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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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際體系中依權力分配有所謂的多極（multipolarity）、兩極（bipolarity）及單極

（unipolarity）等不同形式，分析家往往將冷戰時期視為兩極體系的代表，而後冷戰

時期則是單極體系的展現。試解釋這些形式並以實際例子說明此論述的相關重點和

中國崛起後對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影響。（25 分） 

二、亞太地區目前有兩大重要的經濟整合區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其中部分成員重疊。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動加入這兩個區域經

濟整合。試說明這兩個經濟整合區塊的形成背景、成員及目前的談判進展，並分析

為何我國優先考量 TPP 而不是與我國貿易量較大的 RCEP？為何我國加入 TPP 的機

會高於 RCEP？（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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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國際組織的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現實主義將國際組織視為展現國力的重要平台，強烈支持國際組織 

自由主義一向強調降低政府干預，因此不支持國際組織干預國際事務 

建構學派認為國際組織是觀念的產物，會隨著成員的認同與利益而變 

女性主義強調缺乏專門的女性國際組織，是目前國際組織的發展困境 

2 下列何者是防制核子武器擴散最重要的條約？ 

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  渥太華公約  

戰略性攻擊武器裁減條約  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 

3 有關區域整合程度由低至高的排序，下列何者正確？ 

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 

關稅同盟、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經濟同盟、共同市場 

自由貿易區、經濟同盟、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優惠貿易安排 

經濟同盟、自由貿易區、優惠貿易安排、共同市場、關稅同盟 

4 華盛頓共識是以下列那一學派的論述為核心？ 

凱因斯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 新自由主義 

5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主張政治決定經濟的理論是那一派？ 

重商主義 自由主義 結構主義 依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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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有關希臘金融危機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國建議希臘暫時脫歐 5 年  

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只有希臘退出或不退出歐元區，沒有所謂「希臘暫時退出」的選項 

希臘第三次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紓困 

歐洲聯盟就希臘金融紓困舉行公投 

7 在東協組織架構內，下列何者屬於官方的安全議題處理機制？ 

東協區域論壇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亞太圓桌會議 香格里拉對話 

8 下列那一個概念是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主要核心內涵？ 

國際和平 國際組織 國際社會 國際法庭 

9 下列何者為南北韓經濟合作特區？ 

丹東工業特區 開城工業特區 羅津先鋒特區 新義州特區 

10 有關參加六方會談的成員，下列何者正確？ 

美國、澳洲、俄羅斯、日本、北韓、加拿大 美國、日本、北韓、南韓、俄羅斯、澳洲 

美國、俄羅斯、北韓、南韓、加拿大、澳洲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北韓、俄羅斯 

11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特點？ 

國際法人 非營利性 財務獨立 自願加入 

12 在下列那一個國際組織，美中無法直接互動競合？ 

APEC SCO IMF ADB 

13 近期中國大陸籌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列何者並未申請加入？ 

英國 美國 德國 臺灣 

14 下列那一位學者不屬於結構現實學派的陣營？ 

華茲（Kenneth Waltz）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吉爾平（Robert Gilpin）  克萊斯納（Stephen Krasner） 

15 下列那一個國家不是庫德族的主要分布國？ 

伊朗 葉門 土耳其 伊拉克 

16 下列那一個國家沒有在南海填海造人工島？ 

中國大陸 汶萊 菲律賓 越南 

17 下列何者為非傳統性安全問題？ 

烏克蘭問題 南海領土紛爭 英國難民潮問題 北韓核武問題 

18 美國總統歐巴馬任期即將到期，請問下列那一項不是其外交成就？ 

美國與古巴建交  伊朗核子協議  

美國與印度核子協議  宣布美史最嚴抗暖化計畫 

19 下列何項法案使歐盟成員國公民，可在歐盟自由移動旅行而不需簽證？ 

歐盟憲章 里斯本條約 阿姆斯特丹條約 申根協定 

20 伊斯蘭國可歸類於下列何種類型的恐怖主義？ 

民族主義型 宗教主義型 極右意識形態型 極左意識形態型 

21 就人口而言，下列那一個國家是全球第一大回教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印尼 土耳其 孟加拉 

22 中國大陸在黃岩島與下列那一個國家有領土爭議？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23 下列那一個國家尚未加入歐盟？ 

瑞士 瑞典 羅馬尼亞 拉托維亞 

24 下列那一個國家與我國有雙邊 FTA？ 

澳洲 紐西蘭 越南 智利 

25 下列何者是現階段 WTO 進行的回合談判？ 

烏拉圭回合 東京回合 杜哈回合 杜拜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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