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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1.下列何者為治療帕金斯症的一種方法? 

(1) 同時給與 amphetamine及 meperidine 
(2) 將 corpus callosum 進行分離手術 
(3) 給予MPTP 
(4) 給予 L-DOPA 

2.請從下列腦部神經傳導素配對中，依 primary excitatory 及 inhibitory 的順序，選出正確的排列順序： 

(1) GABA; glycine  
(2) glycine; acetylcholine  
(3) glutamate; GABA  
(4) acetylcholine; dopamine  

3.以下腦部哪部分受到損傷後會影響我們講出身體部位的名稱?  

(1) left frontal lobe  
(2) primary visual cortex  
(3) left parietal lobe  
(4) posterior language area  

4.以下哪ㄧ個知覺系統與幻覺最有關? 

(1) audition  
(2) vision  
(3) tactile  
(4) kinesthetic  

5.下列何種神經傳導素作用時與促進人類學習功能有關?  

(1) GABA  
(2) norepinephrine  
(3) dopamine  
(4) serotonin  

6.如果某個人覺得自己過度重要，而且一直覺得將來的某ㄧ天會成為大公司的老闆。這個人沒有朋友，也不

認為自己會有有求於人的時候。這種症狀與以下的何種人格異常症狀最相似? 

(1) narcissistic  
(2) histrionic  
(3) paranoid  
(4) antisocial 

7.根據 Carl Rogers 的觀點,焦慮與不快樂是由於以下何種原因所造成的?  

(1) 人們錯認為自己有自由意志選擇自己想成為的角色  
(2) 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對生活的增強物  
(3) 從幼兒時期而來一直無法解決的心理衝突  
(4) 自然的正向自我圖像與負向外來批評的衝突 

8.研究歸因理論(Attribution Theory)的心理學家最可能的研究議題為  

(1) 人們對於事件起源的知覺  
(2) 人們的自我知覺  
(3) 態度如何形成  
(4) 在何種情形下人們會產生助人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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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據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組織中的工作人員會  

(1) 避免對上司的工作部份進行評論  
(2) 儘可能的做最少量的工作  
(3) 與同事們維持公平良好的關係  
(4) 在任何情境下努力工作超越同仁表現 

10.如果你有一位朋友詢問你表妹的人格特質如何，你回答: 她是一位樂觀、快樂、有趣而且是一位有高度成

就的人。 根據 Gordon Allport 的觀點，你描述了表妹哪類的人格特質 

(1) primary  
(2) cardinal  
(3) central  
(4) secondary 

11.對於較複雜的動作技能，我們常運用那一種原理來做為教學或訓練的依據? 

(1) 部份增強  
(2) 增強的延宕  
(3) 行為塑造  
(4) 古典制約 

12.日常生活中，我們透過經驗學會了某種原則，例如：要按時付帳，以避免罰繳利息。請問這種學習經驗是

透過什麼原理所形成的? 

(1) 古典制約  
(2) 懲罰  
(3) 逃脫學習  
(4) 迴避學習 

13.大雄經常找理由不參與聚餐活動，以免跟無聊的人一起吃飯。請問他這種行為是經由何種行為學習原理所

形成的? 

(1) 自我增強  
(2) 立即增強  
(3) 迴避學習  
(4) 逃脫學習 

14.視覺懸崖(visual cliff)的研究顯示下列何種現象? 

(1) 深度知覺是先天就有的 。 
(2) 後天學習對深度知覺的重要性。 
(3) 後天學習對空間關係的重要性。 
(4) 嬰兒經過學習才會害怕這種「懸崖」。 

15.有關行為之增強作用(reinforcement)的敘述何者有誤? 

(1) 個體在學習情境中，偶然出現某種反應，且反應後帶來滿意結果，此結果稱為增強物。 
(2) 因增強物的適時出現，會增加個體在往後同樣情境下重複表現該反應。 
(3) 增強作用是由個體反應後帶來的效果所決定。 
(4) 實施立即且連續的增強是長時期之技能訓練的良好教學策略。 

16.如果要記住「CIAFBIIBMTWA」這一串字母不容易，可是如果把它們分為三個一組「CIA  FBI  IBM  TWA」

就比較容易。有關這種現象的原因及原理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1) 短期記憶的運作是一組一組的處理。 
(2) 短期記憶的容量有限的。 
(3) 短期記憶的壽命很短，容易衰退。 
(4) 把要記憶的材料重組成組塊(chunk)，可增加短期記憶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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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下列有關聚斂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與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的敘述何者有誤? 

(1) Guilford 在他的智力理論中，把思考的運作分為此兩項能力。 
(2) 聚斂性思考指個人以運用已有的知識與經驗來思考與解決問題。 
(3) 學校教育所教的思考方式大多是屬於擴散性思考。 
(4) 擴散性思考屬於創造性能力。 

18.下列有關定程式思考(algorithmic thinking)與捷徑式思考(heuristic thinking)的敘述何者有誤? 

(1) 做算術題的計算時，先乘除、後加減，括弧內外單獨運算等是屬於捷徑式思考。 
(2) 根據同類問題成效的經驗，來解決問題是屬於捷徑式思考。 
(3) 對某方面經驗老到的人，捷徑式思考比定程式思考有效。 
(4) 對於有正確答案的問題，按部就班的定程式思考是有效率的。 

19.有關失語症(aphasia)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右半腦的 Broca area受到損傷會出現表達型失語症。 
(2) 如果大腦皮質的Wernike area 受傷或病變會導致面部、喉舌等部位的肌肉活動，無法自由控制，而影響語言
的表達能力。 

(3) 失語症以語言中樞損傷所導致者為限，構音器官功能失常者不在此範圍。 
(4) 智能障礙或感官障礙也可能引發失語症。  

20.有關失憶症(amnesia)的敘述何者有誤? 

(1) 器質性失憶症多肇因於腦傷、長期酗酒或吸食藥物的結果。 
(2) 有些患者對肇因失憶症的事故之後所發生的事情不能記憶，對以前的事情反而能夠記憶，這是屬於舊事失憶

症。 
(3) 心因性失憶症多肇因於生活的遽變，是精神壓力無法承受時，導致的異常適應方式。 
(4) 舊事失憶症可能是由於倒攝抑制所致。 
 

二、解釋名詞: 每題 5 分，共 20 分 
 

1.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2. Differential Validity 

3. Metacognition 

4. Korsakoff Syndrome 
 

三、問答題: 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 工作職場的反社會行為(antisocial behavior)為當前職業心理學中非常重要的議題。尤其是身心障礙者

在職場工作時，受到不公平對待的機率往往高於正常人，因此可能有較高的職場反社會行為傾向。基於以

上的描述，請回答下列問題: 

A: 何謂工作職場的反社會行為? 請舉例說明。(3 分) 

B: 如何預防工作職場的反社會行為的發生? 請以ㄧ理論搭配實例說明之。(7 分) 

 
2. 請舉例說明負增強作用(negative reinforcement)與懲罰(punishment)的差異。(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