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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西方社會，郊區化的發展，導致中心都市相對衰退，但在 1970 年代以後，經過一些都市更新手段，這

些地方反而成為中產階級的居住地區。這種現象稱為什麼？ 
士紳化 中心化 全球化 在地化 

2 社會學家發現，資本主義社會與民主政治之間有著重要的關聯，下列那個敘述是錯誤的？ 
 識字率的增加和大眾傳播的擴散，有利於民主理念和態度的普及 
勞工階級的興起，有利於緩和下層階級的激進主義，使體制穩定 
大量的都市化，有利於社會自主結社的興起和舊社會控制的瓦解 
資本主義改變了傳統金字塔型的階級結構，有利於瓦解傳統農業貴族的舊勢力 

3 一般民眾對於疾病的成因及不同體系的醫療方式，如西醫、中醫或民俗醫療等，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並據以選擇適合的醫療體系，而展現出不同的求醫行為。這種說法代表下列那一種求醫行為的解釋取向？ 
 歸因說 社會互動說 傳統文化說 結構條件說 

4 自 1970 年代以來，台灣的宗教發生了明顯的變遷，下列那個敘述不是事實？ 
新興宗教層出不窮，發展相當快速 
術數十分的流行，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傳統宗教，特別是佛教有愈來愈興盛的趨向 
外來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出現明顯成長的態勢 

5 宗教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為分化中的社會制度之一，原有的神聖性減弱了，有時甚至成為商品或

消費品，因應人們的需要。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學上稱為什麼？ 
巫術化 商品化 世俗化 制度化 

6 學生除了從正式課程和課本學到知識、技能及態度外，也從學校生活中的同儕相處、師生互動、教室文

化、校內儀式等經驗中學習，這種非正式課程的教育效應稱為什麼？ 
課外課程 團康課程 通識課程 隱性課程 

7 從主流意識形態的定義來看，家庭作為指涉社會關係的概念，其相關的三個要件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血緣 地緣 性別 婚姻關係 

8 工作酬勞較高的家庭成員，因其對家庭的物質投入較多而權力較大，在經濟上依賴他的其他成員，只好

承擔較多較重的家務勞動與分工，以獲得必要的經濟資源。這段敘述說明了下列那個理論的主張？ 
資源交換論 父權剝削論 性別角色階級論 性別展示與實踐論 

9 彈性生產是後工業社會的典型生產方式，下列那個是這種生產方式的重要特徵？ 
大規模生產 標準化生產 專門化生產 自動化生產 

10 針對族群對立及衝突的現象，社會學有其不同於心理學的解釋，下列那個是典型的社會學概念？ 
刻板印象 代罪責難 權威性格 群體壁壘 

11 根據社會學研究，未來族群關係的發展可能有三種模式，第一種強調_______，各不同族群仿效並符合優

勢群體的價值標準；第二種是鎔爐，所有族群都混雜在一起，形成新的、進化的文化模式；第三種是

________，其中不同的族群身分均可被接受，並具有平等地位。下列那個選項的概念組最適合填入上述

的____？ 
替代，社群主義  認同，民族主義 
同化，文化多元論  偏見，社會達爾文主義 



 代號：4802
頁次：4－2

12 下列那個關於社會階層化與社會流動的敘述是正確的？ 
每個社會的社會階層化系統都差不多，它有開放、有封閉 
在一個開放的階層化社會中，社會階層的界限是比較模糊的 
一個社會流動較少的社會，其社會階層化系統是比較開放的 
若社會的代間流動流量很大，則表示個人的生活機會受出身背景影響大 

13 犯罪並非與生俱來，而是有權有勢者透過法律的形式加以界定，並由警察、法院及矯治機構來詮釋的結

果。這是下列那個偏差與犯罪理論的看法？ 
標籤理論 迷亂理論 理性選擇理論 差別接觸理論 

14 下列何者不是無受害者犯罪的例子？ 
吸毒 詐欺 賭博 色情 

15 團體不僅是人群的聚集，也不是統計的類屬。下列那個例子符合團體的定義？ 
中產階級 非洲黑人 運動俱樂部 戲院的觀眾 

16 科層組織為了解決問題，不斷分化，增加人事，卻無形中產生許多固定成本與冗員，反而變得沒有效能。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什麼？ 
紅帶現象 理想類型 彼得原理 帕金森定律 

17 再社會化係指人格與態度的重建，是變動與壓力過大的情境下產生的結果。依此，下列那個團體、環境

或社會背景最有可能是再社會化的機構？ 
家庭教養 同輩團體 新兵訓練 隱藏課程 

18 兒童藉由他人對待自己的方法，瞭解自己是獨立的個體，並且從遊戲中學習共享的文化價值與規範。這

是下列那位社會學家主張的社會化理論？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皮亞傑（Jean Piaget） 
喬德洛（Nancy Chodorow） 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 

19 「一種將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自己的行為、價值、規範及信仰視為唯一合理的形式，並以此作為判斷他

人生活優劣的思考模式。」這種觀點與立場可以下列那個概念表示？ 
社會生成論 種族中心論 文化相對論 文化多元論 

20 「觀察個人如何成為具有社會行動能力的自我，討論各種社會化的機制。」這段敘述最可能是下列那個

學派或理論的主張？ 
現象學學派 法蘭克福學派 功能主義學派 符號互動學派 

21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提出，社會學的研究工作有賴於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下列那個關於社會學想像的敘述是錯誤的？ 
必須將生活週遭的經驗與社會生活世界關連起來 
遠離熟悉的日常生活常規，思考自己並藉以重新檢視這些常規 
意味著專門使用社會學本身的材料，未必需要其他學科的資料 
除了分析現存的社會生活模式之外，也應注意其未來的可能性 

22 下列那一個選項不屬於質性研究的研究方法？ 
隨機抽樣調查 民族誌 參與觀察法 紮根研究 

23 2009 年 8月 8日颱風帶來豪雨，對台灣造成重大災害。政府為了瞭解各地災民急迫的生活需求，以進行

資源規劃與配置，必須進行居民需求的資料蒐集。此時下列那一個方法可以較為周全的蒐集資料？ 
觀察法 實驗法 調查法 個案研究法 

24 社會科學的研究計畫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決定蒐集資料的方法 形成結論 決定研究問題 

討論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建議 建立假設 分析資料 回顧文獻，請就以下選項選擇適當的進

行步驟： 
    

25 以有系統的方式觀察勞工與資本家的關係，並認為整個經濟、社會與政治制度是為了保障資本家對工人

的絕對支配權的，是以下那一位學者？ 
卡爾．馬克思 麥克斯．韋伯 陶考特．帕森斯 厄文．高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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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移民放棄其母國的文化信仰、價值、習俗，轉而學習移入國或定居地的支配文化之信仰、價值及習俗，

作為日常生活行事準則的過程，稱為： 
隔離 同化 融合 依附 

27 我們常常會在意他人對我們的看法，並且傾向於根據他人的觀感來表現自己。這樣的行為較屬於下面那

一個理論的觀點？ 
認知理論 功能論 符號互動論 社會控制論 

28 所謂的白領階級犯罪，不包括以下那一項？ 
不實廣告誤導消費者 貪污 股市內線交易 走私毒品 

29 社會學家墨頓（Robert Merton）認為，青少年犯罪的產生，往往是社會在所謂成功的預設目標上與社會所

能提供的機會有落差。面對這樣的壓力，青少年可能產生幾種調適方法。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墨頓所歸類

的調適類型？ 
創新 退縮 學習 儀式主義 

30 下列何者與「貧窮文化」的論點無關？ 
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貧窮文化會造成家庭內的貧窮代代相傳 
女性在勞動市場的弱勢地位較易導致貧窮 
窮人缺乏工作動機與意願，對福利產生依賴 
家庭的解組是造成貧窮的原因之一 

31 認為勞動者個人的教育、經歷與年齡等特質會影響其薪資收入與升遷的，是下面那一個理論？ 
雙元勞動市場論 社會資本論 人力資本論 文化資本論 

32 下列那一項與現行我國法律對待外籍勞工的政策相違背？ 
外籍勞工必須要獲得工作許可才可以到台灣工作 
雇主申請外籍勞工來台灣工作的主管機關是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外籍勞工進來台灣之前必須通過身體檢查才可以入境 
女性外籍勞工一旦懷孕即必須離開台灣 

33 目前網路科技快速發展，但相對的，網路資訊的保密與審查制度卻無法跟上科技的發展速度。根據美國

學者奧格本（Ogburn）的觀點，這種現象稱為： 
文化衝突 文化創新 文化失調 文化震撼 

34 在以下項目中，那些是屬於功能論中所認為教育的功能？知識的傳遞 學位資格的認定 促進社

會整合 就學生的社會階級篩選學生 維繫社會控制 培養對於權威的服從與自律 
    

35 下列何者為我國國民年金的給付項目？老年年金給付 身心障礙年金給付 遺屬年金給付 喪

葬給付 傷病給付 原住民生活津貼 
    

36 以下那一項不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制度之特徵？ 
生產工具私有  地主是社會上主要握有財富的人 
生產的目的在追求最大的利潤 強調生產與市場銷售的自由競爭 

37 研究社會流行病學的學者，認為疾病的發生率往往與社會階級有關。下列那一項論述與社會階級的影響

因素無關？ 
環境污染導致疾病的潛在危害與發生率 
勞工暴露於有毒物質的工作場所容易導致職業病與職業災害 
擁擠的居住影響環境衛生 
台灣男女飲食習慣的差異造成平均餘命的差異 

38 在精神疾病的研究上通常有「醫學模型」與「社會學模型」兩個不同的取向。下列何者屬於社會學模型

的觀點？ 
生理因素是導致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 文化會影響精神疾病的定義與發生率 
大腦內生物化學物質的失衡，會導致精神疾病 透過藥物治療可以改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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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探討貧窮的概念時，指一個人為了維持身體、健康和能量所需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匱乏的情境，稱為： 
絕對貧窮 相對貧窮 社會排除 貧窮陷阱 

40 下列何者與我國現行社會保險的做法與範圍有所差異？ 
社會保險以集體互助為保險的主要精神 
我國目前已開辦全民健康保險、失業保險與長期照護保險 
社會保險是被保險人風險共同承擔的概念 
社會保險的保險費一般來說由政府、被保險人及雇主共同分擔 

41 下列四個項目中，那個涵蓋後工業城市的特徵？工業生產主要是聚集在城市中心的 生產的控制主要由

跨國企業集團掌握 全球性的財務金融與資訊電子化支配著城市的經濟 後工業城市的發展讓都市

窮人更難找到工作  
    

42 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其 1956 年出版的「權力菁英」一書中，描述了美國政府主要是由一

小群來自於三個體系的權力菁英所領導，構成了權力金字塔。這三個體系不包括以下那一項？ 
公司財團 軍事部門 政府行政部門 學術部門 

43 「權威」是透過制度建立，並經過人民認可的權力。社會學家韋伯將權威分成三種，在早期的政治社會

學的討論中經常被引用。以下那一種非屬於他對權威的分類？ 
傳統權威 魅力型權威 草根權威 法理權威 

44 依賴理論源自拉丁美洲的學者，他們對於低度發展的現象有一些共通的假定。下列那一個敘述不是依賴

理論的共通假定？ 
低度發展不是自然狀態，而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 
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分工，造成了低度發展的持續 
低度發展與既得利益階級結合，使得自行發展更難突破 
要突破低度發展，第三世界必須與世界資本主義結合，跳躍發展 

45 福利國家的主要功能是透過國家機器的力量，維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使其能夠安身立命，以維繫

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據此，福利國家主要滿足的是人民的那一項權利？ 
市民權（civil rights）  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 
經濟權（economic rights） 社會權（social rights） 

46 在人口轉型的過程中，總會發生出生率的下降，使人口減速成長，而終將轉為低出生、低死亡的接近均

衡狀態。此一出生率的下降歷程是在人口轉型的那一階段發生的？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47 研究基督新教倫理，並觀察基督新教改革運動者非常強調工作倫理，對現今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正當性的

社會學者是誰？ 
孔德 米爾斯 馬克思 韋伯 

48 人口老化是台灣社會人口結構上的變遷趨勢。一般而言，研究上常用「老年依賴比」來代表特定社會人

口老化的程度。所謂「老年依賴比」的意思是： 
台灣 65歲以上老人與 15歲以下兒童的比值 
台灣 65歲以上老人與 15至 64歲工作年齡人口的比值 
台灣 60歲以上女性、65歲以上男性與 15歲以下兒童的比值 
台灣 15歲以下兒童與 15至 64歲工作年齡人口的比值 

49 近十年來，台灣單親家庭的形成原因中，以下列那一個原因所占比率最高？ 
未婚生育 喪偶 領養子女 離婚 

50 韋伯認為階層是一個多向度的概念，我們在階層體系的地位主要有三個構成要素。這三個要素不包括以

下那一項？ 
身分 權力 種族 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