 

法律違反憲法 命令違反憲法 命令違反法律 自治條例違反憲法 

  有學者認為，民主化成功或失敗，關鍵在於該國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如果朝野政治菁

英在政權轉型過程中，採取妥協與協議的策略，就比較能朝向成功的民主化。這種解

釋是屬於那種類型的民主化理論途徑？ 

結構途徑 過程途徑 文化途徑 經濟途徑 

  下列那一個國家是總統制國家？ 

墨西哥 紐西蘭 泰國 義大利 

  有關大法官的任期和人數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大法官得以連選連任 

院長和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大法官人數為 15 人 

  下列何者非內閣制國會的特徵？ 

倒閣發動權 影子內閣 黨紀鬆散 內閣對國會負責 

  有關英國內閣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會議員沒有法定任期 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國會選制 

光榮革命之後建立了由全民普選之國會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常有憲政僵局 

  下列何者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人民主權 經濟平等 大眾諮商 多數統治 

  關於我國獨立機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同一黨籍的委員不得超過一定比例 必為合議制機關  

委員有任期保障  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下列何者不是立法部門的類型中，採用兩院制國會的優點？ 

國會兩院可相互制衡 可以加速立法效率  

可以審慎完善立法  較能代表社會不同利益 

  文官的身分為終身保障，剝奪其身分必須依法為之，這種規定為下列何種官僚體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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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層級節制 非人情化 功績制度 永業化 

  依據選民行為研究中的「社會心理學途徑」，影響選民投票決定最重要的因素是： 

候選人因素 選民的社經地位 選民的政黨認同 社會整體的經濟狀況 

  媒體報導能夠影響人們心中對於那些政治議題是當前最重要議題的認知，政治傳播理

論上稱為： 

議題設定理論（Agenda setting theory）  

兩級傳播理論（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知溝理論（Knowledge-gap theory）  

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利益團體會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影響政府，下列何者錯誤？ 

遊說立法部門 訴諸大眾興論支持 採用司法途徑 推出候選人參選 

  某選民非常不認同現任執政者的表現，因此參加示威抗議的活動。下列那一項因素，

可以解釋他的政治參與行為？ 

政治效能感 政治信任感 政治不滿感 相對剝奪感 

  下列政治學概念，何者涉及學習政治過程的目的？ 

政治衰退 政治社會化 政治認同 政治發展 

  下列那一項不是民意的特徵？ 

具有組織性 具有方向性 具有強弱度之別 具有開放性 

  某個國家的大選結束，有 6 個政黨獲得國會席次：A 黨獲得 11%的席次、B 黨獲得 16%

的席次、C 黨獲得 40%的席次、D 黨獲得 12%的席次、E 黨獲得 17%的席次、F 黨獲

得 4%的席次，由 C 政黨籌組政府。下列那一種組合符合「超量聯合政府」(oversized 

coalitional government)，但未達「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al government）？ 

A 黨+C 黨  A 黨+B 黨+C 黨+D 黨+E 黨 

A 黨+C 黨+D 黨  C 黨+F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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