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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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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2015 年 4 月，美國與日本在歷經近兩年協商後，公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做為 21 世紀美日同盟轉型的

綱領性文件。請試述何謂防衛合作指針？其內容演進過程為何？此一新版防衛合作

指針有何意義？另為因應新版防衛合作指針，日本自身做了那些制度改革？（20 分） 

二、自 2012 年以來，中共與俄羅斯持續推動代號為「海上聯合」之雙邊海上聯合演習，

請問在那些地區舉行演習？其戰略意義為何？美國又如何看待此一聯合演習？試

申論之。（20 分） 

三、1950 年韓戰爆發，請試述美國對海峽兩岸（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北京的中

共政權）的政策有何轉變？（自 1949 年 10 月中共在北京建政後至韓戰爆發）；美

蘇兩國在聯合國有關因應朝鮮半島局勢的會議中，雙方的立場及聯合國決議為何？

韓戰如何結束？（18 分） 

四、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中，當年曾發生兩個重要事件，分別是美國的

參戰及俄國的退出。請試述當時的國際背景及美國參戰和俄國退出的原因分別為

何？當時中國亦在討論參戰與否的問題，請分別論述朝野各方主張及反對參戰的領

導人姓名及他們的觀點、理由。（17 分）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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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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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東西方爆發冷戰時期以來，美國歷任總統外交政策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杜魯門決定援助希臘與土耳其對抗共黨叛亂 
尼克森強調實力對抗與對盟國安全承諾，決定擴大參與越戰 
卡特重視人權議題，代表對尼克森式現實主義之反彈 
雷根重新強調意識形態對抗，因而惡化美蘇關係 

2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乃至第二次大戰爆發前，下列何者不屬此時期為維持國際和平所做之努力？ 
巴黎非戰公約 海牙和平會議 華盛頓會議 羅加諾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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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於 1839-42 年對清朝發動之鴉片戰爭，乃中國近代史關鍵轉捩點，下列何者並非英國決定開戰的動機

之一？ 
要求開放更多口岸，以拓展貿易市場 簡化關稅制度與內容，以降低貿易成本 
拉攏中國加入國際法體系，以便利溝通 解決廣州公行壟斷貿易問題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盟軍領袖舉行的一連串國際高峰會中，下列何者並未涉及中國問題？ 
雅爾達會議 德黑蘭會議 開羅會議 波茨坦會議 

5 關於 1945-55 年間臺海兩岸涉外關係之發展，下列何者錯誤？ 
美國於 1949 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試圖撇清對國共內戰之責任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 1950 年派出第七艦隊，協防臺灣 
藉由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正式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網 
美國國會於 1955 年通過決議，授權總統可派兵協防臺灣 

6 1895 年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結束甲午戰爭，請問下列何者並非此一條約帶來之立即影響？ 
日本立即併吞朝鮮，中國失去關係最密切之代表性藩屬國家 
日本獲得巨額賠償，提供深化工業建設之資本 
中國首度將開放對外口岸，擴大至長江上游 
開放外人至內地設廠製造，進一步削弱中國競爭力 

7 自川普總統上台以來，美國陸續針對其當前參與或簽署之若干重要國際組織或協定，進行檢討或宣布退

出，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定 TTIP 

8 在北歐國家當中，下列何者尚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 
冰島 挪威 芬蘭 丹麥 

9 有關推動東亞區域合作之具體作為，目前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
為主，請問下列何者並未同時參與兩個平台？ 
印尼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10 美、中雙方在 2017 年 4 月川普與習近平高峰會後，宣布建立 4 個高級別對話機制，下列那一項並未包括

在內？ 
外交安全對話 全面經濟對話 共同打擊犯罪對話 社會與人文對話 

11 有關鴉片戰爭及其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英國認為他並非為了鴉片利益，而是為了自由貿易理念而戰，拒絕稱此為「鴉片戰爭」 
清廷在天朝意象及官僚欺瞞的影響下忽戰忽和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對外關係及外國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從此開始放棄了「中國中心主義」及天朝心態 
 1844 年接任兩廣總督的耆英，採取羈縻之外交作為 

12 有關凡爾賽體系的內涵及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簽訂凡爾賽條約的巴黎和會與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相同，乃由全體交戰國談判決定和約內容之會議，

德國丶奧國等戰敗國和蘇聯仍可在會中表達意見及談判 
凡爾賽條約將第一次大戰的罪責全推給德國與其盟國，並冠上發動戰爭罪之罪名，以合理化戰勝國對

戰敗國的掠奪行為，導致德國復仇之心理，成為更不滿現狀的國家 
英丶法二國乃凡爾賽體系的主導國家，但二國明顯同床異夢。法國希望藉由對德國索償大量的戰爭賠

款，來壓制德國的興起與減少對法國的威脅。英國則暗助德國，以阻止法國稱霸歐洲大陸的野心，對

戰後德國賠款的立場遠較法國緩和 
凡爾賽條約改變東歐的政治地圖，七個新的獨立國家出現，被譏為「歐洲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 

of Europe），因為在這些地區民族混雜的情況很常見，和約締訂者沒有以遷徙人口來調整，使這些國

家各自產生民族問題。這造成日後希特勒以保護東歐日耳曼少數民族為藉口，侵占捷克與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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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際上有關臺灣地位的文件及宣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和中共的建交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表明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土之不可分的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2010 年 7 月，日本駐中

國大使丹羽宇一郎又言：日本並未承認中國對臺灣領有權的主張，在 1972 年的日中共同聲明上，日本

對中國的「臺灣是中國不可分領土的一部分」之主張，並未承認，只明記為「加以理解並予尊重」，

今後日本的立場也不會改變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和中共的建交公報（美國的英文版）：「美國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政府認知（acknowledge）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對此，2009 年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又言：「美國對中國的主張就是一種認知而已，美

國的立場從來都沒有任何承認。」 
 2017 年 2 月，美國總統川普和習近平通電話，川普說：會尊重「我們的一中政策」，北京的官媒報導，

習近平讚賞川普強調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顯

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是相同的內涵 
 1970 年 10 月，加拿大和中共的建交公報：「中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take note）中國政府這一立場。」 
14 有關蘆溝橋事變及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937 年蘆溝橋事變之前，在日本「廣田外交」及中國親日派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努力下，中日關係一

度好轉，1935 年 5 月日本駐華使館還由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然而，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強化，

廣田外交政策被放棄，主張積極擴張的鷹派主導對華政策 
當時國際格局大幅轉變，法西斯主義逐漸取代共產主義而成為西方的主要威脅，使蘇聯得以和西方合

作建構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在這背景下，1936 年 12 月的西安事變，改變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

之政策，形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共組抗日統一戰線 
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宣示已到最後關頭抗戰到底。在中丶日國內均轉由鷹派

主導的狀況下，原本只是意外事件的蘆溝橋事變，自然容易擦槍走火，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 
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相互宣戰，全面大戰爆發。英丶法丶美等西方國家為牽制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擴

張，雖然未積極的派軍隊援助中國，但譴責日本為侵略者並施以制裁，禁運戰爭物資（石油丶鋼）給

日本 
15 1907 年日丶俄簽訂「日俄協約」，形成「日俄協商體系」之後，有關東亞及中國的對外關係上，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英日俄法四國在東亞成一集團，日本成為英、俄二列強維護其東亞利益的重要在地國家，日本有英、

俄支持，有助強化其對朝鮮及中國的侵略，1910 年日本併吞朝鮮 
中國藉開放東北，引進美丶英等國資金來對抗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壓力 
中國一度尋求中、美、德結盟，但是美國認為其海軍實力仍不足在東亞和日本較量，美國選擇和日本

協調東亞利益。1908 年 11 月簽定羅脫－高平協定 
德國成為唯一可與日本東亞野心抗衡的大國，從此之後德、日二國在東亞競爭態勢日增 

16 有關英日同盟和日俄戰爭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俄國趁八國聯軍之亂，1900 年 7-10 月調兵 17 萬進占滿洲，衝擊東亞均勢，英國因而放棄其「光榮孤

立」政策，在東亞尋求盟國，原本找美國丶德國等列強，但均被拒絕未能簽訂任何協定，英國只好找

日本，於 1902 年 1 月簽訂英日同盟條約 
英日同盟代表東亞列強之競爭集團化，日本有英國支持，已決定以戰爭方式抗俄，且須在西伯利亞大

鐵路預計於 1905 年全線通車前發動 
英日同盟使法國大感壓力，法丶俄是盟國，一旦日丶俄開戰導致英丶法開戰，法國將被英丶德相夾，

德國將漁翁得利。因此反而促使法國積極尋求和英國和解，1904 年 2 月在日俄戰爭爆發後，英丶法卻

反而在 2 個月後的 1904 年 4 月簽訂「英法協約」 
日本雖然獲勝，但已力竭，反而不希望中國在當時被瓜分，寧可讓東北交回中國控制，反對列強提出

的滿州國際中立化。而俄國東亞實力亦大減，因此瓜分中國之勢反而暫緩，1907 年清廷將滿州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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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德國在歐洲的擴張與侵略，目標首先在於擺脫法國對其之束縛，故為了孤立法國，德國首先在 1934 年

與波蘭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又入侵波蘭，此時英國與法國才感到和平局面難以挽回，但是並未依照向波蘭

的公開承諾立即對德國宣戰，依然延續採用綏靖政策，向德國表明德軍撤出波蘭後，願意與德國共商

大局，然此舉遭到希特勒的反對，9 月 3 日（兩天後），英、法兩國才向德國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它不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衝突不斷升級的結果，而是希特勒及

日丶義蓄意策劃侵略的戰爭沒有被嚇阻成功的結果，當時採取綏靖方式，只是令蓄意侵略者得寸進尺，

繼續侵略 

 1939 年局勢緊張之際，蘇聯數度向英、法兩國提出締結大同盟（Grand Alliance）的要求，英丶法接受，

三國組成同盟國陣營，共同應對納粹德國的威脅 

18 有關冷戰起源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冷戰兩極體系出現後在戰略上的主要特點，乃東西方傳統武力的不平衡，東方國家（以蘇聯為首）具

有明顯的傳統武力優勢，得以在西歐或東亞發動突然奇襲的閃擊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只能高度

依賴核武來「嚇阻」東方國家傳統武力的突然奇襲 

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希望幫助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蹂躪下恢復經濟，但

是它反而進一步促使歐洲分裂及冷戰對峙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全球立即進入冷戰，世界出現美丶蘇兩大超強，並形成兩極體系 

 1946 年 2 月，美國駐蘇大使館代辦肯南（George F. Kennan）向華盛頓發回的八千字長電報，主張美國

必須依靠實力抵制蘇聯的擴張，只要美國保持嚇阻與壓力，無需進行戰爭，因為蘇聯當時的力量弱於

西方。這對美國冷戰時期「圍堵」（Containment）政策的出現有不小影響 

19 有關歐洲整合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歐洲整合或統一的思想，其實在 20 世紀以前就已經出現，並非二戰結束後才有 

自 1950 年法國提出歐洲煤鋼組織之倡議後，歐洲整合一開始便以經濟整合為其努力方向，歐元的出現

更象徵經濟整合的成就 

西德馬上呼應支持法國歐洲整合的倡議，主要希望以歐洲共同利益的強調及追求，來化解鄰國「聯盟

抗德的夢魘」及鄰國對德國復甦及可能將重行武裝的疑慮 

歐洲整合的成就除了經濟外，亦在歐洲和平上有重大貢獻，它使得有世仇關係的法丶德二國和解，並

成為彼此最緊密的盟友，使歐盟獲得 2012 年諾貝爾和平獎 

20 1970 年代初美丶蘇丶中共之大戰略三角關係的出現，下列何者並非其出現的原因？ 

 1970 年代初期，美蘇關係惡化丶緊張，使美國希望和中共合作，在亞洲牽制蘇聯 

 1960 年代下半葉，越戰使得美國實力下降，而蘇聯戰略性核武力量快速提升並接近美國核武實力，導

致戰略均勢時代的來臨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權力平衡的邏輯下，設計「戰略三角」，希望使美國在美丶蘇丶中共之大

戰略三角關係中占據「樞紐」（pivot）的地位，維持美國失去「戰略優勢」之後的全球影響力 

中蘇分裂明確化，1969 年的珍寶島衝突事件，可能令中共認清自己實力無法同時反美反蘇，而蘇聯是

更大的威脅，需要在兩超強中選邊站，改採聯美制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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