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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研究國際關係有所謂的現實主義學派。試申論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要論點，以及對於國際
關係的影響。（25 分） 

二、美國自歐巴馬總統上任後，採取亞太再平衡戰略（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試申論此一戰略的主要內容，以及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影響。（25分） 

乙、 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3201 

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那一國是亞洲除中國大陸之外經濟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 

印度 越南 印尼 韓國 

2 下列那一國是中國大陸與已開發國家所簽署的第一個 FTA？ 

澳洲 英國 紐西蘭 法國 

3 下列那一項不是安倍經濟學的三枝箭之一？ 

大膽的寬鬆貨幣政策  發放消費券給日人  

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  經濟結構改革（成長策略） 

4 下列那一國是剛加入歐洲聯盟（EU）的第廿八個會員國？ 

土耳其 克羅埃西亞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5 下列那一國為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 

衣索匹亞 南非 剛果人民共和國 奈及利亞 

6 下列那一國尚未擁有 APEC 會籍？ 

俄羅斯 加拿大 印度 智利 

7 下列那一國在 FTA 談判時最重視服務業貿易的 Mode 4？ 

澳洲 印度 中國大陸 韓國 

8 下列那個學派將國際關係視為零和遊戲（zero-sum game）？ 

自由主義 現實主義 建構主義 女性主義 

9 下列那一國同時擁有 G20 與 G7 會籍？ 

澳洲 加拿大 印尼 中國大陸 

10 下列那一理論最足以解釋歐洲經濟整合的經過？ 

功能主義 新功能主義 現實主義 建構主義 

11 下列何者為非傳統性安全問題？ 

烏克蘭問題 南海領土紛爭 氣候變遷 北韓核武問題 

12 下列對印度的敘述，何者錯誤？ 

服務業貿易占該國 GDP 的百分之六十 擁有三億中產階級人口的國家 

製造業是該國出口貿易的強項 擁有世界上最多貧困人口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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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那一國最近提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澳洲 日本 中國大陸 韓國 

14 下列那項協定屬於非歧視性貿易？ 

FTA RTA RCEP WTO 

15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 1914 年 7 月爆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因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的失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提議之下，建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希望能夠創造

和平，避免戰爭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 14 點和平原則，是國際關係理想主義的典範 

美國參議院於 1920 年 1 月批准凡爾賽條約，在戰後領導國際聯盟 

16 下列那一個國際合作組織對我國國家安全有重大之幫助？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美日安保條約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 

17 下列那些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非是因為領土的糾紛？ 

中國與日本 中國與菲律賓 美國與敘利亞 俄國與烏克蘭 

18 在歐洲大陸的國際組織中，最捍衛人權的組織是下列何者？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歐洲高峰會議（European Council）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歐洲部長會議（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 國際關係裏，第一個想要透過集體安全的創立，解決國際衝突，避免戰爭的國際組織是： 

聯合國 歐洲聯盟 國際聯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20 國際貿易裏有關服務產業與下列何者比較符合？ 

電腦科技與航太 農業與食品 通訊與 3C 產業 銀行與保險產業 

21 有關赤字，下列何者正確？ 

一個國家有可能在沒有預算赤字的情況之下，產生貿易赤字 

一個國家可能有預算赤字，也可能有貿易赤字，但是不可能同時發生 

如果一個國家有貿易赤字，該國必然有預算赤字 

一個國家如果有預算赤字，則該國必然有貿易赤字 

22 下列有關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是世界衛生組織之會員  

我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每一年的邀請之下，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觀察員 

我國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永久觀察員 

我國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會員 

23 歐盟的常任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是根據下列那一個條約選出？ 

巴黎條約 羅馬條約 布魯塞爾條約 里斯本條約 

24 所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的英文簡稱為何？ 

APEC TPP PBEC PECC 

25 下列那一國非南海領土紛爭的國家？ 

菲律賓 汶萊 印尼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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