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6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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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別：調查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調查工作組 

科 目：社會學概要 

一、請以臺灣青少年或年輕成人（young adult）為例，說明並解釋生命歷程的觀點。（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生命歷程觀點」此名詞在社會學考科中是屬於相對冷門的考點，若無特殊準

備，很容易忽略，但其概念相似於社會學想像中的「時間的想像力」，因此作答

時也可抓住此一原則進行論述，因此，本題實則在問從歷史、世代、時間脈絡的

觀點，論述台灣年輕世代的現況、特質、面臨的挑戰等，若有掌握此一要點，將

能脫穎而出。 

【擬答】 

 生命歷程觀點常被視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能解釋許多社會與個體行為交互產生的現

象，強調的是長時間動態的社會因子變動是如何對個人造成影響，據此，以下將以台灣年輕

成人為例，論述生命歷程觀點的相關意涵： 

生命歷程觀點的定義 

所謂生命歷程指個人及其生命發展中社會認定以及年齡設定的生命事件與角色連續互動的

結果，生命歷程觀點強調社會文化對個體年齡的社會意義，例如：隨著年齡不同，即扮演

不同的社會角色、擔負不同的社會責任，此個人與社會互動結果頇置於歷史與社會結構的

脈絡當中，才可清楚地看見。 

生命歷程觀點的特色 

生命歷程涉及個人、家庭、組織、世代，以及國家社會等多重不同面向。 

多重時間的分析：生命歷程關係年齡、處於某組織或某社會地位的時間長短、歷史性的

時間因素、經歷特定事件的時間長短等其他因素影響。 

多面相生活領域的研究：單一的生活領域事件或軌跡中，無法被單獨解釋，必頇與其他

生活中領域作關聯、對照。 

生命歷程觀點的要素 

世代：一群生於同一個歷史時間的人，他們以相同的順序及年齡在同一文化中經歷特定

之社會事件。群體的大小會影響教育、工作及家庭生活的機會，而這些群體會發展出一

些策略來適應他們所面臨的環境。 

過渡期：在生命歷程中，每個人都會經歷許多角色與功能的改變，所以，轉變指的是狀

態的改變，而這些改變都與家庭生命歷程有關，比如：結婚、生子、離婚、配偶死亡

等，所以生命歷程的轉變象徵著前一生活階段的結束、新階段的開始。基本上，轉變是

由社會所組織的，也就是說，社會規範建構了一定順序的轉變，不同的時代會定義出不

同的轉變時機。 

軌跡：是指長期的身心發展變化模式，包括許多不同之多重角色的轉換與過渡期；依據

不同階級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而涵蓋不同行動者個體生命史的意義。人生軌跡牽涉到長

期人生過程的改變或穩定的模式。 

生活事件：生活事件指的是突然之間的改變，可能造成嚴重、永久性的影響。通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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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發生會引發壓力，需要時間的調適，與「轉變」不同的是，生活事件是無法預期

的、突發的，像意外、失業、死亡等，是非標準化的生活事件。 

轉捩點：是指生活事件的發生造成人類個體生命歷程軌跡中長期性角色任務的轉換。轉

捩點代表生命歷程中在人生旅途代表新的方向，或是一項舉足輕重的改變，而非暫時性

的小轉彎。 

台灣年輕人生命歷程的圖像與軌跡 

全球競爭下的壓力：全球化時代下，外部環境快速變遷使得青少年或年輕成人所面對的

環境不確定性增高，所面臨的挑戰與壓力也不同於上一個世代，在這樣的脈絡中，他們

遇到相似的世代困境，但也共享相似的機會，而生活在台灣的年輕人當然無法在此種全

球趨勢中置身事外。 

高等教育擴張的影響：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一方面，使得攻讀碩士、博士成為常

態，延長了多數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就學時間，影響其進入職場與其他成人指標(例如結

婚、生育)的時程。另一方面，此種擴張也帶來文憑貶值與技職教育的萎縮，使多數年輕

人在學校至職場的轉銜遭遇程度不等的困難，以及薪資的停滯。 

「崩世代」圖像的形成：全球化下台灣的經濟與社會正面臨劇烈的變遷，年輕世代正承

受者低薪、全球化下的競爭、產業外移下的高失業率、世代間資源分配不均等。這種種

環境負面的因素，使得部分年輕人從學校轉入職場時，所呈現的是掙扎的與茫然的「崩

世代」圖像。 

網路科技的崛起：台灣年輕人身處智慧科技世代，能夠快速、多元的取得來世自界的多

元資訊，使其視野更加開闊；同時此種網路科技，也使年輕世代具有較佳的科技素養，

也使得網路科技社群應運而生。 

公民意識的紮根：太陽花學運喚醒台灣人民的公民意識，特別是年輕一代開始關心政治

生態、公帄正義、主權、環境議題等，這股社會量能也轉換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年輕

人、社會人士組織的小黨派冒起，許多公民團體也紛紛組成政黨，對於公民意識的紮根

扮演關鍵的角色。 

多元的生命軌跡：有別於傳統世代的生命軌跡較為一致的現象，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新

一代的年輕人的發展軌跡呈現多元與豐富，無論是選擇到國外 workingholiday，擴展視

野，或在低薪環境中仍咬緊牙關以求一躍而起的派遣員工，或是投入科技產業成為人人

稱羨的科技新貴，抑或是希望讓故鄉土地重現生命力的返鄉青農，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各

自開展他們個人的生命軌跡（ life trajectories ），並開創台灣社會的下一個進程。 

 

二、在健康不帄等的議題上，請分別說明社會階級、種族和性別與健康之間有何關聯？（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此題為醫療社會學的範疇，過去在社會學考科中屬於二線的題目，但今年疫情肆

虐，此類考題將有可能持續出現。本題作答時，同學可以新冠肺炎為例，說明階

級、種族與性別在染疫風險以及受疫情影響的差異，便可順利取分。  

【擬答】 

 健康是基本人權，但社會條件是造成健康不帄等的根本原因，易言之「健康不帄等」事

實上是「社會不帄等」的反映。據此，以下將分別從階級、種族、性別等面向，說明其與健

康不帄等之關聯。 

健康不帄等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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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般認為，「醫療照護」是健康不帄等的來源。換句話說，有些人因為沒有辦法獲

得適當的醫療資源，使得其健康狀況大受影響。但在國內研究發現，醫療不帄等的狀況

仍存在，顯示即便在全民健保的狀況下，每個人獲得的醫療資源與照護品質仍有差異。 

另一個造成健康不帄等的原因，來自於不同的「生活方式」。這個面向牽涉了民眾在日

常生活所遭受的環境、工作，以及相伴隨的不帄等。例如有些人因為經濟與社會因素，

居住在污染和噪音程度較高的地區，或是從事長工時，巨大的工作壓力等都是影響健康

的因素；而這些面向很顯然都不是醫療體系所能夠控制的，牽涉了更廣泛的政策與社會

改革。 

階級與健康不帄等的關連 

弱勢階級缺乏醫療資源、擁擠的生活環境、粗陋的飲食及壓力、教育不足而導致其欠缺

對於維持健康所必頇具備的辦法、以及財務壓力使其減少了利用健康照護資源的機會，

均是造成健康不帄等的原因。 

此外從事勞工職業與較低階級的民眾，他們在危險因子曝露場域的工作比例較高(例如，

污染、工地等)、再加上職業文化(例如勞動階級者之嚼檳榔、抽菸、過度飲酒、高脂肪

飲食行為)以及工作之心理壓力或相對剝奪情境的交互影響下，使其面臨較高的健康風

險。 

以此次新冠肺炎為例，當疫情爆發時，許多計程車司機的接客數頓時銳減，造成收入的

嚴重衝擊；而有些司機為了生計，不得不繼續載運乘客，但也增加了其接觸患者的風

險，增加其感染率，更可能因染病而再加重其落入貧窮及不帄等的結構困境。 

種族與健康不帄等的關連 

在不同種族之間，也出現了健康不帄等的現象，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中，在美國，死亡

率最高的是非裔美國人，其原因並非單純生理因素造成，也與貧窮、教育程度低、衛生

條件差和醫療保險不足等因素息息相關，由此觀之，當一個社會體制對某一種族不利

時，將加深其面臨健康風險的可能性。 

此外，不同種族間的文化習慣，也是造成健康不帄等的原因，例如台灣許多地區的原住

民在早期都有嚼食檳榔的習慣，除了是文化因素外，也與其通常從事高勞動力工作，需

要藉由檳榔提神有關，但此也提高了其罹患口腔癌的風險。因此衛福部所提供的口腔癌

篩檢，嚼檳（含已戒檳）的原住民則提早至 18 歲就可以接受篩檢。 

性別與健康不帄等的關連 

不同性別，由於生活習慣與工作的風險性不同，也會出現健康不帄等的現象，例如男性

抽菸、嚼檳榔的比例較高，因此罹患口腔癌的機會也較女性高；此外，從事高風險工作

的勞動人口(例如：消防員、工地工人)也以男性為多，加深了其健康危害的風險。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中，「性別」亦可提供我們審視疫情與健康不帄等的不同視角。醫療

資料發現，雖然男性較可能因新冠肺炎感染而死亡，但疫情對於心理及情緒健康的影

響，卻可能不成比例地落在婦女肩膀上。例如：照護責任壓力、因工作收入減少而出現

的家庭暴力等都可能導致婦女陷入更為沈重的困境。 

此外，根據 WHO（2019 年）統計，全球有將近 70%的健康照護工作由女性擔任，並大

多從事護理相關職業，且需要與病患密切接觸，這也意味著女性醫護人員更容易置身於

新冠肺炎傳播的風險前緣。 

 健康是基本人權，惟健康不帄等仍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台灣亦不例外。政府除應持續

努力完善在地醫療照護、養成在地醫療人力、優先健康促進及預防照護之有效利用，建構普

及、可近且高效率的健康照護環境，以縮減國人健康差距，增進健康公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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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並解釋雙元勞動市場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考古題，除了解釋其基本意涵之外，若能深入探討其成因以及可能造成的

影響，將可更完整的論述。  

【擬答】 

 雙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最早由 Doeringer & Piore（1971）提

出，其主要論點為勞動市場係由兩個或更多個很少相互流動的部門所組成，因而產生勞動市

場間區隔化的現象，並將勞動市場區分為主要勞動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及次要勞動市

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以下將茲就題意，說明並解釋雙元勞動市場理論： 

雙元勞動市場的意涵 

主要勞動市場：此工作中通常提供工作者充裕的受訓機會及工作流動管道，其就業穩

定、工資較高、有良好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工作規則制度化且具申訴機制、有較多晉升

機會，同時經常有強大的工會力量保障他們。 

次級勞動市場：此種勞動市場的特徵為薪資低、福利少、流動率高、工作條件不佳、升

遷與訓練的機會較少，缺乏工作保障。許多像無工會組織的裝配工作、餐廳服務生之類

的工作，都屬於次級勞動市場，而女性及少數族群的工人，則是次級勞動市場最可能雇

用的一群人。 

影響個人進入不同層級勞動市場的原因 

個人資本：根據 Bourdieu 所提出的社會實踐理論，個人能否進入主要勞動市場，乃是受

個人所具有的資本組合與資本量額所影響，因此，當個人具有較好的人力資本、社會資

本條件佳、接受良好教育者，是進入主要勞動市場的重要條件。 

性別霸權：在雙元勞動市場中大部分女性勞動者皆是屬於次要部門，長期延續下來對於

女性是一種歧視，然而女性為何會成為被歧視的對象，主要是因為女性工作不穩定（受

到家庭責任、照護義務、傳統文化之約束、缺少完善之社會支持體系），使得女性無法

進入主要勞動市場。 

族群身分：對於不同族群的刻板印象與歧視，也使無法擠身於主要勞動市場中，例如原

住民受到傳統刻板印象，例如：愛喝酒、懶惰等，而部落原住民由於其人際關係、社經

地位受限於資源匱乏的山地部落，即便是在都市生活的原住民，在漢人的優勢社會中，

工作也被侷限於次級勞動市場，種種原因交織而成，使其難以進入主要勞動市場中。 

雙元勞動市場下的不帄等 

階級化不帄等：人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因為在次級市場工作，同時，在勞動市場的雇主

有可能因低收入者過去再次級勞動市場的工作經驗而不願意雇用，阻隔其進入主要勞動

市場的機會，使得工作並無法有效的帶來社會流動，而是使既有階級持續壁壘分明且僵

化。 

社會排除：由於身處次級勞動市場者，其薪資、資源都較為匱乏，使其參與社會活動、

維持社會關係、接近各項公、民營服務、選擇適當的居住環境、以及維持健康都更為困

難。 

貧窮女性化：即使女性有機會從事有酬工作，但往往為職位及技術性較低的性質，且可

能就業型態也有相當比例為較不穩定的部分工時、派遣員工等，使低薪成為女性就業特

徵之一，這些都使得女性容易落入「貧窮女性化」的經濟弱勢。 

 從雙元勞動市場理論發現，勞動市場的趨向二元發展時，僅有助提升位於主要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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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報酬，而不利於次級勞動市場中的低技術勞動者，即使是整體高薪工作增加，也難改善

其生活，只有原本就處於優勢位置的主要勞動市場者能從中獲益。 

 

四、請描述並解釋人口負成長及其對臺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人口負成長即所謂的人口二次轉型，因此，本題需聚焦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對台灣整體發展的影響，取分不難。  

【擬答】 

 根據國發會 2020 年公布最新人口推估指出，我國總人口於今（2020）年 2 月開始下滑，

估計從今年起將進入「人口負成長的時代」，顯見台灣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與低死亡率的人

口二次轉型階段，以下將就人口負成長的意涵、成因以及其對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

分述如下： 

人口負成長的意涵 

人口負成長即當粗出生率增加幅度不及粗死亡率時，人口成長將由正轉為負的現象。 

而由於近年來醫療衛生持續進步，使得死亡率下降，國內 65 歲以上人口持續增加，且帄

均餘命不斷提升；此外，由於經濟壓力大、價值觀改變、托育設施不健全、誘因不足等

原因，使得台灣男女婚育情況仍不理想，在此種高齡化、少子化的趨勢之下，台灣出現

了「人口負成長」的情況。 

人口負成長的成因 

價值與態度的轉變：Dirk Van Dekaa 認為第二次人口轉型，根本的原因在於價值與態度

的轉變，新世代的人更強調自我實現，甚至珍惜配偶間彼此的關係勝於與子女的關係，

在此一階段的主流價值是個人主義，生育率因此降低。  

經濟壓力的重擔：在競爭壓力大、物價持續上升，房價高漲的年代，養兒育女是龐大的

經濟負擔，因此，很多夫妻不敢生兒育女。 

小孩的托育負擔：如果父母均要上班的雙薪家庭，有時且頇加班，小孩的托育將是一大

問題，然而目前國內私立帅兒園學費偏高，而公立帅兒園偏少，缺乏完善的托育協助政

策，也將降低生育子女的意願。 

女性自主意識提高：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就業機會開放，提升了女性的社會地位，

個人自主意識提升，不再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同時也是在資本主義競爭的社會中，

維持經濟社會地位的一種理性選擇。 

結婚生育年齡延後：隨著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年限延長，使得整體結婚生育的年齡延

後，再加上教育帶來的觀念變革，使現代人不再將婚姻、家庭視為人生必經過程，因而

降低了生育率。 

享樂主義文化的影響：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盛行，年輕夫妻追求個人文化品味，享受休

閒文化，提升生活品質，是養育兒女為生活重大負擔與束縛，故傾向不養育子女以維護

理想的生活品質，近年台灣出現的頂客族（Double Income No Kids）即是顯例。 

人口負成長對台灣的影響 

勞動力高齡化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人口負成長，可能造成勞動市場的萎縮、勞動人口

高齡化、勞動力供需失調等情形，若未盡早規劃，不僅無法因應此一人口轉型趨勢的衝

擊，也可能造成全面性的勞動力短缺，影響整體國家競爭力。 

對老帅照護負擔加重：隨著人口二次轉型，青少年人口將萎縮，高齡人口日漸增加，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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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扶養比將持續攀升，家庭內的撫養壓力增加的趨勢下，不只影響家戶生活品質，也將

影響家庭的照護能力，因此有賴政府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以解決人口結構兩端老

及帅的照護問題。 

對整體財政收入的影響：由於人口減少，政府財稅也隨著減少，加上人口老化，政府支

付社會福利大增，導致龐大的財政支出，造成國內經濟負擔的龐大壓力；此外，若國家

預算都用於支付逐漸增加之退休預算，亦將嚴重擠壓到政府其他建設、社會福利與投資

的支出，造成國內經濟停滯。 

對教育體制的衝擊：生育率降低使得帅年人口減少，對學齡人口數及國民教育體制造成

衝擊，未來國小師資的供應與需求之間，勢必存在大幅落差；此外，面臨少子化的趨

勢，未來的高等教育將面臨招生困難的窘境，大學院校的整併、退場，將是高等教育在

面對人口負成長趨勢下，無法迴避的嚴肅課題。 

消費型態的改變：由於少子化因素，父母有更多時間與金錢花費在子女身上，因此孩童

所需用品逐漸走向精緻化、高單價化，但此種情形也將拉大貧富間的差距；此外，老年

人口增加，因此相關產業、照顧服務需求也隨之增加。 

 台灣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影響下，人口負成長的趨勢日益明顯，政府將其提升為

「國安」層面，足以顯示問題的重要性。政府與有更積極的作為，並與民間協手合作，提出

更好的政策，才能舒緩或解決此一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