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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文化（subculture）是指價值觀與行為規範與主流文化價值不同團體之文化，請問下列何者對於次文化的
描述是錯誤的？ 
 次文化團體成員的外表、語言或其他文化特徵可能非常鮮明，容易辨識 
次文化不會包括主流文化的元素，也不可能與主流文化和平共存 
抵抗文化（culture of resistance）也是屬於次文化 
次文化可能會在新團體進入某個社會時產生 

2 文化變遷有幾種原因，例如社會情境改變、文化擴散或創新，當文化元素從一個社會或文化團體轉換到另一
社會或團體的過程稱為什麼？ 
 文化擴散 文化衝擊 文化落差 文化研究 

3 認為工資不平等會驅使人們努力工作的論述，是下列那一個理論？ 
衝突論 功能論 符號互動論 人力資本論 

4 隨著資本主義散播到全世界，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於焉形成，下列那一種現象與全球經濟的發展無關？ 
工作替代（job displacement），即雇傭模式產生變動時，某些特定型態的工作永久消失 
恐外心理（xenophobia），即對外國人懷有恐懼與敵意 
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係指依據性別而形成社會與經濟資源層級化的分配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從商品生產為主的經濟型態過渡為服務為基礎 

5 主張兩性之間的薪資差異是因為不同性別傾向在勞動市場的不同部門中工作，是下列那一個理論？ 
 雙元勞動市場論 人力資本主義理論 文化資本主義理論 衝突論 

6 科層組織強調組織內所有活動都由一套精細的規則與程序所控制，但嚴格要求組織成員遵循規則，卻可導致
規則本身不再作為工具，反而變成目的，這種現象稱為什麼？ 
異化  儀式主義  
彼得原理（Peter Principle） 帕金森定律（Parkinson’s Law） 

7 社會學家以生命歷程觀點檢視從兒童到老年的社會化歷程，過渡儀典是開啟或結束每個生命階段的角色之儀
式或祭典，請問下列那一項不屬於過渡儀典？ 
畢業典禮 婚禮 喪禮 廟會慶典 

8 從社會學觀點對於貧窮觀點的研究分析，下列何者錯誤？ 
女性的高貧窮率與其在家庭與勞動市場中位置高度相關 
大多數的貧窮者都拒絕工作 
貧窮部分來自於經濟與社會轉型 
貧窮文化的形成是來自窮人對絕望的適應 

9 下列關於臺灣 1950 年代之後都會人口的成長與分布模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本省籍移入北部地區的人口遠超過外省籍 
臺灣都會是由外而內持續的高密度發展 
人口密度高的舊核心地區近年來呈現人口遞減趨勢 
中心都市在商業與服務業僱用量所占比重，遠高於其人口的比重 

10 社會網絡是經由社會聯繫連接起來的社會結構模式，虛擬社群即是新興的虛擬社會網絡，下列對於虛擬社群
的特質描述何者錯誤？ 
 團體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不是經由面對面，而是透過網際網路發展形成 
虛擬社群的成員具有高度匿名性 
人們可以同時隸屬不同的虛擬社群 
虛擬社群成員從眾性高，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相對比較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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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費文化是當代富裕生活的產物，請問下列何者不是消費文化發展必備的條件？ 
社會中大多數人的生活水準已超過基本溫飽的需求 
人們是透過交換而非自行生產得到物品與消費服務 
消費被認為是普遍接受而且是正當的行為 
日常生活中的人們不會基於消費方式來評斷自己或他人 

12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是指擁有電腦與使用網路者，以及無法使用電腦或網路者之間的差異，近年來社
會學家開始專注數位落差議題，請問著重人們是否使用數位科技來參與公共生活是那一層面的議題？ 
社會落差 民主落差 全球落差 城鄉落差 

13 社會化不只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許多社會單位左右了社會化的過程，對大部分人而言，第一個社會化的
來源是下列那一種？ 
 同儕 宗教 家庭 學校 

14 電腦與網路構成現代資訊社會，世界各國對於網際網路採取不同的管理態度，請問下列何者不是網際網路發
展的可能負面影響？ 
 數位化簡化檔案複製的程序，助長侵犯著作權的行為 
網際網路的迅速擴充促成網路色情的普及 
數位化資訊相對容易被辨識與監控，個人資訊易被濫用 
社會運動也逐漸網路化，成為群眾動員的重要管道 

15 布洛威（Burwoy）將社會學依據聽眾對象和知識類型分為四大類，請問政府委託學者去針對某個社會問題
進行研究並提出建議，這是屬於那一類型的社會學？ 
 專業社會學 政策社會學 批判社會學 公共社會學 

16 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是一結構化的社會不平等系統，社會地位之間具有不同程度的差距，可由
某些指標計算個人的社會地位，請問下列那一項並非計算社會地位的指標？ 
職業聲望 家族歷史 收入 教育取得年數 

17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提到脫序（anomie）概念是指那一種現象？ 
當社會研究的因果關係混淆的狀態  
當社會犯罪現象普及，造成青少年偏差行為 
當社會失控處於無規範狀態，使人們難以意識到自己的身分及各項意義 
當都市化程度提高，引起鄉村人口急速外移的現象 

18 醫學院的學生雖尚未畢業領有執照，卻儼然以醫生自居，這種並未參加卻常用來做自己行為指標的團體，是
指下列那一種？ 
 外團體 參考團體 內團體 初級團體 

19 韋伯（Max Weber）指出科層組織總因成員的工作表現良好而獲得升遷，而非依照該新職位的需要條件而找
人填補，因而成員會一直升遷到其無法勝任的職位而停止。這是指下列那一種科層組織的缺點？ 
帕金森定律（Parkinson’s Law） 彼得原理（Peter Principle） 
權力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疏離（alienation） 

20 近年來，臺灣的家庭結構急遽變遷，各種型態的家庭類型相繼產生。現就讀小學的美英，在父母相繼過世
後，必須與祖父母同住，請問此種家庭類型屬於下列那一種？ 
 隔代家庭 三代家庭 雙薪家庭 養親家庭 

21 主張家庭滿足了特別的社會需求，包括將孩童社會化、規範性活動及繁衍，提供家庭成員身體照顧養育、賦
予人們認同，以及給予個人心理支持與安全感。以上對家庭的解釋是屬於那一種理論？ 
功能論 衝突論 女性主義理論 符號互動論 

22 下列何者不是臺灣現代家庭的變遷趨勢？ 
家庭結構核心化 少子化 依賴的老年人口減少 家庭結構多元化 

23 在新生進入學校之前，學校會安排新生訓練活動，協助新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熟悉新角色的行為模式，了
解學校對其學習表現的期待，這是屬於社會化過程中的那一種？ 
反社會化 教育社會化 成長社會化 預期社會化 

24 社會學家布魯默（Herbert Blumer）提到四種群眾，參加搖滾音樂節及嘉年華會表現出熱情和強烈的情感的
人群是屬於那一種？ 
 聚會群眾 抒情群眾 行動群眾 臨時群眾 

25 下面有關意識形態（ideology）的敘述那一項不正確？ 
是一種持續存在，並為階級、政黨、國家所支持的思想體系 
意識形態通常包含並反映特定的價值與規範 
意識形態通常維繫或反映團體與權力體系的利益，使其獲得正當性 
意識形態通常不具有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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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微視社會學是以社會關係、社會互動和社會心理為主體的社會學研究，下列那一項不是這類社會學家研究的

興趣？ 
 社會化 社會網絡 社會結構 小團體 

27 甲君畢業自某校統計學系，前往市調公司應徵統計分析師職位，用人部門主管認為，公司先前所進用之該校

數位畢業生的工作表現都不好，所以，現在不予錄用甲君。這種現象是什麼？ 
紐曼配置（Neyman allocation） 系統性偏誤（systematic bias） 
隨機誤差（random error） 統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28 臺灣已邁進少子高齡化社會，政府為協助民眾照顧家庭中的老人，必須積極推動下列那一種政策？ 
社會救濟 社區再造 社會教育 社會福利 

29 都市土地使用的最早模型是由蒲濟時（Ernest Burgess）提出，他根據芝加哥發展歷史，認為都市有一個共同

的中心地帶，然後由此中心地帶向外等速延伸，每一圈由不同的經濟社會活動所主宰。這是那一個理論？ 
多核心論 扇形論 延伸論 同心圓論 

30 下列對民族誌的敘述，何者錯誤？ 
研究者在日常環境中從事一段長時間觀察的研究  
目的是提供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之詳細描述和詮釋 
例如研究都市街頭的幫派，民族誌可以提供社會生活的見證 
民族誌的研究企圖影響或改變人們的行為 

31 人們大多自動地依循規範，而規範有輕重不同，人們認為對其福利和珍視的價值極為重要的規範，是屬於下

列那一種？ 
 民俗 民德 法律 風俗 

32 對人們毋須任何努力而被指定的地位，例如本身是男性或女性、洛克斐洛家族成員等，個人對是否占有這些

位置無能為力，這些地位被稱為那一種地位？ 
成就地位 顯著地位 先賦地位 相對地位 

33 人口從高出生率和高死亡率過渡到高出生率和低死亡率，而導致快速的人口成長，再過渡到低出生率和低死

亡率的穩定人口的平衡過程，這是指下列那一種觀念？ 
人口統計 人口密度 人口成長 人口轉型 

34 社會學家利用人口普查資料、犯罪資料、社會福利資料、會議紀錄、出版傳記等現成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與

解釋，這是那一種研究方法？ 
參與觀察法 問卷調查法 次級資料分析法 個案法 

35 臺灣現在不但是處在「超低生育率」時代，2010 年的總生育率更是全球最低。請問，2010 年的臺灣生育率

水準為何？ 
每千人有偶婦女生育 0.895 個子女 每千人育齡婦女生育 0.895 個子女 
平均每位有偶婦女生育 0.895 個子女 平均每位育齡婦女生育 0.895 個子女 

36 下列何種犯罪形式可歸為無被害者犯罪（victimless crime）？ 
 賣淫 偷竊 縱火 殺人 

37 下圖資訊呈現內容指涉什麼現象？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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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就業率 失業率 勞動力參與率 依賴扶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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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比較 2010 年臺灣就業人口的職業分布，「事務工作人員」當中女性占 78.35%，「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體力工」當中女性占 26.19%，「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當中女性占 20.50%。這個現

象反映什麼？ 
 職業隔離 產業麥當勞化 雙元勞力市場 職業不對稱 

39 依據目前的人口發展趨勢，臺灣在 2060 年的人口金字塔最有可能出現如何樣貌？ 

A B C D      

 
 
 
 
 
 

40 在開放社會裡，「中低收入戶的子弟也可以成為 CEO」，這種社會流動的形式可以視為： 
結構性流動 代間流動 循環性流動 水平性流動 

41 人類社會的婚姻制度可以分為內婚制和外婚制，以下有關內外婚制的描述，何者正確？ 
 因為「近親禁忌」是普世的生物法則，致使外婚制成為人類社會演化的優勢結果 
母系社會都是採行內婚制，藉以維護血統純淨 
所謂內婚制，就是在室內舉辦婚禮 
民國 96 年之前民法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訂定外婚制為我國之法定婚制 

42 「優勝劣敗、適者生存」為以下何者之主張？ 
 社會達爾文主義 死亡率法則 強弱連帶理論 存活曲線矩形化理論 

43 下列那一現象反映「身分地位不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 
 高才低就 同工不同酬 江郎才盡 貧窮女性化 

44 「旋轉門條款」，或稱為「公務員離職後利益迴避條款」，目的在於避免： 
差別結合（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異化疏離（alienation）  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 

45 1910 年臺灣的出生時平均餘命約為 30 歲左右，到了 1960 年代，出生時平均餘命超過 60 歲。也就是說，半

世紀裡，臺灣的出生時平均餘命增加 30 歲，造成此一平均壽命大幅增長的動力是什麼？ 
出生數下降 人口老化 嬰幼兒死亡率下降 代間間距延長 

46 隨著經濟發展、價值觀改變、婚姻行為變遷、法律及社會福利演進，臺灣現今的居住型態，以下列何者居

多？ 
單親家庭 單身家庭 主幹家庭 核心家庭 

47 「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身正則影直」，係反映？ 
 推拉效應（pull-and-push effect） 差別結合效應（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effect） 
社會標籤效應（social labeling effect） 污名化效應（stigma effect） 

48 臺灣的都市發展過程，並未明顯出現類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都市首要化現象，與下列何者有關？ 
 第三部門活絡 郊區化蔓延 仕紳化發展 製造業均勻分布 

49 某人為金門酒廠僱用之司機，因此，其     為「運輸工具駕駛員」，其     則屬「飲料製造業」。空格內請填入

適當文字： 
 職業；行業 行業；職業 從業身分；產業 產業；從業身分 

50 以下對於臺灣家庭的研究發現，何者不正確？ 
 離婚後的母親，失去配偶的經濟支援，必須單獨負擔子女的教養，常落入貧窮家庭的行列 
愈是親密的夫妻，愈不會以傳統性別角色而決定家務分工，且丈夫投入家務時間較多 
暴力家庭成長的人，不論男女，都較可能在日後成立家庭時對其子女或配偶施暴 
身為長子並不具有相對教育優勢，甚至，當家中還有年齡相距較遠的弟妹時，更是處於劣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