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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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決定從阿富汗撤兵，結束美國在當地 20 年的駐軍，請從「權力

平衡理論」分析美國撤軍的原由，及美中俄三國今後在該區域的權力平

衡發展為何？（20 分）

二、為了解決南海爭端，2002 年中國及東協十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今

（2021）年 6 月，中國與東協各國的外交部長於重慶舉行特別外長會議

商討如何落實此宣言，以妥善處理南海爭端。請從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

制度主義的角度，探討中國在參與此宣言的協商過程中，其國家利益的

認知及選擇的轉變，並以「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與「絕對利益」

（absolute gains）觀點進行評析。（20 分）

三、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與對立日趨白熱化，有人認為當前的局勢與第一

次世界大戰前的局勢頗有類似之處，因此擔心可能發生下一次大戰。請

回答以下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為何？請運用近代外交史的

知識，至少列舉三個因素說明之。（15 分）目前美中之間在那些問題

上存在嚴重的摩擦與對立？可能的衝突引爆點有那些？當前的局勢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局勢是否有相似之處？是否可能引發另一場大

戰？請運用國際關係的學理或理論討論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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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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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蘭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在其著作《注定一戰》中認為中美正朝向彼此皆不想要的戰爭

前進，這種情況以下列何者來評析最適合？

相互保證毀滅 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柏格陷阱 恐怖平衡

2 下列何者是「重商主義」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看法？

自由貿易是強化經濟安全的最好方法

全球經濟是資本家競爭的場域

在世界經濟中，國家追求財富的極大化與國家安全

與其他國家簽署區域經濟合作協定

3 下列何者「不是」全球治理的意涵？

指的是全球政府，試著化解國家之間的對抗

指的是一種問題解決途徑，試著追求人類的永續發展

行為者包括國家、國際組織、區域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等

善治是全球治理的目標

4 新冠（COVID-19）疫情期間，各國政府採取關閉邊境、禁止疫苗與醫療設備出口、美中進行疫苗

外交等行為，符合下列那一種主義的論述？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全球主義 保護主義

5 中國持續挑戰美國在全球的強權地位，這是屬於那一個分析層次？

個人層次 組織層次 國家層次 系統層次

6 國際事務中常提到「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下列何者不是「五眼聯盟」之成員

國？

美國 英國 南非 紐西蘭

7 請問國際仲裁法庭何時對中國與菲律賓在黃岩島（Scarborough Reef）主權爭議做出判決？

 2013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8 美、日兩國政府領導人曾在 2021 年 4 月 18 日舉行高峰會談後，做出「美日峰會聯合聲明」，請問

在此聯合聲明中提到下列何議題？

檢視美國的「一中政策」 強調美、日、臺三方聯合軍事演習

強調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推動日本版之臺灣關係法

9 下列那個國家目前已經同時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

印度 澳洲 中國 泰國

10 下列那個國家未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中國 日本 美國 英國

11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發生數次幾乎兵戎相向的重大衝突，請按時間順序排列以下衝突：①韓戰 

②古巴飛彈危機 ③蘇伊士運河危機 ④柏林封鎖

④①③② ④②③① ③④②① ③①④②

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世界殖民地解放運動積極地在 1920 年代展開，中國也掀起「廢除不平等

條約」的浪潮。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民國 13 年（1924 年），孫中山在廣州發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號召廢除不平等條約

民國 14 年（1925 年）5 月，上海爆發勞資衝突，日本廠主槍殺華工，引起學生示威遊行。5 月

3 日，上海租界英國警察以暴力干涉，槍殺群眾，是為「五三慘案」，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聲浪

越高

民國 14 年（1925 年），外商與中國勞工糾紛愈烈，廣州革命政府動員「省（廣州）港（香港）

罷工」持續 16 個月，導致香港經濟蕭條，英商大受打擊

民國 16 年（1927 年）1 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下兩湖、江西之後，國民政府收回漢口、九江

英租界，使國內反帝國主義運動達於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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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國在 1940 年代曾經積極調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派遣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為特使，來華調停國共衝突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又派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為特使，來華調停。因此而有馬歇爾、

蔣中正和毛澤東的重慶會談

由於國、共都不遵守停戰協定，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決定對華實施軍火禁

運，造成了內戰局面的改變

民國 38 年（1949 年）8 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將中國局勢

的惡化，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

1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簽署了那一項條約，放棄對臺灣和澎湖群島的所有權利和主張？

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波茲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

中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15 關於 1871 年德國統一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普魯士領導的關稅同盟促成統一大業

 1864 年普魯士排除奧國介入丹麥南方斯勒斯維格及霍恩斯坦兩公國主權之爭，掀起普丹戰爭

普奧戰爭後普魯士採對奧國寬大政策減少了奧國憤恨和阻撓

拿破崙三世逼迫普魯士不得干涉西班牙王位繼承，導致普法關係惡化最終引發戰爭

16 20 世紀初的中國東北，曾是遠東的火藥庫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日本在遼陽設立「關東都督府」，作為政治、軍事統治機關

光緒 33 年（1907 年），日、俄秘密成立協約，劃分南、北「滿洲」，南滿及朝鮮為日本勢力範

圍，北滿及外蒙古為俄國勢力範圍

民國 4 年（1915 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內蒙特權

袁世凱死後，日本即積極扶植東北軍閥段祺瑞，幕後控制東北

17 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清廷曾試圖推動重大政治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之目的。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自強運動主要訴求為富國強兵

中國在英法聯軍中戰敗證明自強運動的失敗

甲午戰爭的戰敗促使光緒皇帝推動變法

戊戌變法的內容包含建立海軍學院、設立農、商速成學堂

18 1921 年 11 月華盛頓會議召開，由美、英兩國主導，召開該會議的主要目的為何？

 1919 年《凡爾賽和約》未獲美國國會批准，美國希望解決日本在山東的特權問題

因為蘇聯革命成功，英國欲藉此會議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便繼續聯日抗俄

為了對抗新興的蘇聯，英美鼓勵日本建設海軍，增加日本的艦隊數量

會中各國簽訂《九國公約》，保證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為日本在華特權地位提供了護身符

19 清朝簽訂的對外條約當中，那一個丟失的領土最多？

尼布楚條約 璦琿條約 北京條約 南京條約

20 關於 1899 年美國的「門戶開放」（Open Door）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英國希望中國遭到瓜分，因此不支持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美國主張門戶開放政策，反映其擴張主義的意圖

美國國務卿門羅（James Monroe）在光緒 25 年（1898 年）通牒各國，要求確保各國在華平等的

商業機會

美國曾多次動用武力，在中國捍衛「門戶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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