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
基本概念題

概念申論題與概念辨析題作為政治學考題中相對容易入手之題目，但同時
也屬於較難寫出鑑別度之題目，因此在進行論述時，建議能夠把申論題想像成
金字塔體系。亦即在最底層，對於概念的定義做基本的解釋，此處大多屬於理
論或概念背誦性質，也往往作為解題時必須採用的關鍵字；在中層方面，對於
相關概念進行解釋及延伸，此處屬於發揮論述能力之重要部分，建議以自己的
話將教科書上的內容整理過後，依照題幹內容如特徵、影響或優缺點加以闡
述，對特定概念加以解釋；在頂層方面，強調畫龍點睛之效，透過加入特定時
事與例證讓論述更加豐富。



這樣的論述結構能夠幫助各位在念書的時候，將念過的概念以這三層的體系堆
疊，論述的時候先抓住自己念過的關鍵字，再就各個關鍵字做解釋及連結。

以內閣制如何運作為例進行圖解

而本章將基本概念題再加以細分為「概念申論題」以及「概念辨析題」。
概念申論題簡單來說大概長這樣：
Ａ是什麼？
Ａ有何特徵？有何影響？有何優缺？
所以在解題中只要求對特定概念進行論述，相對來說是好掌握的。
概念辨析題則往往會指定就概念的特定面向進行論述，一般來說會長這樣：
Ａ是什麼？
Ａ的原因？ Ａ（不）屬於Ｂ嗎？ Ａ與Ｂ類似嗎？ Ａ造成Ｂ嗎？ 

這種題型可能會要求各位在作答的時候就特定概念的成因、種類、影響……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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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時事

(ex：國會固定任期法
2017年英國少數政府⋯⋯)

Middle
*概念延伸

(ex：行政立法連鎖、內閣產生於
國會、行政向立法負責)

Base
*定義及理論背誦

(ex：行政立法關係、行政權歸屬)



第
一
節 概念申論題  

題 型 公 式

A是什麼？
A有何特徵？有何影響？有何優缺？

本 節 題 目

1-1-1. 何謂利益團體（97高考三級） 

1-1-2. 政治文化為何（105高考三級）
1-1-3. 憲法功能（105調特三等）
1-1-4. 文官體系權力來源及控制（107高考三級）
1-1-5. 內閣制基本特徵（106調特三等）
1-1-6. 民主國家國會功能（105普考）
1-1-7. 選舉主要功能（102高考三級）
1-1-8. 何謂威權政體（108普考）
1-1-9. 民意調查之具體操作及分析（108地特四等）

1-1-10. 三波民主化之前因後果（109調特四等）

1-1-11. 新公共管理之理念與延伸（107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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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利益團體

（97高考三級）

利益團體是什麼？有幾種類型？它如何透過政治過程影響決策？ （25分）

重 要 性  

國　考：★★★
研究所：★★★
轉學考：★★★★  

題 型 分 析

隨著20世紀之後團體政治興起，政治學界對於利益團體的研究，有越來越重
要的趨勢，加上1960年代後系統論及結構功能論興起，在論述利益團體時，各位
手邊能使用的工具及模板著實不少。因此，此題難度雖然不高，但取分關鍵在於
是否能精簡並有條理的選擇理論及學說，並搭配相關實例進行論述。雖然這題只
問類型與影響政策方式，但其實可以結合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並且分析這兩種
利益匯集體系對於民主政治運作過程的影響。

    
解 題 概 念

基本概念
🗹	Almond 利益團體分類：機構型、非組織型、異常型
🗹	Heywood 利益團體分類
🗹	利益團體影響政治方式：請願、遊說、政治獻金、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
公關、司法途徑（口訣：請遊政持關司）

進階論述破口
🗹		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利益代表模式
🗹	 利益團體運作與民主政治利弊
🗹	 當代利益團體運作缺失
🗹	 鐵三角

題型1-1-1

題型破解政治學題型破解1-4



建議作答分點結構
㈠利益團體之內涵及分類
㈡利益團體影響政治之手段
---------------------------進階論述---------------------------

㈢利益團體之運作與民主政治利弊
　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差異

擬答

在20世紀之後，團體政治的興起逐漸取代個人政治，除政黨之外，

利益團體也作為當代對政治決策過程具有重要影響力之政治團體，無論

是從美國1960、70年代或80年代的台灣，利益團體在政治場域均扮演重

要的角色。以下茲就利益團體的特徵、類型及影響政治手段分述之：

㈠	利益團體之內涵
	 學者以薩克（Alan	Isaak）認為利益團體指涉一群具有共同利益，並

向社會提出訴求，要求政府部門執行或不執行，立法部門通過或

不通過特定政策以維護特定利益之制度化結合。一般來說，民主

國家中具有合法集會結社組織地位的團體都屬於此定義之範疇。

惟若欲就利益團體做更細緻的分類，學者艾爾蒙（G.Almond）認

為利益團體作為社會上利益匯集之單位，可以依照其運作形式分

為下列四種：

1.	機構型利益團體（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

	 指涉存在於政府部門之中，為了特定利益而試圖影響政策之

機構，例如官僚組織或行政部門在為了達到特定目的之狀

況，會試圖影響政策之制定。

2.	非組織型利益團體（Non-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

	 與組織型利益團體的重大差別在於此種利益團體往往建立在

諸如地緣關係、血緣關係等傳統特質之上，利益之表達具有

間斷、非連續性等特質，例如宗親會、同鄉會等團體。

3.	異常型利益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

	 異常型團體之運作指涉在政治系統中依制度外途徑影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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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過程之利益團體，溫和者例如社會運

動，極端者例如恐怖攻擊等破壞社會既有

結構及秩序以圖表達訴求之團體。

4.	組織型利益團體（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

	 指一般民主國家之中合法集會結社之政治

團體，由於憲法保障人民有組成團體之權

利，因此人民自主性、自發性地組成各種

團體試圖影響政策。相較於非組織型利益

團體，組織型利益團體具有制度化的正式

團體規章及持續性的利益表達，是為現今

最常討論之利益團體類型。

		此外，海伍德（A.Heywood）依照利益團體

的利益取向將利益團體分為追求特定理

念、價值且不限特定參與者之性質的利益

團體稱作「促進型利益團體」；反之，追

求保護特定族群利益之團體稱為「保護型

利益團體」。

㈡	利益團體影響政治之手段
	 利益團體與政黨最大的差別在於，其原則上不

透過推舉候選人贏得選舉或取得政治資源以

制定政策，其最終目的在於影響國會與行政部

門採取對己有利之方案，為達該目的，一般

來說利益團體會透過以下幾種方式影響決策：

1.	請願

	 以我國為例，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請願之

權利，任何人就國家政策或公共事項皆有

陳述其願望之權利，而政府亦應秉持大眾

諮商原則接納之。故利益團體能透過此一

方式，搭配遊行、示威等方法匯集意見並

將其輸入至政治系統中。

2.	遊說與政治獻金

	 遊說的英文原意為“Lobbying”，由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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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論述，行有餘
力者可以補充此分
類，就不同的理念
取向結合時事論
述。



大廳（lobby）演變而來。由於在美國，國

會大廳為眾多利益團體成員與國會議員接

觸之場所，因此遊說係利益團體直接透過

說服重要決策人士以達到目的之過程。學

者Hall及Deardorff認為遊說可能具有利益

交換、資訊提供與立法輔助三個功能。

	 若就當今之政治現實觀察，利益交換此一

模式可能最具解釋力，即「利益團體」

透過政治獻金的提供，強勢地影響政府

的決策，例如美國著名的「來福槍協會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便

透過大量的會員與資金左右選舉及立法。

3.	支持與反對特定政黨

	 由於利益團體之成員往往是社會中重要之

意見領袖，能透過政治溝通的過程對於選

民投票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在選舉

期間若能爭取到形象良好之利益團體，將

對於政黨之選舉大大有利；反之，若利益

團體挑明反對特定政黨或政策，可能成為

政黨票源流失之隱憂。例如我國的公民監

督國會聯盟定期對立委進行評鑑，即為一

例。此外，雖然政黨樂見利益團體對己之

支持，但由於現今之政黨大多為掮客型政

黨（broker	parties），希望爭取絕大部

分選民之選票，因此也可能會婉拒特定極

端利益團體的合作。

4.	公共關係及宣傳

	 除了重要決策者之外，群眾也是利益團體

重要的訴求對象，因此透過宣傳自己的理

念對人民進行政治社會化以形成對決策者

之壓力，此被稱為「草根式遊說」。例如

1990年代瑞士的保險公司及醫師所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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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論述，遊說的
詳細理論，作答時
間若充裕再參考即
可。

進階論述，利益團
體與政黨的合作並
不新鮮，但在1990
年代之後，由於政
黨希望爭取絕大多
數的選票，因而在
面臨較為爭議的利
益團體之合作要求
時，可能會衡量選
票效益再行定奪。



利益團體對人民鼓吹健保制度之缺漏，試

圖影響健保公投。	

5.	司法途徑

	 對於弱勢利益團體來說，司法途徑作為最

重要且成本較低之影響政策管道，憲法保

障人民受不法侵害時得以提請訴訟，透過

司法判決或大法官解釋以保全基本權利，

例如環保團體對於非法開發建案之訴訟，

或者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作成

的背景，即是促進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團體

成員直接透過憲法訴訟法中相關聲請釋憲

程序以達成同婚合法化之目的。

㈢利益團體對民主政治之影響
	 以團體政治的面向來看，雖然國家單向提供了

看似平等的接觸管道給每個團體，惟當代民

主政治的運作對於弱勢團體並非像學者們原

先想像的友善。最主要的癥結點應該在於社

會團體高度的發展失衡。團體雖然具有諸如

請願、遊說、司法途徑等影響政治的管道，

但提供的政治獻金多寡往往決定了一個團體

的影響力。利益團體雖然形式上處於多元

平等的樣態，實際上卻有著高度的不均衡，

因此這樣的民主政治往往被謔稱為金權政治

（Plutocracy）、鐵三角（Iron	triangle）

等。實質上，不但無法確保多元化社會的運

作，更會加劇族裔、弱勢團體或強勢團體之間

的對立。因此不同的理論觀點對當代利益團體

之運作進行了批判與反思，例如新多元主義

（neo-pluralism）或強調經由層峰團體（peak	

association）進行利益匯集，並與國家之間

達成三方共識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

題型破解政治學題型破解1-8

利益團體透過司法
途徑而影響政策的
經典例子，也是這
幾年重要的社會運
動事件，若能舉例
並分析相關內容，
能使作答更完整。

進階論述破口，可
以從利益團體之運
作與民主政治利弊
結合多元主義與統
合主義差異，題目
雖然沒問到這塊，
但其實利益團體的
類型、手段與其對
政治之影響係一體
兩面，無法切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