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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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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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它與「舊」區域主義有何不同？對當前與未

來區域合作之影響又為何？（25 分） 

二、所謂「北韓核武危機」乃東北亞地區重要之安全議題之一，請試述：此一議題之源

起為何？過程中有那些關鍵性發展？未來展望又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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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關係理論對權力平衡的觀點？ 
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採行抗衡（balancing）策略以維護其生存暨安全 
結構現實主義以為，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必然促成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狀態 
社會建構主義主張，康德式國際文化，會促成國家採取權力平衡，達到永久和平的狀態 
單極霸權國家之權力優勢，已大到無法抗衡的程度，故而各國只能扈從單極霸權國家 

2 下列何者不是外交危機的定義要素？ 
決策時間短  決策資訊充分 
決策壓力大  可能導致國家利益產生重大損失的國際情勢突變 

3 聯合國於 2017 年 7 月 7 日投票通過禁止核武器條約，下列何國投票支持通過該條約？ 
美國 日本 伊朗 英國 

4 美國川普總統與中國大陸習近平於 2017 年 4 月會面後，啟動百日貿易談判，請問下列何者為兩國百日談判行動

計畫的早期收穫成果？ 
美國投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 
中國大陸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美國承諾對中國大陸銀行業者實施較他國更優惠的監管措施 
美國無條件向中國大陸開放天然氣出口 

5 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大陸與南非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代表性新興國家。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金磚五國集團採取的

共同行為？ 
組成金磚五國論壇（BRICS Forum），定期舉行年度高峰會議 
呼籲調整國際貨幣基金（IMF）投票權重，賦予開發中國家更多決策份額 
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 
建立反恐軍事同盟 

6 下列何種貨幣不屬於 IMF 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組合？ 
韓元 美元 日圓 人民幣 

7 下列何者不屬於亞太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倡議？ 
 TPP  RCEP  TTIP  FTAAP 

8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常設秘書處設於下列何城市？ 
馬尼拉 新加坡 雅加達 曼谷 

9 中國大陸新近在何處設立海外軍事基地？ 
斯里蘭卡（Sri Lanka）  吉布地（Djibouti） 
杜拜（Dubai）  巴基斯坦瓜德爾港（Gwadar） 

10 2017 年 7 月漢堡舉辦的 G20 高峰會前後，那個「安全議題」曾引發美國與歐盟兩者外交關係緊張？ 
南海問題 敘利亞問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美歐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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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島嶼不是目前南海島礁領土爭議之標的？ 

中業島 黃岩島 東沙島 太平島 
12 2017 年 6 月部分阿拉伯國家指責卡達資助極端團體，破壞區域和平，而宣布與卡達斷交。下列那個國家未與卡達

斷交？ 
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 埃及 葉門 

13 我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會員名稱為何？ 
中華臺北  臺灣 
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中華民國 

14 下列何者為非傳統性的安全問題？ 
釣魚台主權紛爭  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 
以巴衝突  恐怖主義活動與攻擊 

15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有重大轉變，其並揚言要和當事國或相關國際組織，
以公平條件重議國際條約或協議。其中在國際氣候領域上，川普總統於今年 6 月初聲明將退出那項條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16 2014 年以來，歐俄之間有那個安全緩衝國領土問題，引發雙方直接利益衝突，並使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
雙方關係陷入低潮？ 
波羅的海三小國 土耳其 烏克蘭 白俄羅斯 

17 下列那個國家沒有在南海問題上提出主權要求？ 
越南 汶萊 中國 新加坡 

18 有關伊斯蘭國（I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2010 年以來的國際間所有的恐怖攻擊，都是由伊斯蘭國發動的 
其組織目的是要在中東地區建立政教合一的極端回教國家 
伊斯蘭國的資金多由科威特資助 
伊斯蘭國自始至終和蓋達組織沒有聯繫 

19 2017 年 7 月，我國經濟部和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巴拉圭簽署「台巴經濟合作協定」。我國簽訂該協定之目的，
著眼於未來能藉此進入那個區域組織的市場？  
歐洲聯盟 中美洲國家組織 南方共同市場 非洲聯盟 

20 「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已是現今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制度的重要設計，請問「預防外交」
這個理念最早由那位聯合國秘書長提出？ 
安南（Kofi Atta Annan）  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 
潘基文（Ban Ki-moon）  哈馬紹（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 

21 下列有關英國於 2017 年 3 月起與歐盟展開脫歐談判的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首相梅伊為求在脫歐議題上獲得更多選民支持而解散國會，保守黨並於 2017 年 6 月提前舉行的國會選舉
中席次過半 
歐盟同意英國的立場，在談判脫歐議題時，同時討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英國脫歐引發海外領地「直布羅陀」領地歸屬議題 
英國在完成脫歐程序前，不需要依歐盟法規，繳交每年給歐盟的貢獻預算 

22 下列何者非 G20 的成員？ 
歐盟 南非 沙烏地阿拉伯 紐西蘭 

23 下列有關拉美情勢的發展，何者錯誤？ 
哥倫比亞最大叛軍組織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去年底與政府簽署和平協議之後，現在將進一步決定轉型為
政黨 
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 6 月，宣布繼續開放古巴旅遊，美巴關係持續升溫 
委內瑞拉因現任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擴權修憲，以及施政無方，導致全國抗議罷工不斷，有嚴重政
治危機 
巴西總統泰梅爾（Michel Temer）涉犯的貪瀆案件，被檢方起訴 

24 美國處理兩岸問題，主要是以和中國簽訂的三個聯合公報為基礎，請問不包括下列何者？ 
中美建交公報 上海公報（1972） 臺灣公報 八一七公報 

25 蔡英文總統就任後，我國就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貿交流中，將東協及南亞視為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來合作 
人才交流中，加強學生、產業人才交流，以及新住民力量的發揮 
醫療、社會、農業與科技的資源共享 
加強與東協、東亞和紐澳的區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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