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 1 0 8 學年度 轉學考

1考 試 科町社會學A 系所剜社會系刁丛

一 、請簡要回答下列名詞的意義(25分，每小題5分）

(1)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2) cultural capital

(3) group thinking

(4) paradigm shift

total 1nstttut10n(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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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認為，
「

自我」 (the self) 的呈現方式，與
「

社會」 (the society)的運作方式，是一個相互關聯

的過程。請您透過至少兩個或兩組社會學概念來討論此一課題，並請舉例說明。(25分）

三 、 請詮釋和討論以下這段文字。(25分）

Understanding gender practices and structures is easier if what is usually conflated as sex/ gender or 

sex/sexuality/gender is split into three conceptually distinct categories一sex (or biology�physiology), 

sexuality (desire, sexual preference, sexual orientation, sexual behavior), and gender (social status, posi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ersonal identity). Each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but in different ways. Gender is an 

overarching category一a major social status that organizes almost all areas of social life. Therefore bodies 

and sexuality are gendered—biology and sexuality, in contrast, do not add up to gender. Conceptually 

separating sex and gender makes it easier to explain how female and male bodie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to 

be feminine and masculine through sports and in popular culture. In medicine, separating sex from gender 

helps to pinpoint how much of the differences in longevity and propensity to different illnesses is due to 

biology and how much to socially induced behavior, such as alcohol and drug abuse, which is higher among 

men than women. The outcome is a greater number of recorded illnesses but longer life expectancy for 

women of all races, ethnicities, and social classes when compared to men with the sam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in social epidemiology as "women get sicker, but men die quicker." 

四 、 請從社會學的觀點討論這則報導。(25分）

〈瘋雙語！學費一年數十萬竹科家長投資教育不手軟〉〔2019/6/8《聯合報》訌記者陳斯穎／即

時報導〕

新竹家長投資教育經費居全台之冠，不少竹科父母願花大錢投資孩子教育，根據統計，新竹縣市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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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四所 國際學校 ， 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提供美式教育、雙語教學 ， 學費數十萬元，比大學生學費還高，
但家長仍願意讓孩子就讀，就為了從小開始學英文，提升國際視野 ， 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根據主計總處發布最新家庭收支調查 ， 台灣在民醍106年每戶家庭消費支出每戶平均81萬1670
元，較前年成長4.49%, 各縣市中以台北市最高，其次是竹縣、竹市，特別的是，新竹縣市的教育花
費分別是5.2萬元和4.1萬元，分居全國前兩名。比鄰近的苗栗縣2.2萬元、桃園市3.6萬元還高出許
多，顯示出竹科消費高 ， 投資教育的花費不手軟。

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招生組組長陳香君指出，目前學校有超過1000名學生，其中近7成5的家
長來自竹科。康橋國際學校小學部一年的花費約35萬元，國中部則分為雙語班及留學班 ， 費用落在一

年35萬元到50萬元間。

陳香君說，學校除了採用雙語教學 ， 在課程教學上有更高的自主性，讓學生多元發展，這也是家
長們重視的學校特色，而竹科的家長本身都是高知識分子 ， 工作上外派機會多，對語言的重要性自然
有更深的體會。

亞太美國學校2007年成立，校長朱家明表示，學校不僅提供創新教育、跨領域學習� ， 更根據每一

位學生的興趣、能力，量身打造專屬課程 ， 將學生培養為專才，將所學應用到職場，而不是像傳统的
教育體制中，學生念書只為了考高分、升學，卻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亞太美國學校約300名學生中 ， 有8成的家長來自竹科，小學部一年的學費60萬元，中學部則是
70萬元 ， 但培養孩子的世界觀、與全世界學生競爭的能力，這些理念都獲得竹科家長的認同，昂貴的
學費不僅沒有讓家長卻步，近年來更吸引外縣市的家長專門送孩子來就讀。

～～試題結束～～

備 註l
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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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充題（每個空格 5 分，合計 25 分）
請在答案本中，依序清楚標示出題號與填空流水序號，再寫出答案。
未標明題號與流水序號的答案不予計分。

1. 一個特定的群體，可能由於歷史因素或特殊的社會情境，而被社會中其他較為優勢
的群盤賦予負面的、充滿刻板印象的拉稱，並且進一步成為這個群髖對自身的負面評
價。這種現象稱為 CD C英文： ＠ ）。

2根據生命表來計算，若各年齡別、性別死亡率維持不變，該社會中新生嬰兒的平均
壽命稱為 @ (英文： © )。

3. 一 趼究困隊對某市居民隨機選取樣本，調查他們的手機使用習慣，並取得所有樣本
使用手機的平均時間 T」。這困隊在很短的期間內反翟進出該城市，每次都隨機取樣，
進行多梯次相同的調查工作，並得有 T2 、 T3 一 直到 Tn 。 當他們把各梯次抽樣調查得到
的平均時間吶到 Tn 索整在一超，發現呈噹態分配。根據 ® 可以解釋這現象。

二 、 簡答與應用題 (30 分）
1. 關於以下三位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 Pierre Bourdieu 和 Jurgen Habermas' 請就每

一位提出一 項有其代表性的社會學概念名詞，並說明其意義。(15分）
2. 以噹前「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的口試制度為例，試引用上述三位社會學家的概念，

就其中適合的現象予以解釋。(15 分）

三、 申論題一 (20分）
政大校門口有一 家星巴克，與台灣其他地方的星巴克大同小異，反正星巴克就是

這個模樣。而且，這家星巴克的許多特徵，也可以在美國丹佛(Denver) 喜來登大飯店對
面的那一家星巴克看到，只是丹佛的星巴克沒有賣「黑糖葛粉吉利紐茶那堤」這種束
面。請引用合宜的社會學觀點說明解釋並深入討論這種現象。

四 丶 申論題二 (25 分）
人們出生後會被給個名字，像是「春嬌」或「志明」，這兩個名字傾然是玲不同屬

性的人。綱路上也充斥著一些名詞如 「 肥宅」、「 毋豬」等，同樣也是在指稱特定類別
的人們。相較於此，又有稱為「台灣人」或「中國人」的爭辯 。一個由將近 30 億個鹼
基對，或約略兩菡個基因所措成的，屬於 Homo sapiens 的生物體，居然有這麼多不同
意義的命名。試以社會學的概念來申論這種現象。

註，
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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