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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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在吸引國際公眾注意時，往往無法與主權國

家政府相比，但他們也並非就毫無競爭力。請論述，在國際傳播領域，

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主權國家政府相較的可能優勢與劣勢。（25分） 

二、「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已逐漸成為公眾外交的熱門主題之一。

試述「城市品牌」如何與國家外交取得連結。（10 分） 另請說明，

城市的何種基本單元（例如地理或空間屬性）或特點，可以是協助城市

建立品牌的過程中的聚焦重點所在，並論述其理由。（15分） 

三、國際傳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國家「軟實力」（soft power），但各方對於「軟

實力」的定義、媒介與作用均有不同見解。 請對「軟實力」做出定義，

（5 分） 並敘明其概念運用與內涵界定，在一般國家政府國際外交與

傳播的實踐上，究竟有那些正面與（或）負面的影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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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自由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是所有自由的基石」，這種說法最早起源於？ 

1948 年聯合國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 1947 年成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1995 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 1993 年歐盟成立時的《馬斯垂克條約》 

2 美國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曾經簽署「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這個法案主要是希望遏止什麼現象？ 

媒體新聞的置入性行銷  媒體內容過度渲染暴力 

透過網路散布假新聞  透過網路散布恐怖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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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新聞的交換產生所謂的「資訊逆流」（information counter-flow）的現象，與下列那一個現象的出現

有關？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主導下，發展中國家透過新聞通訊社的結盟，有效抗衡西方通訊社的資訊壟斷 

隨著傳統西方通訊社的沒落或經營權易主，國際視聽不再能由這些通訊社輕易主導 

由於各國商業電視體制成熟，原先由國家級通訊社主導的國際新聞交換優勢不在 

半島電視台等非西方、泛區域的衛星新聞頻道出現，挑戰過往西方新聞媒體的資訊霸權 

4 英國脫歐（Brexit）已經箭在弦上，一旦脫離歐盟，對於英國的影視傳播產業將帶來最確切的影響是： 

由於英鎊貶值，英國的媒體事業將更成為跨國併購的標的 

由於脫離歐盟體系，英國的影視產業將失掉歐盟既有的製作補助、進口配額豁免的保護 

由於脫離歐盟體系，英國的影視內容將更具備在地品牌的優勢，且製作的成本大幅下降 

沒有影響 

5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簡稱 RSF）組織每年定期公布新聞自由指數的全球排名，目

前該組織在亞洲的行政中心位於那裡？ 

香港 首爾 東京 臺北 

6 臺灣的公共電視於 2018 年開始製播的東南亞語新聞，不包括下列那一種語言的播報？ 

印尼語 菲律賓語 泰語 越南語 

7 下列跨國衛星頻道，那一個結合了不同國家的公共廣播系統，並希望產出跨區域的新聞觀點？ 

Al Jazeera English BBC World Euro News Channel News Asia 

8 下列何種跨國的政府與民間交流，不能算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具體例子？ 

美國新聞署於冷戰時期，在亞洲資助成立出版社，有計劃地將英語世界的文藝作品以在地語言翻譯、

發行 

Google 與各國政府合作，使用 Google 的雲端服務，以推廣線上教育用途 

中國大陸在近百個國家資助成立「孔子學院」，鼓勵各國人士學習中文，並介紹中國文化的精髓 

法國政府成立 France 24 頻道，以法、英、西班牙與阿拉伯語報導國際新聞 

9 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那一戰爭中，深入戰地提供第一手新聞報導，打破美國政府以往在相

關資訊中國際傳播的獨占角色？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越戰 兩伊戰爭 阿富汗戰爭 

10 2010 年至 2011 年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是著名的國際傳播事件，請問「茉莉花革命」發生在那一國？ 

奈及利亞 埃及 利比亞 突尼西亞 

11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1 月就任滿一年前夕，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公布他自己評選的 2017 年「假新聞」

獎，位居榜首的是那一家媒體？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美國廣播公司（ABC） 

新聞週刊（Newsweek）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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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電影是美國文化輸出的重要媒介，然而，那一家電影公司於 1989 年被日本索尼（SONY）收購？ 

哥倫比亞影業（Columbia Pictures） 

高文影業（Goldwyn Pictures） 

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派拉蒙影業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13 1964 年出版的《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便已經提出了「地

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請問此書的作者是誰？ 

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福特納（Robert S. Fortner） 

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 布魯勒（Jay G. Blumler） 

14 2017 年受歡迎的電視劇《通靈少女》是臺灣公共電視與那一家媒體製作的節目？ 

HBO Asia BBC NHK Discovery 

15 「公民新聞」促使閱聽人參與新聞內容的監督與產製，模糊了長久以來新聞機構與閱聽人之間的分野。

下列對於「公民新聞」的敘述何者錯誤？ 

強調獨立性  強調公民參與、資源共享等價值 

網路是公民新聞的主要平台 「PeoPo 公民新聞」是 TVBS 建構的新聞平台 

16 關於視聽產業的 GATT 談判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主張「文化例外」原則，將視聽產業列入開放項目 

西歐各國希望採取配額管制等保護措施 

GATT 談判結果，文化視聽項目暫不開放 

西歐各國認為視聽產品攸關文化傳承與國族認同，不是商品，因此不應列入自由化的豁免項目 

17 請問提出「柔性權力」（soft power）概念的學者是誰？ 

奈伊（Joseph S. Nye Jr.） 拉斯威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 

伊斯頓（David Easton）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18 文化部在歐洲的那一個城市，設置了臺灣文化中心？ 

巴黎 倫敦 柏林 阿姆斯特丹 

1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通訊社分為三大類。下列何者不是此三大類的項目？ 

國際級的通訊社  國家級的通訊社 

經濟等專業議題的通訊社 文化為單位的通訊社 

20 2018 年那一個國家跟我國斷交後，在當地提供醫療服務與照顧兒童的連加恩醫師表示：「未來的協助不

會因此中斷」？ 

馬拉威 多明尼加 甘比亞 布吉納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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