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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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說明何謂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並請舉例說明這兩個概念在現實世

界中的案例。（25 分） 

二、國際關係學中國家回應強權的策略方式為抗衡（Balancing）與扈從

（Bandwagoning），請說明這兩個概念為何？並請舉例說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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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建構主義學者溫特主張的國際社會體系不包含何者？ 
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 康德文化 邊沁文化 

2 關於現實主義的敘述何者錯誤？ 
攻勢現實主義代表學者是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承認無政府狀態 
守勢現實主義追求權力極大化 
古典現實學派強調國家的理性原則 

3 下列何者並非外交決策模式？ 
理性決策模式 官僚政治模式 組織流程模式 成本審議模式 

4 國際貨幣，依照國際貨幣基金會 SDR 的比例排序，由高至低何者正確？ 
美元、人民幣、歐元、英鎊 美元、人民幣、歐元、瑞士法郎 
美元、歐元、日圓、英鎊 美元、日圓、澳幣、英鎊 

5 日本「失落的十年」可從什麼事件開始算起？ 
茂物宣言 兩公約施行法 布列頓森林協定 廣場協議 

6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那項國際協定，導致歐洲國家發出抗議？ 
巴黎協定 哥本哈根協議 羅馬公約 赫爾辛基條約 

7 中國大陸近期舉辦許多國際峰會，下列何者並未在中國大陸舉行？ 
一帶一路峰會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東亞峰會 

8 美國近日退出的伊朗核子協議（JCPOA），其成員為下列那個組合？ 
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伊朗、歐盟 
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伊朗、聯合國 
中國、美國、加拿大、法國、以色列、德國、伊朗、北約 
中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德國、伊朗、歐盟 

9 下列何者為我國目前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國？ 
布吉納法索 史瓦帝尼 查德 象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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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 年 3 月 16 日，美國總統川普親自簽署一份由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通過，目的在於促進臺美
關係的法案，請問是下列何種法案？ 
臺灣關係法 臺灣經濟法 臺灣旅行法 臺灣安全法 

11 2018 年 6 月 12 日，基於東北亞緊張的核武與飛彈擴散危機，在下列那個國家城市舉辦全球矚目
的美國川普總統與北韓金正恩委員長的「世紀會面」？ 
烏蘭巴托 日內瓦 雅加達 新加坡 

12 美國參眾兩院先後通過 2019 年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其主要內容？ 
強化臺美軍事交流，參加臺灣漢光演習 邀請臺灣參加美國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鼓勵兩岸經濟交流  提供臺灣不對稱武器裝備 

13 目前我國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是梵蒂岡，在南美洲我國唯一的邦交國為何？ 
巴西 巴拉圭 玻利維亞 烏拉圭 

14 2014 年以來國際上舉行過幾次重大有關領土變更的公民投票，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領土變更的
公民投票？ 
克里米亞公投 加泰隆尼亞公投 蘇格蘭公投 英國脫歐公投 

15 2001 年中國主導成立第一個以其城市為名的區域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主要原始成員
國大多位於中亞與西亞，但是，2018 年 6 月青島年度元首高峰會議，下列那兩國國家同時正式
加入成為會員國？ 
斯里蘭卡與馬爾它 印度與巴基斯坦 伊朗與伊拉克 土耳其與敘利亞 

16 請問一般討論國際政治解析的層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途徑區隔為那三種層次？ 
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 國家、區域與國際體系 
國家、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 個人、國家與區域體系 

17 2017 年 1 月 20 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就職上台之後，一直不斷深陷下列那一個國際議題疑雲？ 
通德門 通俄門 通法門 通英門 

18 下列何者是國際建制四項基本組成元素？ 
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典範（paradigm） 
認同（identity）、互動（interaction）、過程（process）、自然法（Natural law） 
實證法（positive law）、典範（paradigm）、行為者（actor）、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19 目前探討國際安全與軍事議題的研討會不包括下列那一個會議？ 
香山論壇 香格里拉對話 亞太圓桌會議 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 

20 2015 年由 12 個成員國通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因為 2017 年美國的退出，而由那一國家
領銜積極促成「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澳洲 加拿大 馬來西亞 日本 

21 目前南海島嶼主權爭端中，下列那一個島嶼的可能開發，引發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宣示不惜與中國
一戰？ 
永暑礁 黃岩島 美濟礁 赤瓜礁 

22 霸權穩定論代表人物組合為： 
施耐德（Jack Snyder）、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布贊（Barry Buzan）、基歐漢（Robert Keohane） 
吉爾平（Robert Gilpin）、金德博爾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 
沃特（Stephen Walt）、奈伊（Joseph Nye） 

23 目前全球四大 GDP 排行的國家由高到低的正確順序是： 
美國、德國、日本、印度 美國、中國、印度、日本 
中國、美國、日本、德國 美國、中國、日本、德國 

24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近日飽受批評的議題為何？ 
羅興亞議題 經濟發展停滯 疫苗造假事件 親信貪污 

25 2016 年開始，中國對臺的國際空間與外交關係進行全方位的封鎖打擊，而我國全力開始推動在
「維持現狀」下的何種對外政策？ 
務實外交 現實外交 踏實外交 真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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