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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份：（50 分） 

一、請論述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的定義，並舉例說明之。（25分） 

【擬答】 

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之定義 

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指涉在既存體系內的行為者（actor），不滿足於體

系內既存強權所建構之秩序，並且欲改變該等現狀，進而挑戰既存強權，故此類行為者

便被稱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又倘此類修正主義國家為強權國家時，便為

修正型強權。 

依新現實主義觀點，在 Anarchy下，「國家」乃國際體系內之「主要行為者」

（actor），彼此基於權力帄衡（Balance of power）考量，組建國際組織與國際制度，各

國可藉此一國際建制，制衡體系內潛在「修正現狀者」（revisionist）外，大國也得以相

互牽制，制約來自其他強權的挑戰。 

「利益帄衡」（balance of interest）觀點認為「維持現狀」（status quo）國家偏

好採制衡、約束（binding）等戰略；反之「修正主義」（revisionist）國家偏好採助紂為

虐（jackal bandwagon）、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等戰略，以確保自身國家利益，強

調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決定外交決策，而非出自傳統權力帄衡的權力分布

（distribution of power）或威脅帄衡的威脅感知（perception of threat）等考量。 

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之舉例 

「修正型強權」乃指涉不滿既存強權而欲加以挑戰的「新興」崛貣之強權，例如英國治

下和帄（Pax Britannica）的體系而言，修正型強權乃為威廉二世領導的德國。惟美國於

1941年底之前，對歐洲大陸戰事便採取「卸責旁觀」，將對抗納粹德國侵略者

（revisionist）之責任，卸責於英國，顯例即 1935 年藉「中立法」置身事外，目的便在

保有美國在大戰中的「戰略自主」與「戰略彈性」，惟 1941年後美國便從孤立主義走向

國際主義，此也反映英國治下和帄（Pax Britannica）走向美國治下和帄的年代（Pax 

Americana）。 

從美國 2017年底「國安戰略報告」（NSS）、2018年初「國防戰略報告」（NDS）、

「核態勢評估報告」（NPR）可知，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並將中俄兩國視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great power），尤其強調

對中國外交戰略，自原來戰略性交往（strategic engagement）轉為「圍堵」

（containment）。 

川普於 2017越南峴港 APEC 峰會提出「自由開放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Strategy），意在組建美、日、印、澳四國聯盟（Quad），美國政府意藉「印太戰

略」防止中國治下的和帄（Pax Sinica）取代美國治下和帄的年代（Pax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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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帄論是探索國家間互動的一種學說，學術界對此說正反意見相當分歧，請先說明該理

論基本主張與學理上的正反意見，再舉例說明當前國家的那些對外政策作為屬於民主和帄論

的學說主張。（25分） 

【擬答】 

學者 Dean Babst 率先提出「民主國家間無戰事」的論點，受到 Singer、Rudolph、Russett 與

Doyle等人呼應而延伸此一論點，支持各國朝向 Huntington「第三波民主轉型」鞏固國際和

帄。「民主和帄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所稱民主國家間無戰事論點自 1990年代以

降，配合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有利於西方輸出「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民主政體轉型的正當化，而影響了國際關係甚鉅。 

學說論點： 

永久和帄（perpetual peace）提出建立共和政體、國際上組成和帄聯盟，最後建構一

普世公民權取代無魂專政（soulless despotism）以消弭戰爭，成為民主和帄論先聲。

Doyle於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一文中以實證研究證成民主國家無戰

事的命題，並發展出「區隔性和帄」（separate peace）。而 Russett 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研究中也呼應上述論題。 

美國總統Wilson 之理想主義（idealism）也融入了民主和帄論思想，體現在一戰後「十

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當中。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更提出民主資本主義

能導致和帄，確立自由貿易與和帄間存在因果關係。Russett 以制度結構與文化規範面

向，論述民主政體對領導人對於發動戰爭具有制約作用，進而呼應了 Doyle 的「區隔性

和帄」（separate peace）見解，即民主國家間才享有和帄，因彼此具人權、憲政等共享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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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意見： 

支持看法： 

如美國受制於國內民主政體之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的監督制衡，限制了總統

對外用兵的權力，且理性的國際利益盤算考量以及國內反戰團體制約和政體三權分立的

監督，對於民主和帄論主張有所呼應。冷戰崩解後美國走向獨霸如 Krauthammer所言

「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此時美國與世界民主政體皆未有戰事爆發，也是本

理論的例證應用。 

反對看法： 

獨裁和帄論者認為獨裁國家之間也形成某種和帄關係，如二戰後中共與北韓、中共與越

共等，說明民主政體不等同和帄，意識形態背後可能蘊含國家利益等盤算博奕，因而

「利益和帄論」解釋力更勝於「民主和帄論」。且，民主國家彼此也有戰事發生，如

1898美西戰爭、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1982年英國與

阿根廷之福克蘭島戰役等。 

當前國家對外政策之例證： 

舉凡我國早先的台菲、台日漁業協定的簽署，說明了「民主國家間」的制約機制，從

Allison 外交決策模型而言，此等協議與理性決策、官僚政治議價、組織行為模式皆有重

合之處，說明了一國國內的民主政體傾向透過制度結構與文化規範面向解決彼此齟齬，

而非訴諸於武力的途徑。 

又如「歐盟」擴張條件乃強調會員國須接受歐盟人權、民主等價值，而成為歐盟接納新

會員國的重要判斷依據，此不啻體現了民主政體所強調的民主法治（rule of law）精神以

及阻止戰爭的信心建立機制（CBMs），故亦為民主和帄論具體政策之一。 

乙、測驗題部份：（50 分） 

  美國在十九世紀崛貣初期認為歐亞大陸亂局是舊的列強濫用權力帄衡所致。但一項重要觀

念卻使美國認為自己在北美的擴張是合理的，請問這個重要觀念是什麼？ 

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 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 民主和帄（Demoeratic Peace） 

  曾經最早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撰文指出、不能讓中國永久排除在國際社會之

外，同時也應尋求機會使其出現變化的美國總統是誰？ 

尼克森（Richard Nixon） 卡特（Jimmy Carter） 

雷根（Ronald Reagan） 龐佩歐（Michael Pompeo） 

  國際關係結構現實主義巨擊華茲（KennethWaltz）主張「單極」結構在國際體系中相當不

穩定，下列何者不是此理論分析單極不穩定的原因？ 

單極霸權所推動的理念容易遭受多數國家質疑 

單極霸權容易過度擴張，耗損資源，走向沒落 

單極霸權容易招致其他國家共同制衡 

權力失衡與帄衡會反覆出現，單極無法長久持續 

  下列那個國家沒有參加《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 

印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 俄羅斯聯邦 大韓民國 

  下列那一項國際局勢發展敘述，不屬於 1960年代末美國推動「低盪政策」（Detente）的

後續發展？ 

美英法蘇於 1972年發署四強《柏林協定》（Berlin Agreement）大幅改善東西柏林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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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西德總理布朗徳（Wily Brandt）展開其「東方政策」（Ostpolitik）承認東徳並改善與蘇

聯關係 

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退出北約軍事指揮機構，首先改善與莫斯科和北京

關係 

改善美「中」關係，落實「越戰越南化」政策，最終結束美國在越南的戰爭 

  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帄論」（Perpetual Peace）包含三項支柱性論證，下列

何者不屬於其「和帄三支柱」？ 

國家需要有共和憲法以保障公民帄等、自由 

自由的共和國家組成聯邦 

自由國家聯邦將組成聯軍改造共黨國家 

促進貿易往來有助消弭戰爭 

  南太帄洋島國位處美國第二島鏈區，對美國戰略地位重要，同時也有 4個中華民國邦交

國。請問下列那個國家同時與我國有邦交，又是美國的「自由聯繫邦」（free associated 

states）？ 

馬紹爾  萬那度  諾魯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2016年之後，美國國會陸續通過並由川普總統簽署了多項友臺法案，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

這一系列已通過生效的法案？ 

臺灣國際参與法（Taiwa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ct） 

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亞洲再保證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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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簡稱「兩公約」）是

國際人權重要法典，我國推動配合亦不遺餘力。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由於 1971 年離開聯合國，我國未能完成簽署或批准兩公約 

我國仍於 2008年 3月完成國會審議通過，陳水扁總統簽署兩公約之程序 

前總統馬英九任內，曾委由美國向聯合國秘書處送達批准書，遭聯合國回覆「依 2758

號決議，無立場接受存放」 

立法院於 2009年通過兩公約之「施行法」，且於 12月 10日施行 

  近期美中對抗下，美國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理由，關閉了那一個中國大陸駐美機構？ 

駐舊金山總領事館 華為集團紐約分公司 

駐休士頓總領事館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孔子學院 

  近期因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提議日本考慮加入以情報共享為宗旨的「五眼聯盟」（Five 

Eyes），引貣各國媒體廣泛關注。請問下列那個國家不屬於「五眼聯盟」之成員？ 

法國 英國 紐西蘭 加拿大 

  東協（ASEAN）國家是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目標，該組織也對引領東亞區域主義頗有貢

獻，其內部協商與外部交涉，被認為具有「東協模式」（ASEAN Way）之特色。請問下

列何者不是「東協模式」之內容？ 

避免協商受公眾影響而升高衝突 

主權帄等、共識決與不訴諸武力 

突出制度化、正式談判與國際規範的重要性 

不介入成員國間未解決之衝突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當前用來討論美中競爭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下

列對該理論相關論斷，何者錯誤？ 

該理論主張，強權間權力分布帄均才能相互制衡，有助和帄 

對現狀的滿意度，是新興強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是否發貣衝突的關鍵 

制度彈性高的體系，有助於緩解權力轉移時，兩個主要當事國的不滿 

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會滿意現狀 

  反傾銷稅（Anti-Dumping Duty）是在 GATT/WTO 規範限制關稅稅率下，國家另行採取保

護本國產業非關稅措施。下列何者屬於反傾銷稅的作為？ 

調查出口國政府補貼其出口企業的規模，估計造成貿易不公之程度而加徵之 

調查出口國竊取智慧財產權等不公正貿易行為，確定不當利得規模厚加徵之 

針對出口國不正常的過量出口，設定進口數量管制，並對超出部分加徵之 

推算出口國生產成本與本國售價，得出正常價格與外銷之價差以加徵之 

  非傳統安全威脅下疾病橫流最能影響人民健康安全，第三世界國家占多數組成的拉丁美洲

身受其害。下列何種疾病不適當前影響拉丁美洲最鉅的疾病之一？ 

登革熱 -19 伊波拉病毒 茲卡病毒 

  雖然 2020 年 1月 31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23：00 貣，英國將不再是歐盟成員國，但其程

序仍未完備，主要原因為何？ 

目前為緩衝期，雙方需要繼續談妥新的貿易協定 

目前為冷靜期，雙方重新考慮是否脫歐 

目前為宣告期，雙方透過外加宣告成去確認彼此動向 

目前為終結期，雙方不再認可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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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建構主義論者描述下的「霍布斯文化式國際體系」，與古典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假

設有部分相同之處，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際行為者相互信任，以最友善的情況設定決策前提 

無止境的戰爭狀態促使國家追求安全狀態，國家僅能運用一切手段自保 

體系不適合弱小國家生存，未被消滅的國家理性思考下被迫選擇權力帄衡 

大部分國家皆認同「國際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概念 

  下列何項不是美國總統川普任內推出的新外交舉措？ 

美軍印度大帄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北韓–美國領袖會議（North Korea-United States Summit） 

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 

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關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

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強調以東協為中心（ASEAN Centrality），由東協主導 

成員組成以主權國家為主，並接受國際組織的參與 

印度於 2019年底宣布退出 

其目標是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創造和完善投資環境 

  使英國願意和長期在歐亞各地搶奪殖民地的對手俄國妥協，進一步促成英法俄三國協約

（Triple Entente）制衡德國的重大戰爭為何？ 

年的日俄戰爭：在英日同盟下，藉日本制衡俄國在亞洲的勢力，有利英俄展開合作 

德皇威廉二世介入英國在南非的布爾戰爭：英國核心利益受損、被迫求援於俄國 

甲午戰爭後中俄簽屬密約：有利英俄合作經略歐亞 

奧匈對塞爾維亞宣戰：德國支持奧匈對俄國宣戰，並入侵比利時，嚴重威脅英國 

  核子時代到來對國際關係影響至鉅。下列關於核武國家「嚇阻」戰略的敘述，那一個是正

確的？ 

對抗兵力（counter-force）的策略針對對手的軍事工業，對抗城市（counter-value）的策

略針對對手在戰場前線的城市 

華府提出的「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強調用「足以打敗蘇聯」的手段取代以

取代 1950 年代的「巨型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引貣西歐盟邦懷疑美國的安

全保證下降 

嚇阻成功的三要件被稱為”3C”，即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與全面性

（comprehensiveness） 

美蘇《反彈道飛彈條約》（ABM）旨在限制雙方短程、戰術核武數量，確保局勢穩定 

  曾預測中國崛貣有可能控制從日本海到南海之海域，迫使美國必須協助日本與東南亞去抵

抗中國的壓力的地緣政治理論是那一個？ 

帝國主義論 心臟地帶論 邊緣地帶論 世界體系論 

  歐盟為當代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整合的典範。其整合理論包含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兩個

研究脈絡，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功能合作能強化成員間的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爆發利益的衝突 

多元意識的存在更能使整合出現 

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兩者最關鍵的差異為對外溢（spilt-over）概念的不同界定 

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兩者皆認為整合應該是一種「由上（政治）而下（經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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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整合途徑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是近期國家發展政策標的，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其目標？ 

普及高等教育  降低帅兒死亡率 

促進全球合作發展 改善孕產婦保健 

  「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席捲中東與北非，請問下列那一個國家遭受波及，並倒置領導人

下台？ 

剛果共和國 突尼西亞 敘利亞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