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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會學概說 

壹、重點整理 

一、微視社會學與巨視社會學 

社會學定義： 

乃研究人類生活如何被集體性地組織和建構起來的科學。 

兩者比較1： 

 
微視社會學

（microsociology） 

巨視社會學

（macrosociology） 

定

義 

以社會關係、社會互動，和

社會心理為主體的社會學

研究。著重人與人之間互動

的小細節。 

以社會結構、社會整體變

遷，和社會制度等面向為主

的研究。著重社會改變的大

方向。 

特

徵 

以「人」為研究中心，較不

重視時間、空間的社會情

境。 

以「社會整體」為探討中

心，研究重心並非放於人與

人之間互動；將重心放置於

社會整體架構、社會環境之

改變。 

研

究

代

表 

偏差行為 

社會化 

社會運動 

文化 

社會制度 

全球化與社會變遷 

 

                                                        
1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一章社會學是什麼，王振寰，頁 20～21，2018 年 9 月四版一刷，巨流

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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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學重要理論 

 重要論點 代表人物 

功能論 

認為社會是「整合」狀態的，

所謂的「整合」是指各部門之

間相互影響的結果促成某種程

度的和諧性。社會整合並無衝

突，其體系內即使有變動，也

是緩慢而有秩序的。因此，社

會文化的變遷只不過是社會體

系裡的一種調整性的與局部性

的暫時情境，並無損害整個社

會體系之整合與均衡。 

派森斯、涂爾幹 

衝突論 

物質力量是決定歷史過程的最

主要因素，社會變遷事實上是

擁有經濟資源的「資產階級」

和沒有經濟資源的「無產階級」

間的鬥爭。 

馬克思、達倫多夫、

考舍 

符號互動

論 

透過人的互動所創造，而人的

行動都是有意義的；主要探討

重點在於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性

質與過程，社會只不過是由一

群互動中的個人所組成，沒有

這些互動，也就不可能組成所

謂的社會團體。 

米 德 （ George H. 

Mead）Herbert Bl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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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學重要學家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社會連帶理論： 

用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來說明社會凝聚的變化，即社會從簡單結構轉向

複雜結構的社會演化過程。社會組織分化，個人主義越發興

盛，導致機械連帶式微，社會凝聚的維持便有賴功能的專門

化，亦即有機連帶的增長。 

自殺論： 

依照「社會整合程度」與「社會自殺程度」兩者間，可以發

展出四種不同程度的自殺類型： 

自殺類型 內容 

個人主義

（egoism） 

人們都以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個人的私利

比社會的公益來的重要與優先。社會對於

個人的約束力不夠強大，人們會為了自己

的利益而自殺。 

利他主義

（altruism） 

社會重要程度大於個人，將社會利益擺在

個人利益之前，有一種「犧牲小我，完成

大我」的奉獻精神，在此狀況下自殺者稱

為「義務性利他式自殺」。 

迷亂 

（anomie） 

當社會突然失去控制力量時，人們容易無

所適從，此時便產生「迷亂」現象，在此

情況之下自殺便是「迷亂式自殺」（anomic 

suicide）。 

宿命論

（fatalism） 

人們沒有決定的能力和權力，一切都早已

命中注定。例如古代的宮女便是此例，因

此皇帝下葬時，宮女都會被迫陪葬，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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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宿命論式的自殺（fatalistic suicide）。 

 

派森斯（Talcott Parsons）： 

美國社會學家派森斯是功能論的代表人物，其最著名的是 

AGIL 概念，分別是適應（ adaptation）、目標取得（ 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潛存（latency）： 

適應 

（adaptation） 

包括從環境中獲取足夠的設備或便利，進

而在整個系統中重新進行分配。例：經濟

制度、資源重新分配概念。 

目標取得 

（goal attainment）

乃指系統目標中確立優先順序，並動員系

統的資源以實現這些目標，例：政治制度。 

整合 

（integration） 

協調和維持系統單位之間的相互關係，

例：社會化機制。 

潛存 

（latency） 

涉及到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與

緊張處理（tension management）。前者是

如何確保社會系統的行動者表現適當特

徵（動機、需要、角色扮演等等）的問題，

後者是指社會系統中的行動者所處理的

內部緊張與壓力問題，其相對應到社會制

度的文化制度部分也是最重要的。 

 

馬克思（Karl Marx）： 

馬克思以「勞動價值理論」說明任何資本主義的商品都是由勞

工的勞動而來，商品的價值是透過勞工的勞動所創造，資本家

只坐收漁翁之利。重要論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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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發展的動力必須在社會經驗結構中產生，而社會變遷的

動力，則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發生矛盾與競爭，新技術

的發明瓦解了舊有的生產關係。 

階級鬥爭論： 

在工業社會中，衝突來自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付出勞力

的工人，馬克思認為只有憑藉階級鬥爭才會發生社會變遷，

且這兩階級間的衝突會不斷持續，直到工作環境變得惡劣不

堪，逼迫工人不得不團結起來推翻資本家。 

異化論（alienation）2： 

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使其將自

主性讓渡出去。追究異化原因，乃在於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

因此唯有解除私有財產制，建立共產社會，才能消除異化狀

態。 

韋伯（Max Weber）： 

韋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是《經濟與社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義精神》等。主要論點如下： 

理念型的提出： 

人類無法窮盡歷史因果的所有因素，只能片面的強調某些因

素，並藉此建立一個「概念模型」來對真實世界進行推論。

理念型並非「社會實在」的複製，而是一種重構。理念型所

建立的因果關係並非「必然性」，而是「或然性」，韋伯稱這

種關係為「因果妥適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層制」

（bureaucracy），來解釋工業化社會的社會組織。 

                                                        
2
相關考題： 

 馬克思認為工業資本主義使勞動工作者產生疏離感。請說明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的疏離感呈現

何種特徵？【92 三等地方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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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研究： 

韋伯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觀點，認為社會變遷的動力是

「物質因素」與「觀念因素」並重，而非為單一因素單獨決

定。這個觀點被應用在研究新教的禁慾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

精神之間的關係。 

貳、精選試題 

【類型 1】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經過一百多年來的發展，已經形成三大社會學理論，即功

能論、衝突論與互動論。試說明這三種理論的意義，並各舉出一

位代表性人物說明之，最後試以這三大理論解釋貧窮這個主題。

 【101 三等調查局】3 

Q1 

 

社會學三大理論及其代表性學者： 

社會學三大理論為功能論、衝突論與互動論，其所代表性之學

者分別為涂爾幹、馬克思與高夫曼，三大理論對於貧窮觀點也

不盡相同，以下分別論述之。 

功能論： 

又稱結構功能理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功能論認為社

會是「整合」及「均衡」的。所謂的「整合」是指各部門之

間相互影響的結果促成某種程度的和諧性，依此以維持體系

之生存；「均衡」則是社會體系運行的最重要目標。在均衡狀

擬 

答 

                                                        
3
類似考題： 

 理論是建構一門社會科學的基礎，有了理論之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理論解釋社會現象。

在社會學中，功能論、衝突論與互動論是其三大主要理論，請說明功能論、衝突論與互動論

的意義，並以此三大理論說明如何解釋文化。【106 三等身障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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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裡，社會整合並無衝突，其體系內即使有變動，也是緩慢

而有秩序的。因此，社會文化的變遷只不過是社會體系裡的

一種調整性與局部性的暫時情境，並無損害整個社會體系之

整合與均衡。 

代表人物為「涂爾幹」，其所提出的社會連帶論以社會從機械

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

來說明社會凝聚的變化，即社會從簡單結構轉向複雜結構的

社會演化過程。社會益形分化，個人主義越發興盛，導致機

械連帶式微，社會凝聚的維持便有賴功能的專門化，亦即有

機連帶的增長。 

對於貧窮問題，認為因為各種工作所需人才是不一樣的，需

要較高才能的待遇就會比較高，窮人往往成為廉價勞力的供

應者，這些人填補社會上沒人想做的低廉工作空缺。 

衝突論： 

認為社會變遷不僅是必須的，同時也是突然的，而社會變遷

的後果是破壞而非建設。 

代表人物為馬克思，馬克斯認為物質力量是決定歷史過程的

最主要因素，思想只不過是物質的反映罷了，社會變遷事實

上是擁有經濟資源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和沒有經濟

資源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間的鬥爭。 

對於貧窮問題則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資產階級掌握了生

產工具和權力，對沒有資產的無產階級進行剝削行為，造就

了貧窮問題產生；亦即，貧窮現象是階級剝削造成的極端不

平等現象。 

互動論： 

主要探討重點在於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性質與過程，社會只不

過是由一群互動中的個人所組成，沒有這些互動也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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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所謂的社會團體。著名的分支理論有戲劇論與標籤理論。 

代表人物為高夫曼，其所提出的戲劇論主張將生活看成是一

個舞台，每一個人與他人在舞台上扮演互動的角色，而每個

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在演出時總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讚賞和

鼓勵。 

對於貧窮問題的觀點，認為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裡對於貧窮

的定義也會有所不同。依照標籤理論觀點，對於「貧窮」，社會

大眾對其多加以標籤，把貧窮界定為懶惰、欠缺上進心、沒能

力等等，故「貧窮」就被視為是負面行為而成為社會問題。 

結論： 

比較社會學三大理論之主要論點、代表學者及對於貧窮觀點的

解釋，會發現三大理論所持有之觀點與角度皆不相同，正符合

社會學這學科的特性：研究範圍甚廣如能接受多方觀點，更能

打開社會視野新視窗。 

 

【類型 2】社會學者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用那些觀點和類型來解釋自殺行

為？國內偶有青少年的自殺行為，請以涂爾幹的觀點，說明自殺原

因及如何防治青少年自殺行為？ 【101 三等警察特考】4 

Q1 

                                                        
4 類似考題： 
  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有時也報導自殺的消息，顯見自殺仍是國人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

而關於自殺的研究最有名的是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他著有自殺論

（suicide）一書，該書談論有關歐洲的自殺議題。在自殺論中，涂爾幹把自殺分為四大類

型，試針對這四大類型加以論述並舉例說明之。就臺灣目前的自殺現象而言，那一種自

殺類型較吻合臺灣的自殺現象，為什麼？另針對自殺議題，我們要有那些預防措施？ 
   【101 高考】 
  法國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出版《自殺論》（Suicide）和《社會分

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兩部深具影響力的著作，對於日後許多社會研究課

題產生重要的啟發。請敘述這兩部著作所主張的核心概念，並評論這些概念與相關思想

對於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影響。【105 三等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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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四大自殺類型： 

涂爾幹認為，社會的整合程度影響了社會自殺頻率高低，同時

也決定了不同社會中的自殺連繫關係。依照「社會整合程度」

與「社會自殺程度」這兩者間強弱程度，發展出四種不同態樣

的自殺類型： 

個人主義（egoism）： 

人們都以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個人的私利比社會的公益來

得重要與優先。社會對於個人的約束力不夠強大，人們會

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殺。 

例如在戰爭發生時政治情況不穩定，而因個人主義思想強

大，寧願把生命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故自殺率相對提高。 

利他主義（altruism）： 

社會重要程度大於個人，將社會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前，

有一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奉獻精神，在此狀況下

自殺者稱為「義務性利他式自殺」（obligatory altruistic 

suicide）。 

例如日本武士效忠日本天皇，若未達成目的，便會切腹自

殺等。 

迷亂（anomie）： 

當社會突然失去控制力量時，人們容易無所適從，此時便

產生「迷亂」現象，在此情況之下自殺便是「迷亂式自殺」

（anomic suicide）。 

例如在經濟崩潰時最容易出現社會迷亂現象，或是家庭式

的迷亂，寡婦、單親家庭、喪偶、離婚等亦有可能以這種

方式自殺。 

宿命論（fatalism）： 

人們沒有決定的能力和權力，一切都早已命中注定。 

擬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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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代的宮女便是如此，因此皇帝下葬時，宮女都會被

迫陪葬，此即是宿命論式的自殺（fatalistic suicide）。 

預防措施： 

多關懷周遭青少年多付出關心與他人交流，使其感受到人情

溫暖，多傾聽心事，以減緩他人自殺傾向。 

建立良善關係： 

多與社區建立良善人際聯絡網，與社區居民多互動往來，藉

此建立不同視野，對於社會變遷適應有莫大幫助。 

投入社會團體活動： 

多鼓勵參加社會公益團體活動，透過付出，更能體會生命的

可貴，對於生命價值有更深一層之看法。 

  

社會學成立過程中，斯賽賓（H.Spencer，1820～1903）及涂爾幹

（Emile Durkheim，1858～1917）有何論說？5    

 【90 三等退除役】 

Q2 

 

  

史賓賽與涂爾幹之簡述： 

英國的史賓賽與涂爾幹均為功能論派之學者，將社會視為生物

有機體，具有一套穩定系統來運作。前者著名著作有《社會靜

學》、《社會學的研究》與《社會學原理》等書，後者則有《社

會分工論》、《社會學方法論》及《自殺論》等曠世鉅作。 

史賓賽與涂爾幹著名的論點，分別論述如下： 

史賓賽： 

將達爾文演化論應用至社會學，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組

擬 

答 

                                                        
5 相關考題： 
 史賽賓及涂爾幹社會學上有何論說？【88 升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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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並引用「適者生存」的觀念來說明人類社會的進步，

若沒有政府的干預，則社會可以淘汰不適合生存者，只留

下最適合者生存。而社會發展就是社會整合，因為社會的

各單位如想在競爭中生存，就必須將其結構與功能分化以

適應社會的日益複雜，就如同高低等動物之間的區別一樣。 

在初等社會中，各部門間的分界線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但

在高等社會裡，各部門間的異質性明顯而形成一新的整

合，各個部門間的相互依賴性也因此而增加。例如在單純

的狩獵部落社會裡，功能特殊分化尚未發展，因此一個人

通常同時擔當幾種任務與角色，像是可能身兼打獵覓食者

與保衛國家的戰士；而在農村社會裡，耕種與打仗則已分

開為兩樣不同的職責，由此可知隨著社會變遷，社會環境

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物角色。 

涂爾幹： 

功能論途徑： 

認為整個社會是一個系統，如同身體結構，只要其中一個

系統失衡，就由其他系統補足以平衡系統的正常運作。關

心社會如何凝聚、結合並能夠持續。社會整合是社會秩序

維持的必要條件，也有利於個人發展。 

社會連帶論： 

社會存在一種「集體良心」（collective conscience），是社會

成員凝聚的基礎。以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

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來說明社會凝聚的變化，即

社會從簡單結構轉向複雜結構的社會演化過程。社會益形

分化，個人主義越發興盛，導致機械連帶式微，社會凝聚

的維持便有賴功能的專門化，亦即有機連帶的增長。 

自殺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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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強調自殺並非僅受個體影響，主要是受到社會環境

氛圍所導致，其從整合關係來說明自殺行為，將行為分為

四類：利己自殺、利他自殺、迷亂型自殺、宿命自殺。 

結論： 

史賓賽與涂爾幹均認為社會是一個生命體，透過系統間相互配

合而延續生命，使社會運作在時代變遷中適應新的生存方式，

一切事物均是因為周遭環境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學說而言較為

正面思考。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當代社會學發展非常

有貢獻的一位學者，試說明他的社會學理論。 

 【96 三等原住民特考】6 

Q3 

  

韋伯之簡述： 

韋伯與馬克思同為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為

《經濟與社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 

韋伯對社會學發展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及貢獻，分別論述如下： 

奠定社會學方法論基礎： 

其認為人的行為具有主觀意識，因此對於社會行動之研

究，不能只是順從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收集及分析資料，而

必須深刻了解人的行動意義，並對此作因果分析。 

擬 

答 

                                                        
6 相關考題： 
韋伯常被視為是和「馬克思的鬼魂對話」，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另請詳述韋伯在有關

階級論述上和馬克思的差異。【105 北大研究所】 
早期社會學者見證了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因而提出社會現象的分析與解釋，他們的解

釋直到今日仍影響社會學理論發展，請就韋伯（Max Weber，1864～1920）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8）兩位，說明他們的社會學觀點。【97 三等地方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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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出「理解法」作為社會學研究方法，亦即，社會學家

要以「參與者」之角度去探討社會行動的脈絡，設身處地

的了解行動者之行動意義後，方能提出妥適性的分析。換

言之，社會學的研究是融合客觀解釋與主觀詮釋的研究成

果。 

理念型的提出： 

人無法窮盡歷史因果的所有因素，只能片面的強調某些因

素，並藉此建立一個「概念模型」來對真實世界進行推論。

理念型並非「社會實在」的複製，而是一種重構。理念型所

建立的因果關係並非「必然性」，而是「或然性」，韋伯稱這

種關係為「因果妥適性」。最典型之例子就是「科層制」

（bureaucracy），來解釋工業化社會的社會組織。 

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研究： 

韋伯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觀點，認為社會變遷的動力是

「物質因素」與「觀念因素」並重，而非為單一因素單獨決

定。這個觀點被應用在研究新教的禁慾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

精神之間的關係。 

西方在宗教改革後，出現喀爾文教派的勢力，其教義嚴格要

求教徒「以制慾精神、恪遵教義、在世間事奉上帝」。由於新

教徒對自己行為的嚴格要求，致使其行為相當理性化，結果

建立了理性的工作倫理及勞動組織，進而累積財富。 

因此，韋伯認為新教徒的有意義之行動，與資本主義精神之

理性計算能力的出現有密切關聯，進而認為基督新教倫理在

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結論： 

韋伯在社會學上之貢獻，從其所提出理論可觀之，不僅在社會

學方法論上有獨到見解外，對於宗教、社會階層與經濟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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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之思想影響後世非常深遠，也因此韋伯才會與馬克思、

涂爾幹並列為社會學三大學家。 

參、考題趨勢 

在國家考試上，針對社會學的理論或學說很少單一出題，大都是跟著

主題章節配合出題，但是本章節卻是整個社會學核心精神所在，考生準備

考試時，關於三大學說（功能論、衝突論、互動論）、重要的社會學家理論

（涂爾幹、馬克思、韋伯），以上都要倒背如流。例如涂爾幹的自殺論，一

考再考，光 101 年整年度就出現兩次；換言之，考題若出現這種一考再考

的題目，算是送分題目了。所以請各位考生在本章節一定要熟悉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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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 

壹、重點整理 

一、文化概論 

所謂「文化」係指由一群人或一個社會共同持有的風俗、價值、信

仰、規範、知識和表達符號。雖說文化的存在是普遍現象，但其乃

受時間與空間之限制，以「一夫多妻」制而言，在古時中國制度裡

是普遍現象，但以現今而言卻是觸犯到重婚罪。 

二、文化組成要素（必考重點）7 

價值： 

價值在不同社會可能具有不同比重，但這些已達成或尚未達成

的價值，經常成為社會成員判斷事物或行為的標準。因此，在

理解價值的存在時，我們可以將它視為是社會成員之信念，並

認為是必須加以維護或實現的原則。價值的存在是提供社會成

員一套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 

規範： 

相對於抽象的價值，規範的存在會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而有

差異，人們對於道德約束程度也有不同標準。例如傳統農業

社會已婚婦女若有外遇就是浸豬籠，但是現今社會對於已婚

婦女外遇事件所附加的道德約束力反倒沒有像過去那麼強

大，甚至對於婚後外遇認為是社會普遍正常現象。但規範同

時也是社會控制機制，對於社會的功能是大同小異。例如：

不能隨地大小便、不能插隊、殺人者償命等等。 

規範分為不成文形式與成文形式： 

不成文規範分為「民俗」與「民德」。「民俗」大多屬於約

                                                        
7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二章文化，黃金麟，頁 36～45，2018 年 9 月四版一刷，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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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俗之事項，例如：「節慶活動」、「遇到熟人打招呼」等。

「民德」通常具有強制性，觸犯者可能遭到社會排斥，甚

至法律制裁。這些倫理或道德規範在經過一定立法程序

後，可以成為成文條文，其強制性可以透過司法機關、警

察機關加以執行。民俗與民德都屬於非成文範圍，雖然經

常成為法律之來源，但它們並不決定法律最後制定內容。 

成文規範：法律。 

符號： 

符號可以是一種物體、姿勢、聲音、圖案、顏色。透過這些符

號，可以進行簡單溝通。且符號並非一成不變，畢竟它是社會

構成要素之一，它的產生和解釋與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不管

是刻意的創作和選定，還是偶然的創造，若沒有相應的社會生

成條件，符號不會成為社會共有的溝通標記，也不會被賦予特

定的社會含意。 

語言： 

語言就跟符號一樣，提供一個溝通和認識世界的管道，而且也

因為多種語文並存的形式，可能隨著社會發展或國族建構需

要，演變成為國語和地方方言的區別，例如香港發音與語文使

用，和台灣就有明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