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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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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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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解釋名詞 (每子題 5%) 
 
1. Democratic deficit 
2. Meritocracy  
3. Governance  
4. Bicameralism 
 
 
 
貳、 何謂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0 %)為何它在當代的民主政治理論裡

受到廣泛的注意? (15 %)  
 
 
 
參、 試分析政黨與利益團體的差別。(15 %)在多元的民主國家裡，利益團體

可能取代政黨的角色嗎? (10 %) 
 
 
 
肆、 請將下列英文翻譯成中文 (每子題 5%)。 

 
1.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reflects and embodies an entire range of claims 

about the truth of things. 
2. Just as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reflects an accoun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human being, emphasizing a psychological theory that purports to describ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human action, 

3. and just as Plato’s theory of the polis is virtually unintelligible without the 
theory of ideas and everything that it implies, 

4. so does Aristotle’s politics involve a metaphysics that tells us that man is by 
nature a social animal, 

5. and so is Rousseau’s the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hostage to a concep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say that humans are free, whether naturally or morally. 

6. In each case, prudential arguments presuppose an ontological account of the 
state, which, in turn, involves a range of explicit or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about how things in the world reall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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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國總統與總理各有哪些權限？兩人之權力劃分界線何在？依照第五共和

憲法之實踐，總統與總理的互動模式為何？以上請依序分析之。(30%) 

 

二、議會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s of government)之籌組內閣，可能產生哪

些聯盟模式？這些模式各有什麼樣的特質？請分析之。(20%) 

 

三、依照學者 Juan Linz 之分析，總統制有哪些缺點？請分析評論之。(20%) 

 

四、專業英文。請依序將以下英文翻譯成中文。(30%) 

(一) As in the government hierarchy, while the formal power of Communist Party structures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size of membership, actual impact on policy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size. The Communist Party constitution vests supreme authority in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but this structure is too big and meets too infrequently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10%) 

(二) Ombudsman typically have no power of their own, but report to the legislature for 

remedial action. Their cases rarely lead to criminal conviction, but often government 

officials change their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embarrassing publicity. Thus, Ombudsman 

offer a more expeditious and less costly procedure than court action. (10%) 

(三) The Supreme Court, through its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can declare any act of the 

president or Congress null and void on the ground that it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Such a 

decision can be overturned only by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r by the Court, usually 

with new members, changing its min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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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須知： 

一、所有答案均應附具理由，如未附理由者，該題以零分計算。 

二、答案卷上應註記答題題號(如有子題者應同時註記子題題號)，題號註記錯誤，該題(或

子題)扣五分。 

三、試題卷附有參考條文者，答題以該參考條文內容為主。 

 

題目：(共三大題) 

一、行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

行政機關。」國家賠償法第二條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

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權力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

務員。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亦同。」試問：上開三條

文規定中所稱「公權力」，其概念之內涵外延是否相同？如否定，該三者有如何之差別？

(二十五分) 

 

參考條文： 

行政程序法第十六條第一項： 

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 

 

二、甲為某地方政府警察局之警員，其於某日執行巡邏勤務時，當場碰見受僱於丙公司(公

司負責人為丁)之乙(其受僱工作內容主要為發放或張貼公司廣告)，於路邊電線桿上違

規張貼廣告影響環境整潔。甲除當場拍照外，並將甫張貼違規廣告完畢正擬騎機車離

去之乙予以攔停，就乙違規張貼廣告乙事，詢問其有無意見，並當場製作調查紀錄。

乙於該調查紀錄中承認該違規廣告確係其所張貼，但其係為謀生而不得已張貼，懇請

甲網開一面云云，並於調查紀錄中簽名。其後，甲隨即將照片連同調查紀錄移送主管

機關(即該地方政府環境保護局)處理，該環保局即以乙有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七

條第十款規定之行為，依同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裁處乙新台幣一千二百元罰鍰。試

問： 

(一)甲警員對乙所為調查行為是否合法？(二十五分) 

(二)如乙違規張貼廣告之事實，經當地主管機關環保局查證屬實，環保局得否同時對丙

公司及負責人丁處罰？(二十五分) 

 

參考條文： 

行政罰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行政機關對現行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人，得為下列之處置：一、即時制止其行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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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書面紀錄。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行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

強制力排除其抗拒。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效，致確實無

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令其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其不隨同到指定處所接受

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為之。 

廢棄物清理法 

第二十七條第十款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列行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第五十條第二款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六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連續處罰：…二、違反第十二條之規定。 

 

三、96 年 7 月 4 日甫正式營運之台北貓空纜車系統，於經營不久，即因日前(97 年 9 月)

颱風來襲，導致纜車第十六號塔柱基座掏空，隨時有造成坍塌或土石滑落之危險。台

北市政府為安全考量，遂宣布貓纜停駛。試問： 

(一)位於貓纜危險塔柱所在附近居民甲(如政大御花園住戶)，因擔心隨有可能發生之土

石崩落或土石流，嚴重影響日常居家生活安全，得否請求拆除第十六號塔柱並禁止

貓空纜車系統之繼續營運？(十三分) 

(二)因貓纜停駛而生意受影響之貓空附近商家乙，得否主張台北市政府之停駛決定使其

生意一落千丈，而請求國家賠償？(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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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不得從事按

摩業。」，請問 

(一)  上述規定就憲法保障視障者工作權(20%)與生存權(10%)的觀點而言，是否合於比

例？ 

(二)  上述規定係保障視障者就業機會，實現實質的平等，還是對非視障者不平等的差

別待遇？(15%) 

二   海峽交流基金會董事長江丙坤和中國大陸海峽交流協會會長陳雲林於二００八年十一

月四日簽訂「海峽兩岸空運協議」、「海峽兩岸郵政協議」及「海峽兩岸食品安全協議」、

「海峽兩岸海運協議」（以下簡稱海運協議）等四項協議，該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四

十日內生效。 

假設行政院與立法院就對海運協議的內容（詳見參考資料）是否須另定法律或修法，

才能在國內施行，意見相左：行政院長與大陸委員會的多數委員認為 1)以現行之臺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兩案關係條例）第四條、第四條之二與第五條等相

關規定作為海運協議之內國法依據即可，不須另定法律。立法院長與多數立委則強調 2)

該協議內容與現行法律牴觸，必須修法，否則不可施行。就此，行政院則主張 3)依兩岸

關係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訂定許可辦法，即可排除牴觸商港法第二十五條的爭議。 

(一)  海運協議內容是否應以法律明文規定？（15％）海運協議是否屬憲法第五十八條

規定之「條約」？行政院應否提出於立法院？若是，立法院應如何審查？請從民

主原則、法治國原則觀點，評論上述行政院與立法院之爭議。（30％） 

(二)  如果行政院與立法院就上述爭議各持己見僵持不下，現行憲政體制是否有解決途

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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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憲法 第五十八條  

行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行提出於立法院之法律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

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提出於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一條 

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之往來，並處理衍生之法律

事件，特制定本條例。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三條之一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統籌處理有關大陸事務，為本條例之主管機關。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四條 

行政院得設立或指定機構，處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之事務。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處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事務，得委託前項之機構或符合下列要件之民間

團體為之：  

一、設立時，政府捐助財產總額逾二分之一。  

二、設立目的為處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事務，並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為中央主管機

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或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經行政院同意之各該主管機關，得依所處理事務之性質及需要，逐

案委託前二項規定以外，具有公信力、專業能力及經驗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理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之事務；必要時，並得委託其代為簽署協議。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機構或民間團體，經委託機關同意，得複委託前項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理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之事務。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四條之二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統籌辦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訂定協議事項；協議內容具有專門性、技術性，以各該主

管機關訂定為宜者，得經行政院同意，由其會同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辦理。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或前項經行政院同意之各該主管機關，得委託第四條所定機構或民間團體，以受託人自

己之名義，與大陸地區相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 

本條例所稱協議，係指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間就涉及行使公權力或政治議題事項所簽署之文書；協議之附

加議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錄、附錄及其他附加文件，均屬構成協議之一部分。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五條 

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條之二第二項，受委託簽署協議之機構、民間團體或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

應將協議草案報經委託機關陳報行政院同意，始得簽署。 

協議之內容涉及法律之修正或應以法律定之者，協議辦理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行政院核

轉立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律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律定之者，協議辦理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

日內報請行政院核定，並送立法院備查，其程序，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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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二十九條 

大陸船舶、民用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臺

北飛航情報區限制區域。 

前項限制或禁止水域及限制區域，由國防部公告之。  

第一項許可辦法，由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商港法 第二十五條 

船舶入港至出港時，應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船籍國國旗及船舶電臺呼號旗。 

前項船舶電臺呼號旗，非將入港報告單檢送商港管理機關後，不得降下。 

船舶入港報告單，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檢送商港管理機關。 

海峽兩岸海運協議 

為實現海峽兩岸海上客貨直接運輸，促進經貿交流，便利人民往來，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

關係協會就兩岸海運直航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經營資格 雙方同意兩岸資本並在兩岸登記的船舶，經許可得從事兩岸間客貨直接運輸。 

二、直航港口 雙方同意依市場需求等因素，相互開放主要對外開放港口。 

三、船舶識別 雙方同意兩岸登記船舶自進入對方港口至出港期間，船舶懸掛公司旗，船艉及主桅暫不掛

旗。 

四、港口服務 雙方同意在兩岸貨物、旅客通關入境等口岸管理方面提供便利。 

五、運力安排 雙方按照平等參與、有序競爭原則，根據市場需求，合理安排運力。 

六、稅收互免  雙方同意對航運公司參與兩岸船舶運輸在對方取得的運輸收入，相互免徵營業稅及所得

稅。 

(略) 

十四、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四十日內生效。 

(以下略) 

附件 海峽兩岸直航船舶、港口安排 

依據本協議第一條、第二條，議定具體安排如下： 

（略） 

三、雙方現階段相互開放下列港口： 

台灣方面為十一個港口，包括：基隆（含台北）、高雄（含安平）、台中、花蓮、麥寮、布袋（先採專案方

式辦理）等六個港口，以及金門料羅、水頭、馬祖福澳、白沙、澎湖馬公等五個「小三通」港口。 

大陸方面為六十三個港口（以下略） 

雙方同意視情增加開放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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