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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外交領事人員類科各組
科 目：國際關係與近代外交史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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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認為，某些因素將會約制

國家以戰爭方式解決彼此的利益衝突。請詳述這些戰爭約制因素，並請

您以美國川普政府近年來的國際外交戰略措施，論述這些新自由制度主

義戰爭約制因素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您的看法。（20 分）

二、請論述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基礎，以及目前面臨的

挑戰，並評述美國川普政府之外交作為，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影響。（20 分）

三、1933 年希特勒上台，到 1941 年短短 8 年，便使德國從一個受諸多約制的

戰敗國，到幾乎控制整個歐洲大陸。請析論此一過程中納粹德國的對外策

略，及其他重要國家（例如英、法、蘇聯等）的因應對策，對於戰爭的爆

發，及 1941 年前納粹德國能夠侵略擴張橫掃歐陸之結果的影響。（18 分）

四、目前不少媒體以「新冷戰」來形容現在的美中關係，不過，2020 年 8

月，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在捷克參議院發表演說指出：

「現在發生的不是冷戰 2.0，……中共在某些方面比冷戰時的蘇聯更難抗

衡，……抵禦中共威脅的挑戰在某些方面比冷戰更困難。」請問您是否

同意目前的美中關係是場「新冷戰」？並請比較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當前

的中共，對民主自由世界之威脅性質的異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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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代外交中，那一位外交官曾因 1875 年馬嘉理事件，清廷派其親赴英國道歉，之後便直接出

任駐英國公使，並著有《使西紀程》一書，此書是第一部介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英國立憲制度

的書籍：

郭嵩燾 曾紀澤 馮桂芬 徐繼畬

2 有關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假設，下列何者錯誤？

國際體系內的主要結構是相互主觀性 國際實踐及互動會建構社會關係模式

共享知識會形塑行為者的身分及利益 國家與國際社會都是客觀存在的

3 關於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理論的假設，下列何者正確？

防止單一霸權 權力平衡會帶來和平

以權力優勢對抗侵略者 支持弱勢一方以維持勢力均衡

4 《核不擴散條約》（NPT）所承認的核武國家，以下何者錯誤？

德國 英國 法國 中國

5 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主張，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愈融入整合過程則退出成本會減少

國際議題沒有高階政治與低階政治之分

國際行為者之間有跨越國界的多元互動管道

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連結日益增加

6 有關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確保免於外來軍事威脅 確保個人基本所得

確保免於疾病 確保基本人權

7 美國國防部於 2019 年 6 月提出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關於安全面向，

不包括下列那一選項？

維持海上交通和空中航線的開放 協助提升力量維持海上秩序

建立共同防衛安全體系 和平解決領土及海事糾紛

8 艾里森（Graham Allison）所指，外交決策參與者所支持的政策選項會反映所屬組織的特性，此種

決策模式為：

組織過程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

理性決策模式（Rational Decision Model）

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有限理性模式（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9 有關現實主義（Realism）的假設，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追求自保 國家追求權力 國家追求合作 國家追求生存

10 有關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跨太平洋協定（TPP）演變及更名而來 協定內容涵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美國為創始成員國 主要推動者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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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形成所謂「羅加諾體系」（Locarno System, 1925），羅加諾體系，是

透過幾個公約所組成的一種集體安全之嘗試，也是歐洲政治菁英積極推動歐洲和平的方略之一。

試問下列那一個國家在此體系中可謂最大的贏家？

法國 英國 德國 荷蘭

12 19 世紀的日耳曼和義大利共同透過下列那兩場戰爭達成國家統一？

普丹戰爭（1864）、普奧戰爭（1866） 薩奧戰爭（1859）、普法戰爭（1870）

薩奧戰爭（1859）、普丹戰爭（1864） 普奧戰爭（1866）、普法戰爭（1870）

13 於 1814 年 9 月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其主要目的為何？

要解決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 要處理普奧同盟問題

要解決巴爾幹地區問題 要解決自法國大革命後，20 年間國際失序問題

14 下列何者是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渠曾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是擔任中國使節的美國

人。1867 年，恭親王奕訢上奏摺，建議由其擔任清朝政府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

大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

威廉士 馬士 柏卓安 蒲安臣

15 有學者認為此人可堪稱中國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長」，因其負責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英虎門

條約》、《中美望廈條約》與《中法黃埔條約》，作為當時與西方國家談判的中國最高官員，請問為

下列何者？

耆英 林則徐 徐廣縉 琦善

16 所謂 19 世紀末歐洲俾斯麥同盟體系，係指那三個結盟？

德奧同盟（1879）、英法協商（1904）、三國同盟（1882）

德奧同盟（1879）、三皇同盟（1881）、三國同盟（1882）

德奧同盟（1879）、三國同盟（1882）、法俄同盟（1894）

法俄同盟（1894）、三皇同盟（1881）、三國同盟（1882）

17 在 19 世紀末發生的重大事件中，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898 年發生的法碩達危機（Fashoda Crisis）為英法兩國為爭奪非洲殖民地在蘇丹發生的一場戰

爭危機

 1894-1905 年發生的德雷福事件（Dreyfus Affairs）使法國保守勢力遭受打擊，造成日後王室復

辟無望

 1897 年中國發生曹州教案為德國藉口兩名傳教士被殺，派軍艦至膠州灣護僑抗議，日後簽訂

《中德膠澳租借條約》

 1899 年由美國向六國（英、德、法、義、日、俄）發出外交照會，討論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與

租借問題，史稱門戶開放政策。獲得所有國家明言同意，化解了中國的瓜分危機

18 那一位美國總統任內發布對越南戰爭美國將採取「越戰越南化」政策，即美國明確表達了不再積

極涉入亞洲事務的立場？

雷根（Reagan） 杜魯門（Truman） 卡特（Carter） 尼克森（Nixon）

19 形容冷戰時期的東歐共產世界，曾在 1968 年發生一件民主化活動是指：

布達佩斯之春 維也納之春 布拉格之春 索菲亞之春

20 1917 年的中國分裂成南北政府，北方政府又稱北洋政府、北京政府，而南方政府又稱軍政府、國

民政府，下列影響民初中國重大外交事件的劃分、參與責任涉及，何者錯誤？

北方政府：中英「西藏問題」、中俄「外蒙問題」

北方政府：參戰問題、巴黎和會

南方政府：聯俄容共、革命外交

南方政府：收回「租借、關稅自主」、華盛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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