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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每題 2.5 分) 
1. 那ㄧ個記憶的實驗結果看起來最像 U 型曲線？ 

(A)Sternberg 的記憶提取     (B)Brown 和 Peterson 的記憶遺忘  
(C)Sperling 的感覺記憶     (D)Murdock 的自由回憶 

2. 有關兩性差異的描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罹患自閉症的女生多過男生   
(B)平均而言採取關係性攻擊的男生多過女生   
(C)平均而言男生大腦的胼胝體比女生的小   
(D)平均而言女生傾向於在視覺空間能力的測驗上勝過男生  

3. 在 E. Loftus 證明記憶錯誤建構的經典實驗中，使用的故事材料中提到的交通號誌是 
(A)stop   (B)yield    (C)uphill     (D)speed limit 

4. 在情緒障礙症個案的大腦中，那一個區域會出現過度活化？ 
(A)杏仁核   (B)背外側前額葉  (C)海馬迴      (D)小腦 

5. 關於延宕滿足能力的研究結果，學齡前能夠成功延宕滿足的兒童在長大之後那些方面的能力也
會比較好？ 
(A)專注力   (B)抗拒誘惑的能力 (C)處理重要問題的能力   (D)以上皆是 

6. 根據內在運作模式理論的預測，假如某人從早期形成的依附關係中發展出的運作模式是自我的
負向模式加上他人的負向模式，其日後的親密關係最可能是什麼？ 
(A)建立安全的親密關係     (B)排拒建立親密關係   
(C)過分投入建立安全的親密關係   (D)害怕在親密關係中被傷害 

7. 下列那一個變數或測量的資料符合比率量尺？ 
(A)血壓          (B)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  
(C)華氏溫度       (D)魏氏智力測驗分數  

8. DMS－V 使用五個軸記錄病患每個面向的評估結果，那ㄧ軸是記錄ㄧ般性的醫學狀況？ 
(A)第一軸    (B)第三軸   (C)第五軸    (D)以上皆非  

9. 小華難過的對輔導老師說：「我在這次考試不及格，老師一定會認為我就是壞學生」。請問小
華為哪一種認知扭曲所苦？ 
(A)全有全無  (B)放大和縮小    (C)個人化      (D)過度類化 

10. Simons 和 Chabris 做了一個有趣的研究。他們播放ㄧ段籃球隊員傳球的影片，參與者必須計算
球員傳球的次數，影片中同時出現一個人穿著大猩猩裝，在螢幕中央緩慢地穿過場景。結果有
大約 70%的參與者不知道剛剛有出現大猩猩。此現象稱為 
(A)不注意盲 inattention blindness    (B)臉盲 prosopagnosia   
(C)變化盲 change blindness      (D)心盲 mind blindness 
 

11. 兒童期腦傷個案的語言功能復原程度比成人腦傷個案好很多。那一個概念可以解釋以上的事
實？ 
(A)大腦側化  (B)神經再生    (C)神經髓鞘化    (D)大腦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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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的心理疾病，那一種和鏡像神經元的功能缺損有最密切的關係？ 
(A)自閉症    (B)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C)強迫症     (D)感覺思考失調症 

13. 初學英文的兒童傾向將字母“CUT”看成是“OUT”，這是受到那一種視知覺完形法則的影
響？ 
(A)相似性     (B)連續性     (C)接近性     (D)封閉性 

14. 七年級的小華經常逃學，在學校經常打架鬧事，甚至傷害同學，也曾偷過東西。小華最可能被
診斷為： 
(A)品性疾患     (B)對立性行為疾患   (C)反社會型人格疾患 (D)強迫症 

15. 下列何者屬於個人中心治療師會使用的技巧？ 
(A)面質個案不一致或扭曲之處      (B)記錄與分析個案的行為功能與模式   
(C)調整個案的非理性想法       (D)分析個案的潛意識動機 

16. 讀小二的小華聽到忙碌的媽媽在廚房喊說：垃圾要發臭了，他能理解媽媽真正想表達的是：把
垃圾拿出去倒，這表示小華那一方面的語言能力發展成熟？ 
(A)語法      (B)隱喻     (C)語義     (D)語用 

17. 每當小華上台報告，他都會很緊張，於是他就開始想像台下的同學是一群笨猴子，正好奇的看
著他，這時候他就慢慢的忘記自己的緊張。小華使用的情緒因應策略是： 
(A)問題導向的因應  (B)情緒焦點的因應 (C)情緒壓抑    (D)系統減敏感 

17 18. (承第  題)如果讓小華一面使用這種因應策略，一面接受大腦造影，結果將會看到大腦的那一
個部位有最大量的活化？ 
(A)額葉      (B)頂葉     (C)顳葉     (D)枕葉 

19. 下列那一個研究發現是支持可獲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的證據？ 
(A)參與者估計 r 開頭的單字出現頻率遠高於 r 出現在第三個位置的單字 
(B)參與者認為連續生了三胎女嬰的媽媽生第四胎是男嬰的機率遠高於 1/2   
(C)參與者估計 8x7x6x5x4x3x2x1 的乘績遠高於 1x2x3x4x5x6x7x8   
(D)參與者估計 Linda 是銀行員且是ㄧ位女性主義者的機率遠高於 Linda 是銀行員的機率 

20. 下列那ㄧ個心理現象跟選擇性注意力有最密切的相關？ 
(A)McGurk 效應    (B)Rosenthal 效應   (C)Halo 效應    (D)Stroop 效應 

21. 韌性(resiliency)對於危險和負向影響之間的關係有下列那個作用？  
(A)調節     (B)中介    (C)促進     (D)催化 
 

22. 下列那個 BIG FIVE 特質對於需要長期堅持才能達成的任務最有幫助？ 
(A)conscientiousness (B)openness    (C)extraversion   (D)agreeableness 

23. 研究運氣心理學(psychology of luck)的學者 Richard Wiseman 認為幸運的人用以營造生活裡好運
氣的四個原則，不包括下列那一個？  
(A)樂觀進取    (B)勇於嘗試    (C)善於建立人脈   (D)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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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那種行業在工作時，會最常出現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  
(A)科技業    (B)農業     (C)服務業    (D)出版業 

25. 依情緒勞務的定義而言，在工作時有下列那個狀況，會負擔最少的情緒勞務？  
(A)心情愉快    (B)認真負責    (C)循規蹈矩    (D)有才多工 

26. 因為知道自己的手足考上好的大學，進而提高認為自己進入好的大學之機會。這是 Bandura 提
到的那個自我效能來源？  
(A)personal performance achievement    (B)vicarious learning  
(C)social persuasion       (D)physiological and affective states 

27. Timothy Wilson 等人在 1993 發表關於內省後做決定對於選擇滿意度的關係之研究，他們的結論是 
(A)有做過思考後的決定，結果較不滿意自己的選擇  
(B)對於不容易說出原因的選項，較容易給予正向的評價  
(C)內省所想出的原因和實際的原因有高的一致性  
(D)做決定時，最好先仔細分析對於選項偏好的原因 

28. Eysenck 認為易怒型(choleric type)的人是  
(A)高 N 高 E   (B)高 N 低 E   (C)低 N 高 E   (D)低 N 低 E 

29. 阿生雖然不喜歡吃熱狗，但他卻不會討厭吃和熱狗長得很像的香腸，這是古典制約裡的哪個概
念？ 
(A)消弱    (B)類化    (C)區辨    (D)移情 

30. SSRIs 這種抗憂鬱藥物作用是？  
(A)抑制血清素的回收       (B)刺激血清素的分泌  
(C)降低血清素的作用       (D)促進血清素的分解 
 

31. Clark 與 Watson 氣質三向度中，與個人願意參與環境的程度的是  
(A)NE     (B)PE     (C)DvC     (D)P 
 

32. McAdames 提出人格五大觀念：演化、特質、特色因應、生活敘事及文化，「特色因應」指的
是什麼？  
(A)個人統整自己經驗及目標所建構出有意義性的故事   
(B)BIG FIVE 特質  
(C)個人面對多樣的生活現實的生理基本構造及機制   
(D)個人隨著情境而展現出的目標、動機及看法 

33. 能夠進行抽象的邏輯推理是 Piaget 提到的那個階段之特色？  
(A)具體運思期   (B)前運思期    (C)感覺動作期   (D)形式運思期 

34. Weiner 認為青少年及年輕人將事情的成敗歸因到四個因素，其中屬於穩定的內在因素是？  
(A)能力     (B)努力     (C)難度     (D)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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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weck 提到的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可以對應到 WEINER 成就歸因分類的  
(A)內在、穩定  (B)內在、不穩定  (C)外在、穩定   (D)外在、不穩定 

36. Ferrari 和 Pychyl 在 2007 發表的研究裡發現，拖延和自我耗損(Ego depletion)有關，自我耗損
是指個人  
(A)缺乏自我調節的能量     (B)情緒高亢無法平復  
(C)身體使用過度而受傷     (D)無法停止某個想法 

37. 雖然自己和別人做相同行為，但對別人的行為做內在歸因，而對自己的行為做外在歸因之傾
向，在社會心理學上稱為  
(A)correspondence bias      (B)actor-observer bias  
(C)self-serving bias       (D)defensive bias 

38. 根據 gain-loss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我們會最喜歡下列那種人？  
(A)不對我們做評價的人     (B)先給我們正向評價，再給我們負向評價的人  
(C)一直給我們正向評價的人    (D)先給我們負向評價，然後再給我們正向評價的人 

39. Bem 提出的 self-perception theory 主要在指？  
(A)由情緒推論態度      (B)由態度推論行為  
(C)由行為推論態度      (D)由態度推論情緒 

40. Marcia 認為未經過探索就做了決定的認同階段是  
(A)achievement  (B)diffuse    (C)moratorium   (D)forecl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