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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84%）。選一個最正確的答案，請填在電腦答案卡上。每題 1.5%。 
1. 根據正向心理學者B. L. Fredrickson的研究發現，正面情緒是親密伴侶關係維繫的根基，有良好

伴侶關係的個體在生活中經歷的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的比值是______或更高。 
(A)2:1        (B)3:1        (C)4:1        (D)5:1 

2.（承上題）對於愛情關係而言，下列那一種正面情緒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A)感恩      (B)鼓舞       (C)關注       (D)歡愉 

3. 根據 Maslow 的需求階層理論，個體： 
(A)在追求自我實現之前所經過階層不超過兩個 
(B)在滿足愛的需求之前，必先滿足自尊的需求  
(C)總會在生命結束前達到自我實現                 
(D)以上皆非 

4. 世界知名藥廠正在研發一種能夠增強記憶的藥丸(MEM1414)，其藥理作用是______，使得 cAMP
分子在腦神經元中維持較久，從而促進 CREB 蛋白質的活性。 
(A)活化 NMDA 受體    (B)抑制 AMPA 受體    (C)抑制磷酸二酯酶    (D)活化乙醯膽鹼酶 

5. 人體內的那一種激素（hormone）與信任感的產生有最密切的相關？ 
(A)催產素     (B)腎上腺素     (C)性激素     (D)皮質醇 

6. Locus of Control 量表的編製主要是根據那一位人格心理學者的理論？ 
(A) Albert Bandura        (B) Julian Rotter       (C) Hans Eysenck       (D) Erik Erikson 

7. 根據生物心理學家的研究，下列那一種生理測量與內外向人格有顯著相關？ 
(A)汗液      (B)淚液       (C)唾液       (D)胃液 

8. 電視新聞一再播出許多知名人士沒有去注射疫苗的消息，讓柯林頓印象深刻而做出不注射疫苗

的決策，這是因為那一種思考策略使得柯林頓高估沒有打疫苗的人數而低估已打了疫苗的人數 ？
(A)inductive reasoning    (B)reframing    (C)illusory correlation    (D)availability heuristic  

9. CARS 汽車公司總裁強烈的相信該公司的油電混合車安全無虞，而判斷數起該車款出現煞車失靈

的事件是肇因於汽車駕駛人操作不當所致。此一推理思考犯了那一種錯誤？ 
(A)inclusion fallacy       (B)confirmation bias       (C)sunk-cost fallacy       (D)Type I error 

10.「看醫生時，即使父母再三答應要獎勵孩子，也很難使他（她）安靜的接受診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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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轉移注意      (C)堅持度        (D)適應性 

11. 社會計量法計算每人被同儕提名「喜歡」與「不喜歡」的次數，以測出每個人在同儕心目中被

喜歡的程度，並區分成數個類別。那一類的兒童得到很多的「不喜歡」提名以及很少的「喜歡」

提名？  
(A)popular         (B) neglected        (C)controversial    (D) rejected  

12. 在出生後的頭幾個星期，怕生的小孩體內傾向有比較高的______。 
(A)estrogen      (B)serotonin      (C)cortisol       (D)dop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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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威斯康辛大學的 Richard Davidson 認為內觀冥想（meditation）可以改變大腦的連結，因為他發

現受過數十年冥想訓練的佛教僧侶大腦的那一種腦波活動比一般人強，而且其活動強度隨著訓

練年數增長而增加？ 
(A)Alpha 波      (B)Beta 波      (C)Gamma 波     (D)Theta 波   

14. 下列那一種治療不只影響病人自己，而且包括未來的下一代，從而引發道德問題？ 
(A)germ-line therapy   (B)somatic gene therapy   (C)chemo therapy  (D)fetal transplants therapy  

15. 有人中風後說話變得很慢，很辛苦，沒有文法，但仍可以理解別人對他說的話，他腦受傷的部

位最可能在那裏？ 
(A)angular gyri      (B)supramarginal gyri       (C)Broca’s area      (D)Wernicke’s area 

16. 有外遇的丈夫限制自己的妻子外出，怕紅杏出牆，根據心理分析理論，丈夫的行為最可能是那

一種防衛機轉的表現？ 
(A) Projection        (B) Reaction formation        (C) Repression       (D) Sublimation 

17. 前額葉受傷的病人最有可能表現出那一種記憶功能缺損？ 
(A)空間記憶       (B)時序記憶       (C)感覺記憶        (D)語意記憶 

18. 手截肢的病人強烈的感覺到失去的手臂還存在，這種現象稱為幻肢。幻肢的感覺最有可能來自

於（或是因為） 
(A)病人的妄想      (B)病人臉部受到刺激      (C)病人另隻健康的手     (D)病人的失憶  

19. (承上題)病人在幻肢會感覺到無法忍受的痛，稱為幻肢痛。Ramachandran 醫生使用那一種方法

治癒幻肢痛？ 
(A)為病人注射嗎啡 
(B)讓病人練習一面想像幻肢的心像，一面移動幻肢 
(C)將病人另隻健康的手綁起來不動，練習移動幻肢 
(D)將病人另隻健康的手放入一個有鏡子的盒子，順著鏡中手的移動，練習移動幻肢 

20. 下列何者會使得人腦中的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活化？ 
(A)觀看他人的動作      (B)自己在做動作      (C)聽到動作產生的聲音      (D)以上皆是 

21. 目前的研究證據顯示，下列那一種疾病和鏡像神經元功能缺損有最密切的關係？ 
(A)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C)Dyslexia (D)Tourette’s Disorder  

22. LH 有腦傷，受傷部位在左右兩半腦的顳葉－枕葉鄰接的區域，右半腦的顳葉，右半腦的額葉

內側。實驗者檢查他的心像能力，結果顯示他在下列那一種心像作業表現比正常人差？ 
(A)心像掃瞄      (B)心像旋轉     (C)字母稜角判斷     (D)州與州的形狀相似判斷 

23. 青少年從事危險行為的案例層出不窮，意外事故、謀殺與自殺已成為青少年的三大死因。造成

青少年一而再、再而三從事危險行為的最可能原因在於青少年的什麼不理性想法？  
(A)imaginary audience     (B)personal fable     (C)invincibility fallacy    (D)hindsight bias  

24.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嬰兒的語音知覺是類別的方式，而大人是連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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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個月大的嬰兒能夠區分 p, t, k 語音的不同 
(C)兩個月大的日本嬰兒可以區分英語的 r 和 l 語音，日本大人卻不能 
(D)不到兩個月大的嬰兒可以區分 pat 和 tap 的不同 

25. 難以消除的賭博行為很可能是由下面那一種給予強化的方式建立的？  
(A)固定時距      (B)不固定時距      (C)固定比率      (D)不固定比率 

26. 淑玲在三月及九月各完成同一套智力測驗，結果兩個成績是一樣的，此結果表示這個智力測驗

有很高的______。 
(A)內部效度     (B)評分者間信度     (C)內部一致性      (D)再測信度 

27. 下列那一個測驗的施測方式是使用結構式的訪談？ 
(A)MMPI       (B)SCID       (C)TAT       (D)Rorschach Inkblot Test 

 
 
 
 
 
 
 
 
 
 
28. Allport 和 Postman（1947）請第一位參與者看完上圖之後向第二位參與者描述這張圖的內容，

接著第二位跟第三位參與者說，如此一直到第六位參與者，最後由第六位參與者跟實驗人員說

這張圖的內容。這是關於那一種行為的研究？ 
(A)conformity    (B)compliance    (C)groupthink    (D)stereotype 

29. 正向情緒與腦內的「獎賞迴路」(reward circuits)有關聯，此路徑包含下列那一部分？ 
(A)額葉     (B)頂葉      (C)枕葉      (D)顳葉 

30. 腦內的______受損的人，會有類似猴子 Klűver-Bucy 症候群的症狀出現，例如將噁心的東西放

到嘴裡。 
(A)下視丘      (B)視丘       (C)杏仁核       (D)腦幹 

31. Gottman (1994)發現可以預測離婚的四種負向行為類型，又稱作「啟示錄的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其中不包含______。 
(A)批評     (B)蔑視      (C)誇大     (D)冷戰 

32. Hans Selye 所提出的一般適應症候群論說是因為觀察到那一種動物在實驗室的行為？ 
(A)貓      (B)老鼠      (C)猴子      (D)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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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oseph Brady (1958)的研究發現「執行者壓力症候群」，不同於其他研究的結果，他們發現擁有

越多控制力和可預期性的______越容易罹患胃潰瘍。 
(A)貓      (B)老鼠      (C)猴子      (D)狗 

34. 只有單眼視覺的人在海生館裡看到一群大小相仿的魚在大水族箱裡游來游去，仍然可以判斷魚

群中那些魚比較近，那些比較遠，該人所使用的視覺線索不會包括： 
(A)立體視覺       (B)相對大小       (C)運動視差        (D)重疊 

35. 大丙最近幾星期都情緒高亢、很有活力，他到處跟親朋好友說他要準備競選立法委員。他睡眠

很少，因為他花很多時間關在房間寫書，他覺得發行書，將有助於他的競選。不過大丙只有國

中畢業，所以寫出來的東西根本錯字連篇、語意不清。根據 DSM-IV-TR，大丙最可能的診斷是： 
(A)dissociative fugue      (B)bipolar disorder      (C)schizophrenia      (D)depression 

36. 效果律（law of effect）是誰首先提出？ 
(A)J. B. Watson        (B)B. F. Skinner        (C)E. L. Thorndike       (D)J. Dewey 

37. 阿龍長期使用安非他命，他散盡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無法繼續吸食毒品，因而病重、死亡。

這是一個______的例子。 
(A)物質依賴          (B)戒斷症狀      (C)物質濫用        (D)協同效應 

38. 下列何者是轉化症的症狀？ 
(A)手掌癱瘓      (B)極度焦慮      (C)長期流汗      (D)對疼痛過度敏感 

39. 自閉症的基本特徵是： 
(A)無法忍受例行性的活動  (B)智力障礙  (C)無法與他人建立關係  (D)大肌肉運動技巧欠佳 

40. 相信公正世界現象(just-world phenomenon)的人將會認為失業者是： 
(A)歧視的受害者      (B)懶惰的      (C)需要同情的     (D)需要再訓練課程的 

41. 下列何者是錯誤的？ 
(A)痛楚會提升動物的侵略行為，但對人類沒有影響。   
(B)他人的侮辱特別會引發侵略的行為。   
(C)實驗室的研究發現，高溫會導致報復行為的產生。   
(D)根據社會學習理論，侵略最容易發生在當我們身處於暴力的環境，且當侵略行為被視為是

安全且被獎勵。 
42. Simpson、Campbell 和 Berscheid (1986)認為，過去二十到三十年間離婚率升高有部分原因是： 

(A)人們生活中浪漫愛情的重要性提高   (B)人們生活中同伴愛情的重要性提高   
(C)人們生活中激情愛情的重要性降低   (D)人們生活中友誼愛情的重要性降低 

43. 如果高自我監控者(self-monitoring)認為______，他們就會比低自我監控者更喜歡幫助他人。 
(A)沒有人在看 (B)幫助會產生作用 (C)幫助的行為會獲得社會的獎勵 (D)沒有其他人會幫助 

44. 結合認知行為策略與心理動力技術的治療被稱為： 
(A)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B)ego analysis   (C)brief therapy   (D)cogni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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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案主中心治療學派認為： 
(A)心理問題來自於自我衝突相關的內在困擾   
(B)疾病的產生是因為沒有關注到個人的世界經驗   
(C)心理問題完全來自於人際的困難   
(D)認知的錯誤造成神經質的困擾 

46. 下列那一種心理問題最不適合使用理情行為治療? 
(A)考試焦慮    (B)兒童時期行為問題的發展     (C)過度憤怒    (D)暴食症 

47. 如果個案將治療的成功歸因於______，那麼此成功最可能持續並類化到其他方面。 
(A)治療師的技巧     (B)他們自身的努力     (C)解決童年的議題      (D)明確的治療技術 

48. 小剛很怕一大片的水，所以他不敢到海邊或湖邊散步。為能陪女朋友去夏威夷渡假，他決定要

去心理治療來克服這個障礙。他的心理治療師採用系統敏感遞減法，小剛先學會放鬆，然後治

療師讓他用想像或看圖片、影片的方式，來接觸較不讓他害怕的與水相關情境或物件。這種治

療取向是： 
(A)心理分析    (B)案主中心治療    (C)認知治療    (D)行為治療 

49. 實務工作者為了避免在診斷弱勢族群背景之病人時存有偏見，最好方法是： 
(A)避免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診斷錯誤      (B)避免輕忽病症而沒有給予診斷  
(C)採用為弱勢族群設計的人格測驗        (D)在評估不同族群的個案時，嘗試不同的假設 

50. 社區心理學主要關注的是： 
(A)發展提供個別治療的診所          (B)大規模地致力於介入與身心健康    
(C)以社區醫院為基礎的服務          (D)以上皆是 

51. Noam Chomsky 主張人類具有「語言獲得機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這個理論主張： 
(A)人類天生具有學習語言的能力 
(B)幼兒學習母語的能力是無法自然進行的，需經過大人的教導 
(C)語言的學習是需要經過機械式的練習才能達成      
(D)以上皆非 

52. 關於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 假設，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主張語言對認知與思考有影響       
(B)又稱為 Sapir-Whorf 假設  
(C)在各種語言中，用以指稱不同色彩的名稱，在數目上都相同  
(D)英語有「假設語氣」，漢語中沒有，使得兩種母語的人在此類句法上的演繹思考有差距 

53. 過度延伸錯誤(Overextension Error)指的是： 
(A)過度延伸字彙的意義 
(B)由於幼兒所擁有的字彙有限，所以用某些字代替還未學得的精確字彙 
(C)幼兒叫所有的成年男子「爸爸」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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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收音機裡傳來的歌使你想起以前的男（或女）朋友，而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根據學習理論的

觀點，「這首歌」是：  
(A)conditioned stimulus     (B)unconditioned stimulus   
(C)conditioned response     (D)unconditioned response 

55. 每到晚上 9 點，老王的太太便開始嘮叨。此時老王便將家裡的垃圾拿到外面，太太便不嘮叨了。

從此以後，每到 9 點老王便自動的將家裡的垃圾拿到外面。這習慣的養成是經由： 
(A)正強化      (B)負強化      (C)懲罰       (D)塑造  

56. 初學英文的兒童傾向將字母“C”看成是“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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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答題（16%）：請作答在答案卷上。 
大約從 1956 年開始，H. F. Harlow在威斯康辛大學靈長類實驗室，使用小猴做過一系列代理母親實

驗。請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1. 實驗的過程（實驗設計與程序），以及主要結果為何?   (9%)  
2. 實驗結果對人性本質的意涵有何啟發？               (3%) 
3. 實驗引發那些道德難題？ 如果動物福利學會將 Harlow 告上倫理法庭，而你受邀為他辯護，在

法庭上你將會如何陳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