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等 別： 五等考試 
類 科 組： 社會組 
科 目： 社會學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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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652 
頁次：4－1 
   

1 下列何者不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失規範（anomie）概念的意涵？ 
道德規範的約束力式微或消失 個人行為無所適從  
衍生社會問題  造成異化現象 

2 顧里（Charles Cooley）的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概念所指為何？ 
經常反省自我 在他人眼中看到自己 追尋自我典範 調節本我與超我 

3 下列何者不符合高夫曼（Erving Goffman）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意涵？ 
打腫臉充胖子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笑臉迎人  白目 

4 由 Charles Taylor 所提出，強調各族群皆可保有自身文化，且共享彼此文化的主張，稱之為： 
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多元主義 文化平等主義 文化保護主義 

5 下列那一項特徵不是次文化（subculture）意涵的必要條件？ 
偏差行為  相對少數人所共享  
一種文化內的差異性  相對於主流文化的價值、信念、習慣與生活方式 

6 下列何者不屬於莫頓（Robert Merton）的偏差行為失規範理論之範疇？ 
創新（innovation） 儀式主義（ritualism） 順從（conformity） 抗議（protest） 

7 在組織中通常對女性晉升到高級職位或決策階層存在著潛在限制或障礙，這個障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

但確實存在，這個現象稱之為： 
女王蜂症候群（queen bee syndrome）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玻璃天花板效應（glass ceiling effect） 粉領族（pink-collar worker） 

8 依馬克思（Karl Marx）的論述，意識到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處境以及被剝削的事實，稱之為： 
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 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  
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異化（alienation） 

9 下列那一種社會流動的機會改變將導致空位鍊（vacancy chain）的數量增加？ 
結構性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 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 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 

10 下列何者不符合韋伯（Max Weber）科層制（bureaucracy）的意涵？ 
組織中每個職位的權力及義務根據成文的規則與規定  
組織以垂直方式賦予成員不同地位等級  
組織運作以人性為原則  
職位根據個人表現與才能分配晉升 

11 下列關於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的敘述何者錯誤？ 
工作者讓情緒的反應變成一種態度，使之成為職業的感動、律動  
工作者表現出與自己本性相同的情緒  
工作者嘗試改變內在的感受，使其內在感受與組織要求的外在情緒表達一致  
工作者僅以偽裝的方式展現其外在的情緒，實際上並沒有改變其內在的真實感受 

12 下列何者不符合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意涵？ 
新住民學童成績比較差 女性駕駛肇事率高 外籍移工犯罪率較高 酒駕開車肇事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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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rlie Hochschild 定義下女性的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所指為何？ 
一位婦女是百貨公司店員，下班後還要接送孩子、清理住處、洗衣做飯  
一位婦女是百貨公司店員，下班後還要到餐飲店打工兼差  
一位婦女是百貨公司店員，下班後還要留下加班  
一位婦女是百貨公司店員，下班後還要到夜校上課進修 

14 下列何者不屬於貝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意涵？ 
服務業成為經濟生產的核心 知識愈來愈成為主要的生產力基礎  
知識生產者的白領中產階級成為主要的生產者 以巨額的經濟資本產生經濟規模 

15 下列何者不屬於韋伯（Max Weber）的三種正當性權威？ 
情感性權威（affectional authority） 傳統性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 
卡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 法理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 

16 下列何項主張不屬於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法則？ 
人口生育的增長以幾何級數增加  
土地糧食的增長以算術級數增加  
藉由抑制（例如戰爭、疾病）可使人口與糧食的增長獲得平衡  
資本主義的發展會造成剩餘人口，有利於降低工資而獲得最大利潤 

17 下列那一項特徵不屬於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s）？ 
是一種強制共同體  組織中的成員可自由離去  
由組織界定和提供成員的需求 積極阻止成員自行發展個人關係網絡 

18 關於傅柯（Michel Foucault）全景監獄（panopticon）之敘述，何者錯誤？ 
它能夠使權力的擴散極為有效，但過於耗費人力，監控成本甚高  
全景監獄的運作是通過倒置可見性。在君主政體中，君主才有最大的可見性，然而在生命權力的機構

中，正是那些受到監督、監視和理解的人才被變得最為可見  
囚犯永遠不能肯定他何時受到監視，因此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看守者  
全景監獄是利用空間行使權力 

19 關於全球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球化意謂著地理限制的瓦解  
全球化是一個時空壓縮的過程，或是一個空間與時間分化的過程  
支持全球化者認為，當今的經濟活動已經透過生產、貿易、金融等跨國活動整合起來。在這樣的世界

中，國家成為主要的推動者，全球各地都受惠於這樣的跨國流動  
全球化改變了世界，但並非所有人或所有地區都受惠 

20 下列那一項特徵不屬於後現代社會？ 
福利國家 彈性專業化 扁平組織 資訊與機器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風險社會的案例？ 
奶粉是否含有三聚氰胺 住屋是否有電磁波干擾 核能電廠是否安全 酒駕是否安全 

22 下列何者不是 George Ritzer 提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的特徵？ 
客觀的項目必須能夠被量化 用最理想的方式來完成某項作業  
產品量身訂做  標準化和均一化的服務 

23 社會學非常強調社會結構，也關心人類的社會行動，請問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最為適當？ 
人類行動是被社會結構所決定的 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創造，也能輕易被改變 
社會結構與人類行動是相互影響的 社會結構是客觀的，不受人類行動的控制 

24 關於 Be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定義民族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做為一個實體，其存在完全繫於它的成員在心理上與感情上對集體的認同  
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社會實在論  
儘管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不平等及剝削，民族總是被想像成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誼 

25 以自己的文化為標準去度量其他族群的行為，這個敘述符合下列那一項概念的定義？ 
政治帝國主義 種族中心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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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會學三大家（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三大理論傳統，下列那項組合是正確的？ 
馬克思的詮釋傳統；涂爾幹的批判傳統；韋伯的實證傳統  
馬克思的詮釋傳統；涂爾幹的實證傳統；韋伯的批判傳統  
馬克思的實證傳統；涂爾幹的批判傳統；韋伯的詮釋傳統  
馬克思的批判傳統；涂爾幹的實證傳統；韋伯的詮釋傳統 

27 關於文化當中「集體記憶」的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只要是活在同一個國家的人，都會對歷史擁有相同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具有建立個人身分認同與劃分團體界線的功能  
對集體記憶的研究，無法涵括那些有意無意被消音、被遺忘的歷史  
集體記憶是經由時間自然形成的，而非透過社會機制刻意塑造 

28 功能論的社會學者認為犯罪也具有「社會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最為適當？ 
釋放社會上因為不平等而造成的壓力  
讓欠缺正常管道滿足需求的人有實現夢想的機會 
透過對犯罪的制裁，讓社會成員確認社會規範的運作  
某些特定的犯罪形式有財富重分配的效果（例如劫富濟貧） 

29 社會學者認為，一個行為被認定是「偏差」，其原因為下列何者？ 
違反當地社會規範 侵害他人利益 違背法律規定 行為的本質是惡的 

30 除了刑罰之外，社會還有其他用來控制偏差與犯罪的方法，例如民國 93 年後實施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規定施用毒品「初犯」者不必入獄，但要進入戒治所勒戒觀察，再犯才須入監隔離。這種對初犯者的控

制方式稱為： 
合法化 疾病化 福利化 修復式正義 

31 社會成員不平均地分布在不同社會類別或地位上，影響他們能獲得的資源，這種情況稱為： 
社會分化 區隔化 差異化 階層化 

32 下列那一項屬於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 Bourdieu）所分類的文化資本？ 
人脈 語言能力 收入 個人信用 

33 澳洲社會學家康乃爾（R. W. Connell）認為性別關係有四個結構面向，請問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家庭

裡面無酬的家庭工作都由女性擔任，最符合下列那一種關係面向？ 
權力關係 生產關係 情感關係 符號關係 

34 米德（George Mead）的自我理論中，個體由他人反應所認知的自我是下列那一項？ 
主我（I）  客我（me）  
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 自我（ego） 

35 下列那個概念最適合用來描述「具有共同起源、文化、語言、宗教信仰等群體」？ 
族群 社群 社會 國家 

36 目前研究已經證明，長期以來臺灣家戶型態的發展趨勢當中，以朝向那一種家庭形式最為明顯？ 
主幹家庭 核心家庭 擴展家庭 繼家庭 

37 在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當中，「工人生產的產品價值減去所獲工資之後的餘額」，稱為： 
附加價值 勞動價值 交換價值 剩餘價值 

38 對於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大規模的機械生產，以提高工作生產力 自動化的彈性製程，以符合顧客要求  
系統化的工廠管理模式，以控制工人的生產動作 發展出生產線的生產方式 

39 Harry Braverman 提出技術退化理論來批判泰勒主義的生產模式，下列對於技術退化理論的敘述何者錯誤？ 
勞心與勞力工作的強制分離，工作流程完全由管理階層決定  
思考與執行的區隔，使工人成為只會動作的人肉機器  
工作組織方式剝奪工人擁有技藝的可能性  
唯有白領的、高教育的專業工作者能夠避免去技術化 

40 有關「僱用形式及工作穩定性皆低、工資低廉、升遷機會較少且工作環境通常很差」，屬於下列何種勞

動市場特質之敘述？ 
初級勞動市場 次級勞動市場 內部勞動市場 外部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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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會學對於社會運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運動的基本特徵是用體制外的策略來改變既有體制  
社會運動是集體性的，如果實踐者只有一個人，就不會被認定是社會運動  
相較於過去，現代的社會運動明顯呈現出更多的暴力色彩  
社會運動經常必須面臨搭便車（free-rider）的問題 

42 社會運動研究提出那一個概念來強調「參與者的人際網絡和組織是潛在不滿能否轉化為具體社會運動的

關鍵」？ 
動員結構 鑲嵌網絡 社會連帶 弱連結 

43 對於「都市化」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都市化指造成人們聚居於都市，且表現出都市生活型態的過程  
隨著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擴張，人類活動的距離限制消失，將會導致大都市的沒落  
不同國家的都市化程度，在開發中國家以南美洲最領先  
當一個國家內部最大都市的規模與其他都市差異很大，稱為都市首要性 

44 對於臺灣人口轉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臺灣的人口轉型起於 1950 年之後死亡率下降，主要是國民政府來臺後有效控制傳染病所致   
臺灣的粗出生率下降，則是到 1984 年之後隨著婦女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才開始  
臺灣的總生育率目前屬於「極低生育率」（總生育率低於 1.5），已達工業國家之冠  
臺灣的生育高峰在 1955-1982 年間，每年出生三十餘萬嬰兒 

45 根據熊彼得（Schumpeter）的理論「利用創新的技術來生產各種產品，尋找新的原料來源，開發新市場或

重新組織一個產業等，來改革生產模式」，稱為： 
企業家精神 生產改革 組織擴張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46 對於臺灣都市化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清朝與日治時期雖然能看到都市的發展，但還不能稱為都市化  
臺灣大都市通常都呈現中心都市與其外圍地帶構成都會區的現象  
在 1960-1970 年代，外省移民是都市化過程的主要動力  
1980 年代之後，轉向以都會內部遷徙為主的階段 

47 「現代性」相較於傳統社會的主要特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充滿流動性與不確定性的生活經驗  
固有文化、宗教信仰、政治權威都失去神聖性  
充滿反思性（reflexivity），各種嶄新的生活安排是可能被允許的  
普遍懷疑科學與不信任專家 

48 布爾迪厄（P. Bourdieu）對於文化品味區分的主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品味發揮其作用，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個人傾向，一種個人的位置感，引導占據這些位置的人們一種既

定的，朝向某些社會地位的社會空間  
文化品味區分反映了一種權力關係  
每一種品味都聚集和分割著人群，聚集著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條件的人，並把他們與其他人區分開來 
不同的藝術愛好品味、不同的文化消費，早已決定於社會階層差異區分之內 

49 關於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性別是由社會中男女在有他／她人在場的特定社會情境中所生產、實做出來的  
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別實做，可以不管主流社會對某個生理性別範疇行為與態度的規範性想像  
出生命名、衣著整飾、職業規劃與生涯想像都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做性別的例子  
做性別是由一連串人與人之間彼此感知、互動的微觀政治中所構成的一組社會複雜行動 

50 關於「自殺」議題，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社會學的研究範圍？ 
個人決定自殺的動機  國家整體自殺率的歷時性變化  
不同族群之間自殺率的比較 區分不同的自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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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D B A D C B A C

B A D A D B A C A

D C C C B D B C A B

D B B A B D B D B

C A B D A C D A B A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