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10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頁，共 2頁 

系 

級 
法律學系碩士班 D組(國際法)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國際公法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律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不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以下四題中英作答皆可 

一、請從下列二題擇一作答 (50%) 

 

1. The conflict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in November 2020 rais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conflict over the disputed territory Nagorno-Karabakh is not unprecedented where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 means to solve this issue.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ase on the status quo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1) The conflict over Nagorno-Karabakh ended with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What is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Is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necessary to end an armed conflict?  

 

(2) The use of force is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rimarily. However, several conditions agre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llow the use of force as legal exceptions. Please explain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based on the above facts.  

 

 

 

2. Th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 has been a hot issu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for decades. IUU fishing endangers marine resources and deteriorates the marine eco-system. 

Accordingl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release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IPOA) on IUU fishing in March 2001, to call for preventing the IUU fishing. 

 

(1) What are the legal status and the nature of the mentioned IPOA-IUU under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 

W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to combat IUU fishing?  

 

(2) Is Taiwan bound by the IPOA-IUU?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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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從下列二題擇一作答(50%) 

1. 在 2016 年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一國民向鄰近國家紐西蘭申請「氣候難民」身份被拒

絕成為了氣候變遷之下的人權議題。吉里巴斯因為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之故，許

多國土已經沉沒入海平面之下，其國民由於國家領土日益減少，開始向鄰國紐西蘭

求助、要求紐西蘭給予難民庇護。然而紐西蘭移民法庭、上訴法院與最高法院皆拒

絕，該申請人將此案進一步提交到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進行審理。據此請回答下

列問題： 

(1) 請說明國際法對於難民的保護、規範、相關權利及義務。 

(2) 氣候難民是否包括於國際法對於難民的規範之中?若有，請說明相關規範為何；

若無，說明氣候難民之正當性與合法性為何。 

(3) 該吉里巴斯國民於被紐西蘭拒絕之後，將該案件提交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試

闡述二人權公約之下若有國家侵害權利情事發生，人民可以如何尋求救濟管道。 

 

2. 中國近日宣布將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 BNO 

passport)引起國際注目。2020 年時英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實施的港區國安法違背了

中英聯合聲明，因此為了保障香港自由與司法獨立，英國宣布自 2021 年 1 月起，持

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與其家屬，將可在英國居住、讀書或工作 5 年 並且於期間結

束後可再申請無限期居留。有鑑於英國擴大 BNO 護照之適用範圍，中國宣布於 2021

年 1 月 31 日起，中國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再承認 BNO 護照為有效旅行證

件與身份證明。試問： 

(1) 國際法之下對於國籍的規範為何?  

(2) 有鑑於 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之流行，許多國家皆採取邊界管制，試

問在國際法之下國家能否以防範 COVID-19 為理由拒絕本國人入境? 又能否以

防範 COVID-19 為理由拒絕外國人入境? 限制入境措施是否有法律上的要件需

要遵守? 請依現有國際法規範進行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