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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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論述現實主義理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權力及理性假設有何不同的觀點，並請舉

例說明之。（25 分） 

二、有人認為新媒體對外交議程的設定有影響，所謂「CNN 效應」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

議程設定有決定性的影響。何謂「CNN 效應」？請申論其是否對外交政策議程設定

具決定性影響，並舉例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201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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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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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美國總統參選人川普說「我認為美國應完全且澈底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這句話最貼近下列何種意識型

態的描述？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封建主義 保守主義 

2 下列那一個國家不是歐洲聯盟的會員國？ 
烏克蘭 葡萄牙 奧地利 保加利亞 

3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我國共有 22 個邦交國，分布於不同的地區，下列那一個地區並無我國的邦交國？ 
拉丁美洲 歐洲 北美洲 非洲 

4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臺灣在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擁有正式會籍身分？ 
東南亞國協 亞投行 中美洲銀行 上海合作組織 

5 關於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第一個由聯合國派遣的維和部隊是為因應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  
提供國際維和部隊的人員主要以歐美等西方國家為主  
維和部隊部署時須有假想敵設定，作為積極殲滅當地戰爭發起國的戰爭準備  
維和部隊所需各項經費原則上應全由交戰區國家負擔 

6 關於美濟礁（Mischief Reef）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位於南海海域，目前由印尼實際管轄  
2015 年中國大陸將美濟礁以人工方式擴大島嶼面積，目前約 5.5 平方公里  
馬來西亞為聲索國之一  
南海諸島嶼爭議，相關國家樂於提交國際仲裁解決 

7 有關區域經濟整合的討論，下列何者正確？ 
具競爭優勢的強國多半希望在整合過程中儘量少開放市場  
當前區域經濟整合過程多由世界貿易組織主導  
保護主義是目前區域整合過程中主要精神所在  
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是當代區域整合的最新規範內容 

8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杭廷頓全球主要文明的分類？ 
伊斯蘭文明 印第安文明 俄國東正教文明 印度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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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英國 2016 年 6 月舉辦的脫歐公投，下列何者正確？ 
英國決定於公投結束後馬上完成脫歐談判，儘速脫歐；其他歐盟國家則希望愈晚愈好  
主張脫歐的保守黨政治菁英為黨魁兼首相卡麥隆  
脫歐程序由當事國提出、再由歐洲理事會裁定為之  
脫歐公投能過半之因是英國人擔憂主權喪失與社會福利遭移民瓜分等因素 

10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是當前規模最大的區域性軍事聯盟組織，下列那個國家未加入北約？ 
位於西歐的英國 位於南歐的義大利 位於北歐的芬蘭 位於東歐的阿爾巴尼亞 

11 下列何者不是聯合國的主要機關？ 
大會 託管理事會 國際民航組織 安理會 

12 關於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際刑事法院別名為國際法院，受理國家間爭端裁判  
對觸犯滅絕種族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之個人具管轄權  
美國、中國、俄國皆為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 

13 從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角度來看，下列那個現象是中小型國家面臨強權威脅時所採行的典型「抗衡」策略？ 
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臺德地區予德國 俄羅斯與喬治亞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之爭 
菲律賓參加亞投行成為創始會員國 南韓與中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14 在國際關係的定義中，下列那一個組織是集體安全的代表？ 
美日安保條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聯合國 華沙公約組織 

15 東南亞國協會員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是那一國？ 
菲律賓 越南 泰國 印尼 

16 從區域經濟整合的深度來看，下列那一個區域組織的整合程度最深？ 
歐洲聯盟 北美自由貿易區 東南亞國協 南方共同市場 

17 2011 年爆發的茉莉花革命至今餘波盪漾，茉莉花原指那一個國家的國花？ 
敘利亞 突尼西亞 利比亞 埃及 

18 下列「事件 ‒年代」之組合何者錯誤？ 
韓戰 –1950 年代  以色列-阿拉伯戰爭（贖罪日戰爭）–1970 年代 
柏林圍牆倒塌 –1990 年代 阿拉伯之春 –2010 年代 

19 關於 2016 年 7 月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峰會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  
是該組織的第 30 屆年會  
大會結論聲明強調維護海上安全與合作及航行自由  
中國大陸表示因印尼在「南海仲裁案」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仗義執言」，故向後者提供若干無償貸款 

20 關於美國外交決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美國憲法規定宣戰權屬於總統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僅可透過預算審查對行政部門施加影響力  
美國總統任命駐外大使需經國會參議院同意  
「軍工複合體」（MIC）指的是美國國會與私有產業緊密結合的共生關係 

21 關於 2016 年「南海仲裁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菲律賓依聯合國憲章主張中國大陸南海「九段線」水域主張及近年之海上執法，均違反前述憲章  
菲律賓於 2013 年提出仲裁要求  
五名仲裁人係由菲律賓與中國大陸共同提出  
中國大陸拒絕接受仲裁，稱已根據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出聲明，排除該公約爭端處理機制在海域劃界

等問題上適用於中國大陸 
22 2015 年 12 月 12 日，195 國簽署那一項文件以防止進一步的氣候暖化等問題？ 

里斯本條約 巴黎協定 京都議定書 德班宣言 
23 下列那一個國家在 2016 年並無國家或政府領導人的選舉？ 

美國 菲律賓 越南 俄羅斯 
24 下列何者作為國際關係的主權實體時會受到各國政府最多的質疑或挑戰？ 

列支敦斯登王國 梵諦岡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伊斯蘭國 
25 下列何國曾經主動退出聯合國，但後來又再加入？ 

印尼 印度 巴拉圭 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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