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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八十題，每題 1.25 分
1. 精神分析學派認為防衛機轉是自我用來消除焦慮的方法之一，而防衛機轉是在那個意識
下運作的？ (A)意識 (B)前意識 (C)潛意識 (D)以上皆有可能
2. 每次小明哭鬧時，媽媽總是給他一顆糖，然後小明就停止哭鬧了。根據行為學派的理論，
小明媽媽給糖的行為是被小明的哭鬧給 (A)正增強 (B)負增強 (C)正懲罰 (D)負懲罰
3. 下列那一種增強安排中對學習結果的最有效且學習效果延續最久？ (A)variable ratio and
variable interval (B)fixed ratio and fixed interval
(D)fixed ratio and variable interval

(C)variable ratio and fixed interval

4. 個人建構理論學者 Kelly 認為一般建構是兩極的，不過有些時候人們在運用時卻會只強調
一端而忽略另一端，這種現象稱為 (A)附屬現象 (B)類化現象 (C)滲透現象 (D)遺忘現象
(E)湮没現象
5. 下列何者不是 BIG FIVE 中的人格向度？ (A)OPENESS
(C)EXTRAVERSION

(D)AGREEABLENESS

(B)PSYCHOTICNESS

(E)NEUTROTICISM

6. 自己對於某個情形下表現某些行為的能力預期稱為 (A)自尊心 (B)自信心 (C)自我效能
(D)自我觀念 (E)能力
7. Maslow 的需求階層中最高階層是 (A)BELONGING (B)SELF-ESTEEM (C)SECURITY
(D)SELF-ACTUALIZATION (E)PHYSIOLOGICAL NEEDS
8. 研究在不同社經背景下，衝動性(impulsivity)及違法行為(delinquency)之關連的研究中
(Lyam et al., 2000)發現 (A)不論在那種社經環境下，高衝動性的人都比低衝動性的人容易
有違法行為 (B)在高社經環境下，高衝動性的人和低衝動性的人在做違法行為的比例上沒
有顯著差異 (C)在低社經環境下，高衝動性的人和低衝動性的人在做違法行為的比例上沒
有顯著差異 (D)不論在那種社經環境下，高衝動性的人和低衝動性的人在做違法行為的比
例上沒有顯著差異
9. 人格與環境會互相影響，Caspi (2002)研究發現具有下列那種人格特質的人會導致較低的
教育程度與社經地位？ (A)憂鬱 (B)焦慮 (C)反社會人格 (D)情緒不穩定 (E)內向
10. 下列那個心理學概念不是 Rogers 所提出來的？ (A)同理心 (B)自我一致性 (C)理想的自
我 (D)潛意識 (E)無條件積極關懷
11. 在診斷重鬱症狀時，有二個主要症狀，那是長時間的憂鬱情緒及 (A)失眠 (B)做事情提不
起興趣 (C)無助感 (D)做事不能專心 (E)體重明顯地增加或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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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你會想去比較學童的智力和在校成績時，你是要知道此學童是否有 (A)智能不足 (B)
發展遲緩 (C)腦傷 (D)ADHD (E)學習障礙
13. 在選舉時，中間選民收看到談論某個候選人缺點的廣告後，雖然當時選民知道那個廣告
是該候選人的對手用來攻擊的花招，而不太會相信廣告所說的，不過時間過久了後，中
間選民最終還是受到該廣告的影響，相信該候選人有廣告中所提的缺點，這種現象稱為
(A)sleeper effect (B)cognitive dissonance (C)obedience to authority (D)conformity to group
norms
14. DSM IV 對於 Transvestic Fetishism 的診斷標準不包括 (A)男性 (B)喜歡愛戀的對象為同性
(C)做異性打扮來產生性興奮 (D)做異性打扮的行為持續地發生長達六個月以上 (E)做異
性裝扮的行為已經嚴重危害到當事人的社交，工作，及其它日常生活功能
15. 對於未完成的事情記得比已經完成的事情清楚的現象稱為 (A)Rosenthal effect (B)
Zeigarnik effect (C)the Premack principle (D)the law of effect
16. 相信緣份是個典型____的例子？ (A)內控 (B)外控 (C)內傾 (D)外傾
17. 小英喜歡戶外活動，並且對於操作機械器具很有興趣，就上述的資訊請問在 Holland 的生
涯興趣類型中，小英應該是屬於那個類型？ (A)R (B)I (C)A (D)S (E)C
18. 被稱為心理學的第四勢力是 (A)精神分析 (B)行為學派 (C)人本及存在主義 (D)多元文化
取向 (E)認知學派
19. John Waston 是最早提倡並做行為取向心理研究的學者，在他早期的研究裡，用以讓研究
對象—Little Albert 對白色毛狀物感到害怕的白色老鼠，是研究設計中的 (A)US (B)UR
(C)CS (D)CR
20. Gottfredson 認為在 compromise 的過程中，最先會被妥協的是 (A)性別角色 (B)聲望 (C)
興趣 (D)工作地域
請閱讀下面一段關於人格與生理疾病的文章，然後回答相關問題 21-22.
The domain of physical health and disease allows at least three major points of entry for personality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factors. Personality can be studies in relation to physical disorders, processes
that culminate in physical disorders, 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its outcome.
Although research separately addressing health in each of these ways can and has generated important
findings regarding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coordinated examination of all three is required to construct
coherent and unified view of personality-health interface. (取自 Contrada, R.J., Cather, C., & O’Leary,
A. (1999). Personality and Health: Disposition and Processes in Disease Susceptibility and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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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llnes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2nd Ed.). p.578)
21. 上文中作者認為以生理健康及疾病的觀點來研究人格，要達到統合一致性的結果必須要
研究 (A)人格與生理疾病的關連 (B)人格與疾病形成過程的關連 (C)人格與求診行為及
其結果的關連 (D)融合以上三種方式
22. 研究發現那一種 Type A 行為和心血管疾病最有關係 (A)沒有耐心 (B)做事急躁匆忙 (C)
高成功驅力 (D)強烈競爭心 (E)敵意

23. 關於行為學派和社會認知學派的理論之比較，下列何者為非，(A)兩派的理論都在探討人
的學習 (B)兩派的理論都強調學習必需要經過增強 (C)社會認知學派強調觀察學習，而行
為學派則是直接體驗的學習 (D)社會認知學派研究人的學習，而行為學派常使用動物做為
研究對象.
24. 關於 Alfred Adler 的敍述下列何者為正確的？(A)是出生在美國的猶太人 (B)因為受到
Jung 的邀請而加入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C)創立 Journal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D)從小在學校成績就很優異
25. Talyor-Russell Table 是用來評估選才測驗之增進效度(incremental validity)，下列何者情況
增進效度最大:___測驗成績與工作表現相關係數，___應徵者中真的能勝任工作的比例
(base rate)，___錄取率(selection ratio) (A)低，中，高 (B)高，中，低 (C)低，高，中 (D)
高，低，中
26. 根據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 理論，工作需要能力與工作者本身能力的契合程度預測
(A)Satisfaction (B)Satisfactoriness (C)Correspondence (D)Mediation
27. DSM IV 的第二軸向的診斷是 (A)人格疾患及智能不足 (B)主述臨床疾患或治療主要關注
症狀 (C)生理疾患 (D)社會心理及環境問題 (E)日常生活功能及損壞指數
請閱讀下面一段文章，然後回答相關問題 28-31.
The notion that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feature inter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senses
of self is consistent with a range of empirical findings. As we reviewed in Chapter 6,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ing self-esteem differ from on culture to another. East Asians are less likely to
make efforts to maintain high sense of personal esteem (Hein et al., 1999). Instead, self-criticism
functions as a salient motive (Kitayama et al., 1997). Unlike findings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East
Asia people are not mor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engage in tasks when they choose them
personally; instead, they experience greater intrinsic motivation when choices are ma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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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figures or trusted peers (Iyengar & Lepper, 1999).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that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draw attention to internal personal qualities that function as causes of
behavior, Americans are found to over-attribute the causes of action to personal rather than
situational factors (Ross, 1977). People in Japan, India, and China are less likely to exhibit this
attributional bias (Kitayama & Masuda, 1997; Miller, 1984; Morris & Peng, 1994)(取自:Cervone,
D., & Pervin, L. A. (2008).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10th Ed.). p.563)
28. 上面文章主要的大意是在根據實證研究結果來說明 (A)造成東方人比西方人較沒有自尊
的文化因素 (B)東西方對於彼此文化的不瞭解 (C)東西方不同文化對於個人的自我概念
及行為動機的影響 (D)東西方不同文化下不同的自我概念及行為動機
29. 此段文章主要在提醒讀者 (A)要多接觸西方文化以便有較多的自主性行為 (B)東方文化
對於事情的歸因考慮得較全面 (C)心理學講究研究，所以要以大多數的研究結果為標準來
解釋所有人的行為 (D)要以多元文化的觀點來看待人的行為及心理現象
30. 根據上文，下列何者為非？ (A)美國人比較會用個人動機來解釋個人行為 (B)印度人較有
互依的自我概念(interdependent sense of self) (C)當做事成功時，日本人會較容易歸因為是
自己努力的結果 (D)中國人較不會去做維持高度個人自尊的行為
31. 根據上文，下列那個情況會較能使亞洲人有內在動機 (A)買自己愛吃的紅豆餅 (B)朝著父
母親選的大學科系目標努力 (C)為了得到汽車去排隊買福袋 (D)去買自己喜歡的人會喜
歡的衣服來穿

32. 大華將對父親的怒氣轉變成對父親的極度順從和討好，根據心理分析理論，大華的行為
最可能是那一種防衛機轉的表現？(A)projection (B)reaction formation (C)displacement
(D)compensation (E) rationalization
33.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是用來解釋我們身體面對___的反應？ (A)快樂 (B)壓
力 (C)飢餓 (D)失眠 (E)興奮
34. 依據 DSM IV 自閉症的盛行率 (A)男性比女性多大約二倍 (B)女性比男性多大約二倍 (C)
男性比女性多大約四到五倍 (D)女性比男性多四到五倍 (E)男女性沒有差異
35. 根據歸因理論(Attribution Theory)，當一個人講說“我是永遠沒有能力做好任何一件事
的”，這種歸因是 (A)特殊情況，穩定，外在 (B)普遍情況，穩定，內在 (C)特殊情況，
不穩定，外在 (D)特殊情況，不穩定，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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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當發現其他同學都沒像自己那麼認真打掃，也都能得到老師的稱讚，根據平等理論(Equity
Theory)的預測，這位學生將會 (A)開始降低自己的努力程度 (B)向老師打其他同學的小報
告 (C)更加努力打掃 (D)鼓勵其他同學努力打掃 (E)不會受到任何影響，仍然很努力打掃
37. 當學生違反教室規則時，老師請學生離開教室，這種讓該位學生停止違反教室規則行為
的方法是？ (A)古典制約 (B)操作制約 (C)社會制約 (D)替代制約
38. 承上題，請學生離開教室的方法慢慢地失去制止學生違反教室規範行為的效用，這種現
象稱為 (A)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B)類化(generalization) (C)習慣(habituation) (D)
刺激區辨(stimulus discrimination)
39. 下列關於智力和年紀的關連中，那一項是正確的？ (A)結晶(crystallized)智力隨著年紀增
長而降低 (B)流動(fluid)智力在青少年晚期達到高峰，然後漸漸衰退 (C)不管那方面的智
力，都會隨著年紀而衰退 (D)任何智力都不會因為年紀而有所變化
40. 下列那位新精神分析學家(Neo-Freudian)曾經批評 Freud 的理論裡隱含著認為女性比男性
較差的觀念 (A)Jung (B)Adler (C)Fromm (D)Sullivan (E)Horney
41. 根據 Paul Ekman 的研究，在所有基本情緒的人臉表情中，那一種表情的辨識率最低？(A)
快樂 (B)悲傷 (C)厭惡 (D)生氣 (E)害怕
42. 有一民意調查隨機抽取 2326 個選民，詢問：如果明天投票，票會投給張三或投給李四，
本次調查結果的抽樣誤差（在 95%的信賴水準下）是(A)±1% (B)±2%(C)±3%(D)±4%(E)±5%
43. 下列何者是屬於陳述性記憶？(A)語意記憶 (B)古典制約 (C)促發 (D)程序技能 (E)操作
制約
44. 關於 Hermann Ebbinghaus 的實驗，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發現重複使得記憶維持較久
(B)以自己為實驗的受試者 (C)發現記憶有不同的生命期間 (D)使用故事作為實驗的材料
(E)對記憶程度予以量化
45. 在雷達螢幕上偵測敵機訊號的作業最主要依賴那一種注意力的運作？(A)選擇性注意力
(B)分散注意力 (C)執行注意力 (D)持續注意力 (E)圖形注意力
46. 讓受試者聽一連續系列 500Hz 的聲音，其中偶爾出現 1000Hz 的聲音，受試者被要求主動
注意偵測這個不同的聲音並按鍵反應，此一心理歷程反映在 ERP 的訊號波叫做(A) P100
(B) N200 (C) P300 (D) N400 (E) MMN
47. 在 Stroop 作業中，那一種歷程是自動化的？(A)叫出文字書寫顏色 (B)文字閱讀 (C)叫出
色塊顏色 (D)以上皆是 (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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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 Ann Treissman 的視覺搜尋作業，什麼情況下，目標物的搜尋時間隨著干擾物的數量增
加而遞增？(A) conjunction search (B) feature search (C)在眾多綠色正方形和藍色圓圈
中找一個綠色圓圈 (D)A 和 C (E)B 和 C
49.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色盲是性聯遺傳 (B)唐氏症是因為第 20 對染色體多了一條(C)
基因是位於 DNA 上的有意義的鹼基序列 (D) DNA 上鹼基的配對方式是 A 和 T 配對，C
和 G 配對 (E)苯酮尿症(PKU)屬隱性遺傳。當父母之細胞均含有正常因子和 PKU 因子，
其所生子女正常的機率是 75%
50. 「老師對於不交作業的學生，施予放學後寫作業的懲罰。學生學得準時繳交作業，以免
受罰。」此一學習歷程是(A)正增強 (B)負增強 (C)觀察學習 (D)頓悟學習 (E)習慣化
51. 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患者腦中那一種神經傳導素大量減少？(A)acetylcholine
(B)serotonin (C)GABA (D)dopamine

(E)epinephrine

52. 在繪製平面圖形時，將平行線的近端間隔加大，遠端間隔縮小，讓圖形呈現立體感，此
一方法乃利用那一種深度線索？(A)linear perspective (B)texture gradient (C)occlusion
(D) eye convergence

(E)binocular disparity

53. 假定某研究資料的統計結果是：p 值等於 0.15，power 等於 0.45，effect size 等於 2.1。如
果你是研究者，下一步你應該要怎麼做？(A)接受虛無假設為真 (B)拒絕虛無假設 (C)將 α
= 0.05 減為 0.01 (D)增加樣本人數 (E)撤換研究人員
54. 當人遭遇危險時，杏仁核會激發，然後將訊號傳到那一個結構，促使腦下垂腺分泌 ACTH？
(A)視丘 (B)基底核 (C)下視丘 (D) 紋狀體 (E)海馬回
55. 在怒氣控制治療法，治療師訓練個案自我覺察生氣時的狀態，並立即採取任何可能的措
施緩和怒氣，此作法的目的是要訓練個案的那一個腦葉活化並控制杏仁核的過度活化？
(A)額葉 (B)頂葉 (C)枕葉 (D)顳葉 (E)以上皆是
56. 某人在訊號偵測作業的 ROC 曲線如圖（橫軸是假警報率，縱軸是命中率）。曲線上那一
個點反映出最高的內在判斷標準（意即傾向保守）？
(A)a
(B)b
(C)c
(D)無法判斷
57. 根據 Piaget 的理論，兒童在感覺運動期獲得的認知能力是(A)語言知覺 (B)大小恆常性
(C)內在表徵 (D)非自我中心思考 (E)再認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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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下列何者不是受試者間設計的優點？(A)降低練習效果 (B)減少組內變異 (C)減少疲勞效
果 (D) 減少不同實驗條件的對比效應 (E)以上皆非
59. Ainsworth 的陌生情境測驗包含 8 段 episodes，母親第一次與小孩分離是在第幾段
episode？(A)1 (B)2 (C)3 (D)4 (E)5
60. 一般人會認為連續丟銅板六次得到 HTHTHH 比 HTHHHH 較可能發生（H：正面，T：反
面）
，這類的判斷是因為使用那一種思考策略？(A)可用性捷思法 (B)過度自信 (C)代表性
捷思法 (D)定錨 (E)直覺
61. 視覺的感覺記憶大約可以保留多久？(A)一天 (B) 2～3 小時 (C)2～3 分鐘 (D)2～3 秒鐘
(E)不到一秒鐘
62. Haloperidol 是神經傳導素 Dopamine 的抑制劑，因此最常被用來治療_______。(A)
Schizophrenia (B)Depression (C)Anxiety (D)Mania (E)Bipolar disorder
63. 八爪迷宮和延宕樣本不配對作業是在測量動物的那一種功能？(A)性動機 (B)動作協調
(C)聽覺 (D)記憶 (E)社會溝通
64. 錯誤信念作業（false belief task）可用來測量兒童的______。(A)說謊行為 (B)保留概念
(C)心智理論 (D)歸納推理 (E)自我中心
65. 「這個孩子哭鬧時，是否會滿臉通紅、呼吸急促？」
，這道題目是在測量幼兒的那一個向
度的氣質？(A)情緒強度 (B)趨進性 (C)堅持度 (D)適應性 (E)活動量
66. Fagan test 是以嬰兒看新奇圖片的時間相對於看熟悉圖片的時間做為智力的測量指標。這
是何種研究方法的應用？(A)錯覺輪廓 (B)知覺恆常 (C)視覺搜尋 (D)分散注意 (E)去習
慣化
67. 使用 Lickert scale 的態度量表所得到的測量值是屬於______ scale。(A)nominal

(B)ordinal

(C)interval (D)ratio (E)categorical
68. 當觀察到許多不同的鳥在空中飛翔，推論所有的鳥都會飛。這類的推理稱為：(A)演繹推
理 (B)歸納推理 (C)類比推理 (D)捷思推理 (E)直覺推理
69. 根據 Joseph LeDoux 看法，意識（consciousness）產生的所在是在何處？(A)sensory memory
(B)episodic memory

(C)long-term memory

(D)semantic memory

(E)working memory

70.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右利手的人的語言中樞在左腦 (B)左利手的人的語言中樞在右
腦 (C)Broca’s area 掌管語法的處理 (D)有案例顯示 6 歲時左腦皮質被切除的小孩仍可以
學會說話 (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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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下列何者是將隱性（implicit）知識轉換為顯性（explicit）知識的例子？(A)施振榮將數十
年的企業經營經驗寫成「再造宏碁」一書。 (B)王投勝長期觀摹 R. Clemens 的投球影帶，
最終變成「勝投王」 (C)巴菲特收集道瓊指數的變化資訊，編纂成「牛市熊市循環」報告
(D)A 和 B (E)以上皆是
72. 三色論(trichromatic theory)假設網膜細胞內的錐體細胞有三種感受器，分別對那三種不同
波長的光波產生最大的反應？(A)紅黃綠 (B)紅黃藍 (C)黃綠藍 (D)紅綠藍 (E)以上皆非
73. 研究過程中的第一個步驟是____？ (A)選擇研究樣本 (B)搜集研究文獻 (C)形成研究問
題 (D)建立研究工具 (E)撰寫研究報告
74. 在研究大腦功能的技術中，那一種方法是用來刺激或干擾健康參與者的大腦皮質？
(A)fMRI

(B)MRI

(C)PET (D)ERP (E)TMS

75. 那一個神經心理測驗最常用來檢查額葉受傷的病人？(A)Token Test (B)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Test

(C)Digit-Span Test

(D)Block-Design Test (E)Rey-Osterrieth Complex Figure

76. 視覺消息處理的”Where”通道是從 primary visual cortex 到______，再接續到______。
(A)prestriate cortex；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B)inferotemporal cortex；prestriate cortex
(C) inferotemporal cortex；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D)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inferotemporal cortex (E)prestriate cortex；inferotemporal cortex
77. 關於 S. Sternberg 的記憶掃瞄作業與實驗結果，下列那一個是錯誤的敘述？(A)刺激項目是
數字 (B)比對每個刺激需花費大約 38 毫秒 (C)刺激項目的個數沒有多於七個 (D)刺激項
目的提取方式是系列處理 (E)刺激項目的比對方式是自我終止式處理
78. 海洛因成癮的患者被處以口服______ (藥方)處置，可以經歷較少脫癮症狀的痛苦？
(A)ritalin

(B)valium (C)codeine (D)methadone (E)endorphine

79. 「如果卡片的一面是母音，則另一面就會是奇數。」你應該要翻開下列那一張卡片，才
能驗證以上命題的邏輯有效性？
(A)

F

(B)

3

(C)

8

(D) 以上皆非

80. 根據 Deci 的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人被三個天生的需求所驅動：勝任感、關聯感、和
_____。 (A)自我實現感 (B)支配感 (C)安全感 (D)成就感 (E)自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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