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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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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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舉例說明 information 與 intelligence 指涉含義的不同處？（5 分）資訊

革命在國際傳播造成那些改變？（10 分）又對國際關係產生何種影響？

（10 分）

二、何謂媒體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5 分）形成的背景如何？（10 分）

它如何衝擊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10 分）

三、何謂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和國家品牌（national branding）？（10 分）

請說明如何透過公眾外交建立國家品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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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學者在 1969 年出版《大眾傳播與美國帝國》一書，主張美國傳播產業的全球擴張造成發展

中國家文化主權的喪失？

冷納（Daniel Lerner） 許勒（Herbert Schiller）

湯林森（John Tomlinson）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2 關於新聞馴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通常使用在犯罪案件的報導上

是喚起他國閱聽眾同理心的一種公眾外交手段

是新聞記者建構外國事件與本地閱聽眾關係之過程

是指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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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島電視台是一家以卡達首都杜哈為基地的國際電視媒體，關於它的經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提供不同於西方媒體的「泛阿拉伯觀點」

新聞走向聽命於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激進團體

尚未成立中文網站

其節目或報導並不會碰觸伊斯蘭世界的禁忌議題

4 關於國際間的「數位落差」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洲國家是全球「數位落差」問題最輕微的

經濟條件差的國家，數位化發展明顯被邊緣化

國際之間對弭平「數位落差」問題，並無討論，更無作為

「數位落差」並非跨國治理的焦點，不足以構成問題

5 以世界體系理論為基礎的國際資訊流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實力對等國家之間的新聞資訊流通也較為對等

實力不對等的國家之間不會有任何新聞資訊流通

惟有當原先實力不對等之國家轉變成實力對等之國家，兩國間之新聞資訊流通才可能發生

新聞資訊可順暢且毫無障礙地流通於任何國家之間

6 下列那一學派將西方現代化經驗與生活方式，定位為新興國家應該仿效的典範，進而鼓勵支持這

些國家投入傳媒建設？

全球化理論 文化帝國主義學派

發展傳播學派 世界體系論

7 下列那個國家的電影產製中心被稱為「威萊塢」？

印度 英國 加拿大 紐西蘭

8 1990 年代的那一起國際事件，讓 CNN 以大量即時新聞報導，奠定其在國際新聞流通的關鍵地位？

蘇聯解體 波灣戰爭 兩德統一 北愛游擊戰爭

9 根據 2021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有多少國家的媒體言論自由是受局部或完全限制？

 50-70 個  50 個以下 超過 100 個  70-100 個

10 有關美國的《資訊自由法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美國公民或單位亦能提出要求

其適用之對象不限於新聞工作者

它要求相關機構公開先前所保留或隱藏之所有資訊

它否決任何拒絕援引此聯邦法案之特殊理由

11 社群媒體平台是新興的國際傳播媒介，有關社群媒體平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Twitter 在 2020 年 6 月，以「高度參與假訊息的傳播」為由，移除了 15 萬個吹捧中國大陸的帳號

美國前總統川普因發言內容不當，遭到 Twitter、Facebook、YouTube 停權或封鎖

 2021 年初，YouTube 以傳遞錯誤內容為由移除了近三千個帳號

為了處理內容爭議，Facebook 成立監督委員會（The Oversight Board），該委員會得對使用者的

帳號予以停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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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衛星廣播電視法》首度將境外頻道在臺灣播出合法化，該法於何時施行？

 1991 年  1992 年  1996 年  1999 年

13 下列那一項政策係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在 1972 年宣布，該政策容許非政府團體申請太空航道，

使衛星不再由政府壟斷經營？

衛星自由化 開放天空 天空解禁 衛星航權分配計畫

14 下列何者為第一個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網路媒體？

 Pro Publica  OhmyNews  iReport Wikileaks

15 2005 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南方電視台」（La Nueva Televisora del Sur, teleSUR），總部位於下列那一

個國家？

古巴 智利 阿根廷 委內瑞拉

16 關於 2004 年成立的國際文創聯盟「創意城市網絡」（The Creative Cities Network），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對於促進文化多樣性和創意產業有很大的影響

主要在協助強國城市建構主流文化，並進行大規模的海外輸出

由歐洲聯盟提出

主要可資運用的資源是經費，而不是經驗分享

17 關於「公眾外交」與「傳統外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眾外交」的關鍵角色是國家，「傳統外交」的關鍵角色則是人民

「公眾外交」的目標是塑造喜好，「傳統外交」的目標是灌輸觀念

「公眾外交」的權力來源是強制力，「傳統外交」的權力來源是吸引力

「公眾外交」透過宣傳維繫，「傳統外交」透過夥伴關係維繫

18 「在宣傳過程中，消息來源可被清楚辨識，訊息內容也合理地接近事實，然而宣傳的結果往往偏袒

傳送方」。本項敘述指的是何種宣傳方式？

無色宣傳 白色宣傳 灰色宣傳 黑色宣傳

19 下列敘述，何者不能算是「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

政府宣傳「東海和平倡議協議」，增進各國了解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決心

臺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宣揚 Taiwan Can Help，提供醫療援助給國際社會

臺北市辦理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接待各國選手

臺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疫情期間流傳的假新聞

20 國際新聞媒體與知名新聞記者被認為在國際政治及外交領域扮演日益重要之角色，因此衍生出

「媒體仲介外交」之概念。下列何者不屬於此概念之實踐方式？

在政府的指引下協助展演一場即時的媒體大秀

積極並主動地介入與參與協調兩國之間的衝突

舉辦公開論壇以提供敵對雙方面對面商討爭議問題之機會與管道

暫不揭露進行中之國際談判之細節，以利危機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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