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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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何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請說明採用修昔底德陷

阱一詞可否完整解釋當前美中關係互動格局與原因所在。（25 分）

二、2022 年 2 月 24 日歐洲東部爆發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爭，

俄國總統普丁出兵攻打烏克蘭，該場戰爭造成俄烏雙方多人死傷。影響

俄烏戰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能源，請從能源供應觀點分析此次戰爭

對歐洲國家能源依賴與能源安全的影響。（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2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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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於 2022 年 8 月通過「2022 晶片與科學法案」，下列那個選項是法案中針對中國大陸的措施？

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公司使用任何中國大陸生產的零件

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公司有中國大陸籍的人士擔任董事

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公司在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或分公司

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公司在中國大陸大幅增產先進製程晶片

2 在俄烏衝突尚未止息的情況下，2022 年 8 月烏克蘭向某國際組織申請援助，此一國際組織是：

國際貨幣基金會 聯合國 世界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3 俄烏戰爭爆發後，在西方國家中，德國的援助動作一直為人所批評。究其根源，問題在德國對俄

羅斯的某種結構性依賴，此種依賴為：

對俄羅斯汽車市場的依賴 對俄羅斯人才的依賴

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對俄羅斯黃金的依賴

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歐洲各國經濟貿易往來緊密，人員交流頻繁，但仍然未阻止大戰的爆

發。此種歷史發展最符合下列那個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張？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折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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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國大陸始終對外宣稱不介入，並且屢次指責美國與其盟友對俄羅斯的挑釁方

是衝突爆發的主因，主要基於下列何種主張？

西方推動經濟全球化 美國軟實力的文化入侵

西方教育國際化所造成的人才流失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

6 針對韓國部署美國薩德系統，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曾在 2017 年對中國大陸提出所謂「薩德三不」的說

法，在 2022 年 8 月遭到韓國外交部的澄清，並非正式承諾。此「三不」的內容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不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 不推進韓美日軍事同盟

不允許駐韓美軍參與薩德系統的運作 不追加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7 「亞洲版北約始終無法成形是因為亞洲缺乏集體認同所致」，此一說法符合下列那種國際關係理

論的主張？

建構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

8 在 2007 年所創立「四邊安全對話」（Quad），其主要的催生者是下列那位國際政治領袖？

印度前總理辛格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澳洲前總理霍華德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

9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與西方盟友對俄羅斯祭出嚴厲的金融制裁，將俄羅斯排除在下列那一個組

織之外？

國際清算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會 全球金融創新聯盟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10 下列那一項不在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核心目標之一？

氣候行動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提升族群認同 消除飢餓

11 俄烏衝突中產生了許多的難民，依照國際難民公約的難民定義，下列那個選項不被視為成為難民

的因素？

政治立場 經濟困境 種族 宗教

12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2022 年 8 月訪臺之後，中國大陸立即宣布與美國中斷諸多交流的管道，

下列那一項不在中斷的範圍之內？

氣候變遷 非法移民 軍事磋商 教育交流

13 以「攻勢現實主義」聞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舉出 2 個美國勢

必介入臺海的理由，下列何者是其中之一？

基於自由民主同盟的理由 基於臺灣的經濟實力

基於缺席為美國亞洲盟邦帶來的信任危機 基於《臺灣關係法》

14 下列何者並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之「三支箭」經濟政策？

發展民間投資 貨幣量化寬鬆

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 擴大國家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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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烏克蘭在 2022 年 6 月底成為某個國際組織的候選國，請問是那個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歐洲聯盟 國際貿易組織 國際衛生組織

16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南韓經濟援助的國際組織是：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會 聯合國 歐洲聯盟

17 下列何者並非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的外交決策模式？

組織程序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dure Model）

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 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

抗衡扈從模式（Balancing / Bandwagoning Model）

理性選擇模式（Rational Model）

18 下列何者不是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任內退出之國際條約或組織？

四方安全對話 《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

萬國郵政聯盟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19 中國大陸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的位置在：

吉布地 南非 莫三比克 象牙海岸

20 有關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之敘述何者正確？

要成為國際體系中最強大之國家 安全考量大於擴張權力

國家必須要不斷對外擴張 國內政治和決策者影響力一樣很重要

21 下列組合何者屬於「非傳統安全」議題？①COVID-19 疫情 ②北約擴張 ③糧食危機 ④烏克

蘭衝突 ⑤假訊息

②③④ ①②⑤ ①④⑤ ①③⑤

22 關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秘書處設立於中國大陸北京市 工作語言為漢語和英語

主要任務為推動成員國間的經貿合作 阿富汗因為政權不穩定遭到剔除

23 下列有關建構主義敘述何者錯誤？

強調認同（identity）的重要性

強調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重要性

所有的事件均由社會建構而成

溫特（Alexander Wendt）表示建構主義為科學實存論

24 處理伊朗核武問題的 P5+1 機制，下列何者不在其內？

伊朗 德國 俄羅斯 中國大陸

25 下列那個國家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方？

斯里蘭卡 印度 中國大陸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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