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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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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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在其「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表示支持臺灣，並明確表示會維持美國對臺灣一貫

的承諾，請在此基礎上，試析當下的美臺關係。（25 分）

二、請具體說明何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並請舉出 2 個或以

上的實例，以說明此一概念在國際現勢中之實際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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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人工島嶼享有之領海權益為多少海浬？
不享有領海權益  3 海浬  12 海浬  200 海浬

2 在國際政治分析中，近來常常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早歷史背景裡，是那兩個國家之間發生戰
爭？
雅典與斯巴達 馬其頓與波斯 日本與美國 英國與德國

3 下列那一項軍事衝突不算是一次大戰後成立的國聯失敗例子？
冬季戰爭 日本入侵中國東北
義大利入侵伊索比亞 美菲戰爭

4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的兩端分別是連接德國與下列那一個國家？
中國 俄羅斯 立陶宛 烏克蘭

5 布雷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造就了下列那一項國際經濟制度的出現？
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金匯兌本位制

6 下列那一組織不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前身？
歐洲煤鋼共同體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歐洲經濟共同體

7 下列何者屬於國際貿易中的卡特爾組織（cartel）？
世界貿易組織 石油輸出國組織 歐洲聯盟 北美自由貿易區

8 下列何者非國際法的來源？
習慣法 條約
一般法律原則 各國立法機關制定之國內法

9 在國際政治學科中，有關核武使用的陳述何者為非？
要達到相互保證毀滅的效果，必須是敵對的核武使用國，都保有第二擊的能力
第一擊攻擊的目標是敵國的非軍事設施
核武的布署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嚇阻敵國對該布署國採取軍事威脅與行動
布署反彈道飛彈系統可能弱化敵國的核打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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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下那一項領土主權爭議中，爭議內容未包涵族群或國族認同衝突？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 印巴喀什米爾衝突
南海爭端 科索沃戰爭

11 以下那一項不屬於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軍工複合體成員？
美國政府官員 美國市民利益團體
美國軍事工業公司 美國軍方與軍事研究機構

12 下列那一項陳述不是國際關係學中建構主義的主要內涵？
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是各個國家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與各國依據該認知來互動所造就而成的
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對國家的行為會造成影響
國際法對國家外交決策與行為沒有實質影響
建構主義重視研究國際中改變價值觀與規範的各種國家舉措

13 以下陳述那一項不符合國際關係學中自由主義的主要內涵？
國際體系必須依賴霸權來維持體系的穩定，否則不可能擺脫無政府的狀態
透過制度的建立，國際之間可以達成長久合作與相互信任
國際建制（或稱國際制度）可以為國際體系帶來集體安全
國家並不是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行為者

14 對國際政治學中的現實主義來說，權力平衡是指某一國家或是多個國家的集合，運用權力來抗衡
另一個國家或是國家集合，以期阻止受抗衡國家或國家集合的擴張之過程。請問以下那一案例不
能被歸類為權力平衡？
在拿破崙戰爭中，英國與西班牙的合作 聯合國及其相關制度之建立
目前美國的印太戰略 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之建立

15 拜登就任總統後，翻轉過去川普總統的外交政策，他特別強調要找回美國在全球的優勢，他在 2021
年 3 月發表的「當前美國國家安全指針」指出，美國最需要的外交戰略是：
積極擴增美國的軍事力量 吸引外國廠商進入美國投資
重新找回美國盟友加強合作 美國擴大對外援助

16 上海合作組織的秘書處設在那裡？
北京 青島 上海 烏魯木齊

17 我國在 2002 年初是以何種名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中國臺北 臺灣
中國臺灣 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

18 二次世界大戰後，參與國際事務的成員快速增多，關於國際政府組織的陳述何者不正確？
國際政府組織的正式成員都必須是主權國家
許多國際政府組織都與聯合國有關，甚至是聯合國轄下的隸屬單位
國際政府組織在數量上比非政府組織少很多
國際政府組織受各國支持因此經費充裕

19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區域經濟整合的機制之一？
 RCEP  NATO  ASEAN+3  CPTPP

20 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理解，下列那個陳述有誤？
全球化進行的結果，包括了全球普遍獲益
全球化是全世界的貨物、人員、金融和其他來往
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的交流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全球化使全球衝突增多

21 現代恐怖主義與傳統恐怖主義的差異相當明顯，下列那一項特色呈現現代恐怖主義的樣貌？
含有政治目的 大規模無差別殺害平民
經常要求高額贖金 劫持民航機就地爆破

22 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提到的美國武力的運用基於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下列那一項
不屬於單邊主義的概念？
美國向聯合國指控敵國 倘若敵國有攻擊實力，不論有無意願均要壓制
美國可進行先制攻擊 美國逕行攻擊不必徵求國際社會同意

23 聯合國施行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概念，第一次出兵成功制止侵略的案例是：
以色列獨立戰爭 蘇聯威脅入侵希臘土耳其
朝鮮半島戰爭 八二三砲戰

24 有一派學說認為民主國家增多之後，世界比較不會爆發戰爭，是所謂「民主和平論」，倡導這個學
說的人是：
 Emmanuel Kant  John Locke  Niccolo Machiavelli  Otto Bismarck

25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2007 年發起「四方安全對話（QUAD）」，其目的普遍是認為要圍堵中國大
陸，拜登政府再次確認繼續此項對話機制。QUAD 其中並不包含：
南韓 美國 印度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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