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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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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1990 年代，英國柴契爾首相聯手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雷根總統，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

對全球政經影響頗巨，如今英國脫歐（脫離歐盟），到底它對國際傳播可能造成什麼

影響？試申論之。（25 分） 

二、網路崛起對人類互動方式產生重大影響，試以社群媒體為標的，論述它們對國際傳

播可能帶來那些影響？（25 分） 

三、有人說國際政治即強權政治，許多弱小國家缺乏資金雄厚的傳媒，可以為國家進行

國際傳播工作，以我國為例，僅有中央社和央廣等少數規模有限的國家所屬傳媒，

試論述涉外人員如何發揮國際傳播的力量？（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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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九段線」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國大陸官方稱為「南海斷續線」  
中華民國政府所提出之「11 段線」為其前身  
最早由日本歷史學者劃定「南中國海」界線  
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發行之「南海諸島位置圖」於 1960 年間出版、修訂，是我國對外主張的基礎 

2 下列那一個詞彙不是關於「揭密事件」？ 
 A Darknet  Magistrate Judge James Orenstein’s Order   

The  Panama Paper  Yahoo Inc.’s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to Congress  
3 下列何者不是冷戰時期（1945-1980）國際傳播研究討論的主要內容？ 
以文化為手段，支配第三世界  
植接美式教育制度，以便在全球多國訓練企業所需人才  
國家媒介的所有權、經營結構、傳輸過程與內容  
時間空間壓縮形成的現代制度全球擴散 

4 於 2001 年舉行，旨在討論「消除南、北半球資訊落差」的會議是下列那一個？ 
 ITU NWICO  RSF  WSIS  

5 在國際環境變化態勢下，有關國家行銷模式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交人員工作漸由「代表、交涉」轉向「行銷、協調、蒐集派駐國民意」  
群眾外交、論壇外交、虛擬外交皆是「沒有外交官的外交」  
成功的國家行銷必須「知行合一」  
國家行銷需先了解我國人民的需求，再參考他國人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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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國於冷戰期間在西歐建立三個電台，這三個電台不包含下列那一個？ 
美國佔領區電台（Radio in the American Sector） 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  
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 自由美國電台（Radio Free America） 

7 聯合國新聞委員會於 1998 年宣布新誕生的第四媒體是指： 
行動通訊載具 網際網路 臉書（Facebook） Line  

8 下列關於傳播理論的「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的敘述，何者錯誤？ 
閱聽眾無條件接受媒體的訊息 閱聽眾能夠抗拒媒體的影響力  
傳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又稱為「魔彈理論」（The Magic Bullet Theory） 

9 下列對於「數位化傳輸」的敘述，何者錯誤？ 
打破傳統影音媒介的界線 大幅提昇處理與傳遞訊息的能力  
訊號不容易受到干擾  訊號衰減率較高 

10 有關「新自由主義」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種以「市場至上」原則打造世界政治經濟制度的計畫  
其崛起源自 1970 年代福特主義（Fordism）的崩潰  
學者 David Harvey 從「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角度解釋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持此主張者多為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 

11 關於通訊社對各國新聞的影響情形，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提供各國新聞機構無法駐點採訪的國際新聞 影響各國新聞機構對國際新聞重要性的判斷  
影響各國新聞機構的採訪方式 通訊社提供的新聞不會影響各國的對外關係 

12 最早成立的通訊社是 1835 年的哈瓦斯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名為下列何者？ 
法新社 華爾夫社 美聯社 路透社 

13 我國外交部為了落實國際傳播任務，以六種外語推出「今日臺灣電子報」，除了英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

德語外，還有那一種語言？ 
俄語 韓語 泰國語 越南語 

14 請問我國外交部編印的第一部外交年鑑是那一年的年鑑？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外交年鑑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外交年鑑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外交年鑑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外交年鑑 

15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是美國介入那一次戰爭後所成立的廣播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 越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16 第一次透過媒體將戰爭過程以即時的電視新聞畫面公開呈現的戰爭，是那一場戰爭？  
波斯灣戰爭 韓戰 越戰 阿富汗戰爭 

17 2001 年紐約雙子星大樓遭到恐怖攻擊時，率先披露基地組織領袖賓拉登的反美言論而遭到西方媒體輿論批判的是

那一家電視台？ 
半島電視台 Zee 新聞頻道 南方新聞台 環球新聞台 

18 下列對於英國與歐盟的敘述，何者錯誤？ 
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EURO Zone）  
英國沒有參加共同打擊跨國組織犯罪的申根合作（Schengen Cooperation）  
英國公投贊成脫離歐盟  
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因脫歐公投過關而辭職下台 

19 那一個事件使美國修改 1910 年的無線電法，規定即使引擎停頓之際，船隻也必須維持無線電的運作？ 
東方之星沉沒事件 鐵達尼號沉沒事件 彭德爾頓救援行動 美西戰爭 

20 下列對於公眾外交的敘述，何者錯誤？  
公眾外交的目的在於創造或改變國家的形象 公眾外交會影響一個國家政經體系中的輿論  
政府官員代表相互接觸屬於公眾外交的一環 舉辦國際性球類比賽屬於公眾外交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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