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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心理學（共 50 分） 

一、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1. 爸爸媽媽想鼓勵小孩養成自動自發唸書、學習，加強其內在動機，應根據哪個理論採用何種方式？

      A. 依據認知失調（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理，強迫孩子答應我們每天要唸書。 
      B. 依據過度辯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的原理，告訴孩子只要去唸書便可以得到獎賞。 
      C. 依據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理，孩子唸書時給予大量的金錢酬賞。 

      D. 依據過度辯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的原理，鼓勵孩子唸書、學習，但不給予大量的金

錢獎勵。 
 
2.  S 生為了害怕考試失敗傷及自尊，在高普考考試前一個月，接了許多打工的工作，以致於沒時間

準備考試，S 生的這個行為用下列哪一個理論去解釋最合適？ 
      A. 認知失調（operant conditioning） 
      B. 自我設障（self-handicapping） 
      C. 高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D. 低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3. 歸因歷程的二階段模式（Two-Step Model of the Attribution Process）認為，人會自動化的傾向先做  

歸因，之後若有心力再去做   歸因？ 
      A. 一般性的；特殊性的 
      B. 特殊性的；一般性的 
      C. 個人；情境 

      D. 情境；個人 
 
4. 乙生為了成為 X 俱樂部的會員，花了許多金錢與人脈關係，並做了許多自己不敢做的事以證實自

己有進入的資格。但進入發現這個俱樂部其實相當無聊，可是乙生卻仍然很喜歡這個俱樂部，並向

朋友推薦。請問這個現象可用哪個理論來解釋： 
A. 認知失調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B. 訊息性社會影響（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C. 態度的預防注射（attitude inoculation） 
D. 現實衝突理論（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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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lgram 的研究讓我們發現了服從的威力是如此的強大，而 Milgram（1974）後續的研究發現，在

怎樣的條件下，實驗參與者服從的比例會是最低？ 
     A. 實驗參與者需碰觸到受害者 
     B. 實驗在非實驗室裡進行 
     C. 有兩個實驗同謀反抗 
     D. 實驗參與者年齡較低 
 
6. 下列何者正確？ 
     A. 依據 Murstein（1986）的理論，關係發展三階段的順序是：角色→刺激→價值 
     B. 以社會交換理論來看，與 A 的交往關係中，獲得的酬賞很少，付出的成本很多，而另一個你

可能交往的對象 B，你預期和他的關係，亦要付出許多代價，獲得的酬賞可能也不高，因此

你處於一個低滿意水準，高替代比較水準（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的狀態中。 
     C. 依據認知失調理論預測，人們會貶低他們所傷害的人，以減輕他們的不一致感。 
     D. 住在南部的阿雅第一次離家到台北來唸大學，對路線不熟的她看大家都搭 XVZ 公車，也就

跟著大家搭這班公車，這算是一種規範性從眾。 
 
7. 下列何者正確？ 
      A. 公平理論是指關係中的兩人，我的付出與你的付出一樣多時，對於關係會最滿意 
      B. 使用 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可測得個體的內隱態度。 
      C. 在共同體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中，幫助了對方，我會希望對方能立即給予回報 
      D. Heine 等人（2008）所做關於自我覺察理論（self-awareness theory）與不同文化自我觀的研

究顯示，在一個測量自我與理想自我的差距的實驗中，在鏡子前面的日本人較在鏡子前面

的美國人更容易受到鏡子的影響，而引發更大的自我覺察。 
 
8. 下列何者正確？  

A. 東方文化中成長的人較會注意到主體特徵，傾向使用分析式思考（analytic thinking）；西方

文化中成長的人較會注意到整體脈絡，傾向使用整體式思考（holistic thinking） 
B. 我們常會希望聽到他人對自己的正向評價，此種動機稱為自我證實（self-verification） 
C. 根據社會認同理論（social identity theory）個人的自尊感受威脅時，內團體偏私 （in-group 

favoritism）的現象便會升高 
D. 在西方社會文化中成長的美國人，若用中國文化象徵的圖片進行促發（priming），則此人

會傾向使用整體式思考（holist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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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yers & Bishop（1970）做了一個研究，研究中高中生先填一個問卷，然後將之分為種族偏見、高、

中、低三組，再讓想法相近的學生一起討論種族問題，結果原先低偏見組討論後偏見更低，中、高

偏見組則是討論後偏見更高，請問下列何者正確： 
      A. 這種現象稱作升高效應（escalation effect） 
      B. 這種現象稱作團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 
      C. 這種現象稱作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D. 這種現象稱作團體迷思（groupthink） 
 
10. 下列何者錯誤？ 
      A. 根據同理心-利他主義假說（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的研究結果顯示，當看到他人痛

苦時，在容易離開的情境下，同理心高者較同理心低者，較可能會選擇留下來助人 
      B. 在一個人潮擁擠，人們匆匆而過的車站裡，賣同一產品的甲生與乙生，甲生用的傳單是上

面寫滿了此產品的功能與優點，乙生用的傳單是上面只有某名歌手的照片及推薦，根據說

服的雙歷程模式來看，甲生可能會賣得比較好。 
      C. 平時文靜、穩重的某甲參加了某候選人的造勢活動，在活動中某甲變得大膽、多話，和原

本很不同，平時不會說的髒話也都掛在嘴邊，這是因為在群體中由於匿名性所產生的去個

人化（deindividuation）效應導致。 
      D. 根據 Arthur Patterson（1974）的研究，想瞭解橄欖球賽中激烈的競爭與攻擊行為能否減輕

壓抑攻擊所造成的緊張狀態，結果發現球季過後，球員的敵意非但沒有下降反而增加，說

明了此種宣洩無助於降低敵意。 
 

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 請說明何謂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並請舉例說明。 

 

2. 請說明何謂少數的影響（minority influence），並說明其如何能發揮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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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知心理學（共 50 分） 

一、請問以下這些日常生活的狀況，分別可以使用哪些認知心理學的概念或理論來分析

說明其背後的歷程？ 

(a)小方離開自己房間，往廚房走去，聽見客廳電話鈴響就跑去接，發現是找媽媽

的，接著他就再走回廚房。當他站在廚房中央時，卻想不起來自己為何要來廚

房？（5 分） 

(b)小麗參加記憶訓練班，課程講師教導她把想記的東西在腦海裡形成一幅影像，

而且要以誇示的方式來形成這些東西的彼此關係。她發現這樣作的確有助記

憶。（5 分） 

(c)同樣是 3 小時的交通時間，但搭乘飛機的乘客在出發前購買保險的比搭巴士的

乘客要多。（5 分） 

(d)認知心理學期末考解釋名詞中的某題，阿華覺得應該有讀過，提出的學者好像

很有名，似乎用一些特殊的程序作研究，他覺得如果能專心地想，多半可以想

出明確答案（可惜後來沒想出來）。（5 分） 

二、請舉出一種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理論，來說明工作記憶的特性，並且提

供研究證據的支持。（15 分） 

三、試述型態辨識（pattern recognition）的各種理論。哪一個最具說服力？（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