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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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何謂國際傳播？（10 分）國際傳播對國際政治的影響為何？（15 分）

請論述之。

二、國際傳播理論的資訊自由流通理論之內涵為何？請論述之。（25 分）

三、何謂恐怖主義？（10 分）恐怖主義與媒體的關係為何？（8 分）媒體如

何報導恐怖主義？請論述之。（7 分）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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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對假新聞之監理是以下列何種方式為主？

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制 司法機關下令要求大型平台業者的配合

新聞自律 媒體素養教育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多個傳播法規正進行修法與立法。下列那一個法案已經在立法院順利完成

三讀程序？

數位通訊傳播法 匯流法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 電信管理法

3 Google 新聞副總裁理查德·金格拉亞斯（Richard Gingras）說「Google 做新聞報導排序有其邏輯

性」，會考慮三大指標，但是不包含下列那一項指標？

時間順序 適切性 權威性 相關性

4 文化部希望以公共媒體法來取代現有的公共電視法，未來的公媒基金會將致力設立「國際頻道」，

為保障公共媒體的公共性和獨立性，依照現有草案，作為未來公共媒體自主的預算來源，公共媒

體的經費由何種方式產生？

政府應籌設文化發展基金 主管機關每年編列專案預算

與文創產業合作 企業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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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了掌握國內數位發展情形，國家發展委員會每年定期辦理個人家戶數位機會調查並與國際性指

標接軌，為比較國際與我國數位落差定位與創造數位機會的執行成效，多半仰賴各國公布的那種

相關調查數據做進一歩的比較？

 TrendForce

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高德納諮詢（Deloitte Global）

全球資訊科技報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6 亞太通訊社組織（OANA）於 2019 年 4 月在越南河內召開的執行委員會決議，擬在 2019 年 11

月的首爾大會中針對下列那一個事項提議增修組織章程？

打擊侵犯智慧財產權

擴大亞太通訊社組織涵蓋之組織成員範圍

要求成員應於組織內發展事實查核（fact check）機制

規範成員使用社群平台內容作為消息來源之原則

7 成立於 1851 年，創辦人曾在全球最早成立的通訊社哈瓦斯社任職；1915 年從家族事業改制為股

份有限公司，並且在多次受阻後，終於在 1984 年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以上描述的通訊

社為下列何者？

路透社（Reuters） 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

歐洲通訊社（Europa Press）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8 何謂「國家形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訊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吾人對某一國的國家形象通常會因為越來越模糊，而越來越差，導致

該國的國家形象欠佳。這正是何以每個國家都需持續進行國際傳播

國家形象是指他國人民對一個國家的基本印象與總體評價。由於人必須以較為簡單的基模、類

屬來歸類所有概念，因此國家形象通常是較為簡化，且具有某種慣性的

絕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形象決定了國際政治的行動方案。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國家行為與實際客

觀形勢無關，反而與行動者對某一國家的國家印象有關

國家形象的「月暈效果」（Halo Effect）是指，對一個國家的評價與印象一旦形成後，後續的

評估將保持一致

9 第二屆「總統盃黑客松」的主題為何？

國際松 智慧國家 開放政府 社會創新

10 全球帝國主義觀點在 2000 年之後的理論發展認為：

對於協助帝國主義製造文化產品（如：動畫師）的在地工作者，應該強化其自我認同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透過立法等制度方法阻礙帝國主義文化產品的輸入，是必要的手段

民族國家在文化、傳播、體育活動方面的發展，就是要在取得政治、經濟、軍事優勢之後，爭

取自我認同的表現

不必然要消滅各國的國族或在地認同，而是要對這些混雜的認同進行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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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世界體系」理論以及相關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世界體系理論中，「半邊陲」國家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暗示每一個國

家發展的必經軌跡

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核心與邊陲國家的關係，主要是經濟的依附，其次是政治的依賴

世界體系的國家階層排序依據，主要是生產指標（例如：國內生產毛額 GDP）

近來世界體系理論的發展，以網絡分析找出單一國家的多邊關係，指出世界體系實際上有相當

的變動

12 有關「懲處假新聞」相關規則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德國責成社群媒體平台擔負過濾責任，要求發現仇恨、誹謗有關之假新聞，需在 24 小時內刪

除，否則予以鉅額罰款

目前，我國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為處理謠言之主要法源

 2017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OHCHR）發布聲明，要求國家避免在缺乏法源

情況下限制假消息流通

我國的社會秩序維護法與 OHCHR 聲明不論立論、立法精神，或實質判准，已有九成近似

13 有關美國執行「公眾外交」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對美國公眾與文化外交最常見的批評，即認為美國將其國家利益包裹為民主自由之社會制度與

市場經濟體制，不考慮不同國家既有的文化與社會背景

美國執行公眾外交的主要機構是「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美國最早開始執行公眾外交，是在 911 事件後，藉提供資料或文化活動向他國公眾介紹美國

學術與文化界熟悉的傅爾布萊特（the Fulbright Program）以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皆為美國公眾外交的項目

14 在數位時代中，國際傳播側重的項目亦有所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動裝置與智慧型手機形成了高度「無縫」（seamless）的傳播狀態，說明國際傳播的執行需

無時無刻進行

賽伯資本主義（cyber-capitalism）意旨一個國家網路化程度的高低，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資

本累積的狀態

新聞因需要在地（local）脈絡解讀，因此雖然資訊流動國際化，但假新聞（fake news）較難因

數位化而產生全球效應

教學娛樂化（edutainment）與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促使教育與娛樂活動趨於全球化，更

多國際宣傳工作可於其中進行

15 有關「政府公開資訊」（Open Data）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下文件都是政府公開資訊的法源依據之一：行政程序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

展作業原則

跨機構應用、民間協作應用，是政府公開資訊希望促成的目標

政府公開資訊中，以開放民生資料（如：食衣住行、醫療、就業、育樂、文化等）為優先

各類政府標案之招標文件、結案或驗收報告等，以 PDF 檔格式放上各部門網站，即符合政府

公開資訊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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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數據是近年傳播實務中流行的詞彙。然而，根據《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書有關大數據在宣

傳上的應用，下列何者是錯誤的描述？

在搜尋引擎上輸入搜尋關鍵字的資料會被蒐集起來，在投放廣告時使用

人們透過網際網路相互傳遞的文件，為自然語言學習提供了良好的訓練素材

網際網路上的資料非常大量，有助於人們比對各種資訊之間的正確性

精準廣告非常依賴人口學、人格心理學等知識，以對「同樣的人」投放廣告

17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自 2018 年起解除任務編組，為持續落實新南向全面推動階段的工作任務，相

關業務改由那一個單位繼續推動落實？

外貿協會 外交部

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專案小組 經濟部

18 有關「數位人權」的討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俄羅斯的「網路長城」作法，是透過形成獨立的內部網路提供其境內的網路需求

「斷網」是指國家以物質形式，破壞網路資訊傳輸線材，以達到資訊阻斷的目的

伊朗雖然沒有建立網路長城，但卻以技術方式阻斷特定查詢結果，形成對資訊流通的限制

 2019 年 Rightscon 數位人權大會認為，數位監控與審查，才是數位時代對人權的最大威脅

19 下列何者為國內第一家獲得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認證

的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

美玉姨

蘭姆酒吐司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Taiwan FactCheck Center）

 mygopen

20 有關「框架（framing）理論」在新媒體時代的討論，下列何者正確？

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大幅降低了一般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門檻，Entman & Usher（2018）的研究

顯示，每個人都有平等使用這些平台的能力，也確實展示在全球各地的示威活動中

在越來越複雜的媒體環境中，主流媒體雖然仍扮演主要影響者的角色，但周邊網絡（peripheral

network）仍可能造成人們對單一事件的多樣解讀與關注

由於社群媒體越來越活躍，針對「茉莉花革命」的研究指出，在推特（Twitter）上出現的主要

主題標籤、回推、貼文等，超過七成都指向社群的參與者

 Entman 在 1993 年提出的「網絡化的框架」概念指出，網際網路是形成傳播活動框架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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