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普考) 

共6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郭雋老師 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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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本題偏難。難在答題經驗、以及答題架構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破題關鍵》 

須解釋民主治理的意義，在就新冠疫情（COVID-19）防疫政策，對行政權擴張、人權限制以及民粹主義等面

向，說明對民主治理的衝擊。 

《使用法條或學說》 

羅迪斯的民主治理的理論。參閱譚偉恩、宋鎮照《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 

【擬答】 

民主治理的概念-從「政府」到「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英國學者羅迪斯（Rhodes）認為任何社會都會有「治理」的需求和問題，現代民主國家強

調主權在民、人民是國家及社會的主體、政府行使統治權係基於人民的委託，所以政府被

賦予建構一套法律制度的責任，並運用行政控制及效力來支配社會和經濟。因此，作為一

個社會的必要配置，民主治理治理的終極目的必須達到滿足人民多元的需求及解決複雜的

公共問題。 

新冠疫情防疫政策對民主治理的挑戰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擴散 不僅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模式和

國與國之間的政經互動，也同時重新調整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茲就下列三個面向探

討疫情治理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行政權擴張： 

在疫情的衝擊下，民主國家為控制疫情及挽救經濟蕭條，龐大的防疫預算及紓困方案預

算，以我國便提出 1 兆 500 億的特別預算。美國通過金額高達 2 兆美元之紓困方案，用

於援助國內受創產業、提供業主低 利貸款和人民失業救助金等。這些舉措不是自由主義

的市場機制，而是政府行政擴權大，但缺乏「問責」制度，可能導致政府經費使用不透

明，監督困難。而產生對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人權限制： 

在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很多國家基於「社會安全」，對其人民的行動自由進行約

束。但基於「安全化」的政府擴權是否真能為其人民提供安全的保障？此外，當疫情漸

漸獲得控制，人民與政府在互動關係上產生新變化？這些問題可能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民粹主義： 

疫情之下政府的管控措施，如居家隔離、社交距離、限制流動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

人民的生活日常，從受教、就業、醫療、消費到娛樂，無一例外。儘管這樣的改變是為

了避免疫情蔓延，但過程中所產生的不便會積累民怨，可能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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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我國憲法與相關法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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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本題偏易。破題關鍵在於答題架構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使用法條或學說》 

周繼祥，2005，政治學：21 世紀的觀點，威仕曼文化公司。；中華民國憲法第及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 

【擬答】 

立法部門的意義 

立法部門或稱國會，現代國會的意義是從 17 世紀的英國開始，直到 18、19 世紀，民主政

治逐漸發展，代議機構才漸漸演變成今日的國會型態。現代民主政府在本質上就是代議民

主，因為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在廣土眾民的國家運作；因此，任何民主政府都必須仰恃代議

士（議員）來代表人民參與國事。 

立法院監督總統的權力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監督總統的權力有彈劾權以及人事同意權： 

彈劾權：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7 項規定：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

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人事同意權：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規定：總統提名司法院大法官、院長、副院

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等，經立法院同

意任命之。 

立法院監督總統和行政院院長的權力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行政院依下列規定，對立法

院負責，憲法第 57 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

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

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

應於送達 15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 7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15

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

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

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

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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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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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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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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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權制度可透過六項典型特徵確認，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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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世襲  壟斷武裝戰鬥工具  

國家掌握全方面的經濟生活 單一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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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個概念最相關？ 

文化霸權 公民文化 激進民主 政治社會化 

  在政治場域中，有一種主張認為任何政治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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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政治意識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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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政治意識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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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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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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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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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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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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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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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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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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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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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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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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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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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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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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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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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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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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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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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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導致涵蓋率不足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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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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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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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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