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109 司法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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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考試
類科組：調查工作組
科 目：社會學
一、針對「無被害者犯罪」的現象，有些國家採用合法化或除罪化的社會控制方法，使之成為正
常行為。試舉例說明「無被害者犯罪」的意義，以及這些國家採用合法化或除罪化方法的內
涵及其目的。（25 分）
【解題關鍵】

公
職
王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除罪化的控制方法為基本考題，可從釋字 791 號通姦除罪化為例，進行論述說明。
【擬答】

社會控制代表一個社會對偏差與犯罪的反應，而目前多數國家會將無被害者之犯罪，以
除罪化的方式進行控制，以下將根據題意，針對無被害者犯罪的意義，以及除罪化方法的內
涵及目的分別論述之：
無被害者犯罪的意涵
所謂「無被害者犯罪」係指當事人相互之間合意的偏差或犯罪行為，無明顯被侵害之個
人、社會、國家法益，例如：賭博、通姦的行為。
犯罪學家 Bedau 指出，無被害者犯罪有四個主要特性：
具合意參與的特徵：在墮胎或藥物濫用等犯罪中，都是雙方在合意下從事財貨或服務
的交易，故排除被害者存在的可能性。
缺乏控訴的參與者：如娼妓犯罪中，因沒有被害人想控訴。
無被害的自我判斷：因當事人雙方均未感覺自己受傷，甚至有些情形反而可由其中獲
取滿足。
行為具有交易本質：如墮胎或性交易等均屬於雙方買賣或服務的自願交易。
除罪化的意涵
若有些偏差與犯罪行為，隨著時代變遷，文化接受度提高，且未傷及他人或社會利益時，
有些社會則可能採取合法化的方式，使之成為正常行為，如前述無被害者犯罪。然此種行
為雖將原本被刑法所處罰的行為變成不罰，但仍有可能涉及民事相關賠償。
例如：性交易係由娼妓及其雇主、恩客三方協議建立，雖此行為屬社會罪惡，然世界各國
並未嚴格懲罰，甚至日漸有除罪化而合法化之趨勢。
以釋字 791 號：通姦除罪化為例
2020 年 5 月 29 日，大法官釋憲會議宣告《刑法》239 條違憲，其所規定的通姦罪違背
了憲法所保障人民之性自主權，即日起失效。
由於親密關係及性關係等人民自由、隱私權等私領域的權利義務關係，不適合用《刑
法》加以規訓，因為顯然超出國家對於人民自由的必要限制。
再者，傳統家庭觀念中，夫妻間的忠誠是家庭關係維繫的基礎，但隨著社會變遷的發展
與多元化的價值觀，家庭是否必須建立在穩定的夫妻關係上已非必然，而國家也沒有為
了維持婚姻，而以《刑法》來恫嚇人民對婚姻應該忠誠之必要。易言之，「維繫家庭婚
姻是個人責任，國家無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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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私人的通姦無關乎公共利益，通姦罪既無具體之保護法益，即便通姦行為與社會
之倫理秩序有違，亦無認其成立犯罪之必要，因此應予以除罪化。
綜上所述，任何社會既得利益或政府對偏差與犯罪的容忍均有極限，也都會以新的社會
控制機制加以回應，而隨著時代變遷，當偏差成為普遍行為，或是被社會接受度提升，
執法又會引發極大反抗，或屬於無被害者行為時，除罪化也不失為一種解決偏差與犯罪
問題的方法
二、近年來，志願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s）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並多所研究。何謂志願組
織？其對現代社會及其發展有何重要性？試舉例說明。（25 分）
【解題關鍵】

公
職
王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志願組織的概念即為「非營利組織」，其相關意涵屬於基本考題，若要在本題獲
取高分，除了詳述其意涵外，更重要的是能夠舉出相對應之實際例子，相互參照
說明。
【擬答】

非營利組織又稱為志願組織，係為在社會當中，由具有共同目標、利益之成員所共同組
成的組織類型，對於社會的民主、經濟、社會福利、公民意識等層面的發展均有極大的貢
獻，以下將就題意，分別針對志願組織之意涵及其對社會發展之重要性進行論述：
志願組織的意涵
意指一種由具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之成員所組合而成的團體類型。其團體最大特徵在於
其「志願性」特質，意指其內成員在團體的活動當中，大多具有一種「義務參與」的特
徵，並樂意為了達成團體目標，付出自己的金錢以及時間。如慈濟功德會即是此種團體類
型。
志願組織的特色
具有正式結構：是一合法的組織，並非為一臨時性或非正式性團體，因此需要得到政府
所制定法律的合法承認，方具有法人團體的資格。
私人性：屬於民間性質的組織，雖然其不隸屬於政府部門，但可接受政府的資源及管理。
非私利性：組織本身可以生產利潤，但並非以賺取最大利潤為組織目標，且所賺取利潤
並非分配給成員，意即不以賺取個人利益為目的，而是以追求公益為宗旨。
自主性：志願組織要能夠自我管理，也就是有一套內部治理規則，不受外力干涉和外界
影響。
志願性的組成：組織人員均為志願性參與，大量運用志工。
以使命與願景驅動：志願性組織並非利益導向組織，而是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質，以服務
大眾為職志，靠使命與願景的凝聚力作為引導。
志願組織對社會發展功能與重要性
扮演開拓與創新的角色：
近代的志願組織，扮演了開拓與創新的積極性角色，由於志願組織對社會需求有敏銳
的反應，由於本身的多樣與彈性、自發與民主，而能因時制宜的發展策略並即時執
行，帶動社會或政府的革新力量。
例如：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長期關注高齡福祉議題，並在服務過程中，根據高齡者
的需求，規劃與設計許多創新的照護模式，進而宣導與推廣，以提升台灣整體高齡照
護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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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改革與倡導的社會功能
營利組織從實際的社會參與和行動實踐中，體察社會現實狀態，進而以輿論、遊說等
具體行動影響社會變遷，或督促政府修訂政策與改善措施。
例如：勵馨文教基金會推動「反雛妓」與「婦女保護」等相關工作，並透過立法倡
導，推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的立法，為台灣的兒少保護畫下一個新的里程碑。
價值維護的角色功能
非營利組織提供民眾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之空間，並藉此引導社會大眾的人格與生活提
昇，有助於各種正面價值的維護。
例如：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透過多元、創新的活動，例如：不老騎士、老先覺百老
匯等，除了讓高齡者找回對自我的肯定與認同外，也將高齡者的活力與價值，傳遞到社
會，以消弭社會大眾對於高齡者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身為服務提供者的功能
非營利組織具有多樣性的服務輸送，能彌補政府單位有限資源與價值偏好的限制，提
供更廣泛的機會。
例如在 2009 年的八八風災時，民間許多志願組織即刻動員至災區現場救災以及進行災
後重建工作，台灣此種志願組織針對大型天然災害而產生之社會需求與問題的回應速
度，令人刮目相看，也使得該類組織在社會服務提供上，有更吃重的角色扮演。
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
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也是志願組織的一種新型態形式，其將更多的價值放在社會
福利或社區組織要獨立擔當起經濟風險和盈虧上，社會企業需要創造市場利潤，以便使
得協助弱勢協會的社區活動成為有企業利潤和社區服務目標達成的功能。
例如：喜憨兒基金會為了幫助心智障礙的孩子成長、自立，從 1997 年起在高雄成立第
一家烘焙坊，目前全台計有 6 家烘焙坊、11 家烘焙餐廳和 3 家烘焙工場，讓憨兒可以依
靠自己的力量成長茁壯。
由於非營利組織是獨立於政府與企業的部門，因此在公民社會的建立與民主理念的落實
上，非營利組織確實在公私領域之間形成一條公民參與的重要途徑，而在全球化的今日，政
府已無法獨立承攬所有國境之內的事務，需仰賴志願組織、政府與企業的共同攜手合作，消
弭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

公
職
王

三、根據臺灣近年的官方統計資料，除了主流的核心家庭之外，其他不同的家庭形式或家戶
組成非但存在，並且增長快速。據此，核心家庭是什麼？此外，可能存有那些其他不同的家
庭形式？試列舉並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的考點在於台灣家庭型態的變遷，除了針對不同的家庭型
態提出說明外，若能針對其成因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深入論述，將是脫穎而出的
關鍵
【擬答】

由於社會快速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婦女投入勞動市場以及道德倫理觀念的改變等種種因
素，家庭型態也受到些許影響而隨之改變，以下將就題意，分別就目前台灣社會中常見的家
庭型態，進行說明：
核心家庭
是人類家庭的一種組合形式，指以婚姻為基礎，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
庭，而目前台灣現今家庭型態也朝核心家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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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大家庭，此種家庭結構中，成員單純，可以減少衝突，成員間享有自
由與獨立；但可能面臨家中年幼子女可能缺乏照料、父母年老後可能面臨安養照
顧問題。
無子女家庭
指家庭僅由夫妻所組成，可能因為個人考量而選擇不養育小孩，例如「頂客族」，或是
出於非自願因素，形成雙薪無子女的家庭型態。
此種家庭類型在生活上沒有子女的牽掛，較為自由，也減少了許多因子女所帶來的負擔
與壓力。但相對的，這種家庭必須面對來自於東方傳統文化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的壓力，且由於沒有孩子的牽絆，因此一旦發生爭吵或不睦，選擇離婚的機率也相對較
大，同時在老年時也較容易感受到孤獨與遺憾。
單親家庭
可能因離婚、喪偶、未婚生育等因素所造成，世界各國離婚率的上升都使有未成年子女
的單親家庭逐年增加，而單親家庭僅由一位父親或母親要肩負子女的養育以及經濟責
任，其負擔較一般家庭更為嚴峻，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
此外，單親家庭常被冠上「弱勢家庭」、「問題家庭」等負面標籤，也可能對家中成員
間的互動關係造成負向的影響，因此，如何給予單親家庭適時的協助與支持，並破除大
眾對單親家庭的刻板印象，是未來家庭政策與教育所需持續關注的方向。
隔代教養家庭
又稱「祖孫家庭」，指小孩因種種原因無法與父母同住，只能與祖父母住在一起，而由
祖父母負擔起照顧子女及教養的責任，也就是祖父母成為替代父母角色的首要人選，
「祖孫關係」取代了「親子關係」。
在此種家庭結構中，孩子在家庭及學校方面都可能面臨心理、生理、經濟、同儕壓力上
的重大困難，再加上社會變遷快速，許多兒童或青少年的問題或偏差行為都讓祖父母感
到心力交瘁，管教上出現了許多難題。
候鳥家庭
又稱「通勤家庭」或「假日夫妻」，是指夫妻至少一方因為工作或其他因素而使兩人分隔
兩地，選擇定期或不定期的相聚，並維持婚姻關係的家庭型態。此種家庭的形成因素包括
交通與通訊的便捷、子女教育地點考量、經濟考量、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但也可能出現
因聚少離多，而造成夫妻間感情降溫的威脅。
同居家庭
是指未婚男女以較穩定的關係共同生活。因為離婚率逐年增加，兩性互相依賴度大幅降
低，婚姻需求價值減弱，使得婚姻制度的存在備受質疑，因此有更多人選擇以同居方式滿
足雙方陪伴需求。
同性家庭
臺灣同性婚姻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合法化，中華民國因此成爲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
化的國家。
此一法案通過，除了反映出台灣多元社會的變遷趨勢外，並提供同婚雙方明確法律關
係，賦予彼此等同婚姻關係，足以享有各項法律規範的權利與義務，是台灣人權發展上
的一大進步；但直至目前為止，同性婚姻仍受被貼上許多汙名化的標籤，因此，未來如
何更進一步加強性別主流化、多元化有關的教育，仍是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家庭是一個有機體，總是不斷的持續發展及改變，而不同型態的家庭結構興起，也正反映出
社會變遷及發展的趨勢，而我們觀念中的主流家庭，很可能因此種社會型態的改變，成為了
統計上的少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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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社會問題的研究，理論上大體以結構功能論、衝突論及象徵互動論為主。針對色情現象
與問題，試說明並比較這三種理論觀點的看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以三大家理論解釋某一社會問題，一直是社會學考科中經典不敗的考題，由於
色情現象與問題屬於廣義的偏差或犯罪，因此在功能論的論述可抓住涂爾幹的迷
亂以及墨頓結構緊張理論說明；而在衝突論，則須強調色情現象中的權力宰制與
壓迫；在互動論則可從個人與社會互動及社會結構間的關係進行論述。
【擬答】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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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色情活動及問題並未因為政府的強力取締和禁止而銷聲匿跡。實際上，色
情產業發展呈現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及去性別化的態勢，且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也造成色
情現象與問題的快速傳遞，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社會問題，以下茲就題意，分別從功能論、衝
突論及互動論觀點對此議題進行論述：
台灣的色情現象與問題

性交易
對於廣義性工作者的研究，從相關文獻中發現，多以娼妓問題為主軸，而近年來，性
工作者人身安全事件層出不窮，且多數特種營業場所與黑道、毒品的掛鉤，甚至施用
毒品控制這些性工作者，成為犯罪的溫床。
雖台灣在 2011 年 11 月 6 日《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後，性專區制上路，將「罰娼不
罰嫖」制度改為「娼嫖皆罰，但專區例外」，只是多數縣市政府至今對成立性交易專
區均持保留態度，無一縣市政府願表態設置性交易專區，如此一來，性產業作為治安
漏洞與死角的問題並不會改善。
兒少性剝削
根據聯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
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透過利益如：現金、物品或勞務交換而侵犯兒童少年
與其權利，即是對兒童少年的「性剝削」。
近年來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但也成為性剝削的犯
罪溫床，根據衛福部的統計，近 2 年有逾 6 成的兒少性剝削案是透過網路進行的，其
中又以通訊軟體及網站占大宗。
此外，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化的急速擴張下，物質慾望的高漲，金錢觀價值觀的轉
變，自願從事特種行業的年齡層不斷下探
網路色情
所謂的網路色情，是指在網際網路上，公開張貼或散佈裸露、猥褻或低俗不雅的文
字、圖片、聲音、動畫與性交易等資訊。
現今各種色情資訊充斥網路，加上隨身攜帶的手機都可以隨時上網，對於好奇的未成
年人來說，一些成人、提供性交易資訊的網站或臉書社團、特定 LINE 群組等，幾乎
不設防
從功能論觀點看待色情現象與問題
功能論觀點主張不當的性關係或色情氾濫是因社會控制力降低、社會解組而人們無所適
從而產生，在正常婚姻關係之外的性關係都被認為對家庭及社會秩序產生威脅；然而，
功能論觀點也認為性產業有其存在功能，大致不出生理的、心理的、及社會經濟的三個
方面的因素，例如滿足弱勢或特定人群的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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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 Merton 結構緊張理論觀點，當個人追求社會所認同之目標，但卻缺乏合法手段時，
只能透過從事非法或偏差的方式以達成目標，對於部分從事性產業的工作者，可能因其
生活上所面臨的經濟壓力，或是為滿足物質需求，但卻缺乏合法的手段時，只能透過從
事性交易以快速達成其目標。
從衝突論觀點看待色情現象與問題
性交易是一個極度性別宰制與性別不平等的交易行為，娼妓絕大多數是女性，表示兩性
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層面的不公平。絕大多數的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的，較欠缺正常
的某生能力，只能利用身上僅有的資源作為財務的交換，以爭取生存機會。
此外，在性交易過程中，男性(皮條客或嫖客) 不斷地以剝削婦女而從中獲利，婦女只有
在年輕美貌時才有價值，也顯示女性在男性霸權下，成為一件待價而沽的商品。因此，
衝突論者認為，唯有女性獲得真正平等的權利，此種性交易的現象才不會進一步惡化。
從互動論觀點看待色情現象與問題

公
職
王

互動論觀點認為從娼是一個社會過程，在從娼過程中，從業者自身接受了一個職業賣淫
者的身分，其絕大部分完全脫離家庭，或者將賣淫身分與家庭身分分開來。
此外，受互動論影響的犯罪研究者則認為個人，尤其女性，遭逢家庭破碎、缺乏父母
愛、感情關係受創、自我評價低等情境下，較可能接受未被社會規範接受的娼妓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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