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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 90%（每題 3 分，共 30 題）：
1. 愛與歸屬的需求是難以填滿的，除非__________的需求已經被滿足。
A. 安全感
B. 連結
C. 自我實現
D. 自尊
2. Sheriff’s Robbers Cave 實驗顯示要減少團體間的岐視與偏見需要：
A. 合作達成高階共同目標
B. 社會交換
C. 密集協商
D. 訊息交流
3. Jung 相信潛意識是由________而組成。
A. 個人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
B. 陰質（anima）與陽質（animus）
C. 本我與超我
D. 自我概念與理想自我
4. 當我們從某種藥，例如：尼古丁，得到快感後；我們實際上會有回到基準線水準的動機，是因為：
A. 拮抗歷程（an opponent process）
B. 習慣（habituation）
C. 戒斷（withdrawal）
D. 習得的動機（an acquired motivation）
5. Tyrone 每天都感到低落，此外，他在睡眠上感到困擾以及常常沒有食慾。這些是就像日常工作一
樣每天發生，有時他甚至覺得是否死了比較好。因此若對 Tyrone 做診斷，應該會是
A. 解離性遊走 dissociative fugue
B. 憂鬱症 depression
C. 廣泛性焦慮疾患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D.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6. 大腦中與動機、情緒、及記憶有關的部位是：
A. thalamus,
B. medulla,
C. cortex,
D. limbic system.
7. 刻板印象 stereotype 是指
A. 對某團體成員錯誤的想法
B. 對某團體成員所具有的類同特質的想法
C. 對某團體成員假設性的想法
D. 對某團體成員不合理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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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何者錯誤：
A. 當將干擾因素都控制住時，如果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依變項上有明顯差異時，我們可以推
論是獨變項影響了依變項。
B. 採用實驗法可以瞭解兩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C. 採用雙盲設計可以避免實驗者偏誤。
D. 以相關法觀來看，暴力節目與攻擊行為有關，表示觀看暴力節目會導致攻擊行為。
9. 以下何者正確：
A. 線性透視是深度知覺的雙眼線索。
B. 視網膜上的不等同是深度知覺的單眼線索。
C. 研究腦活動的方法之一，將電極放置在頭皮表面，測得腦的電波活動，使用的是 fMRI。
D. 痛覺閘門控制理論(gate-control theory of pain)提到，閘門神經可藉由腦內啡
(endorphins)來抑制痛覺神經。
10. 本我之於享樂原則，就像自我之於
A. 初級歷程思考
B. 次級歷程思考
C. 現實原則
D. 理想原則
11. 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是指：
A. 腦前葉受傷的影響
B. 個體覺得沒入團體，失去個人認同
C. 損毀個人利益
D. 一種心理疾病
12. 根據 Seligman 的研究，憂鬱症主要是由於
A. proactive coping
B. high self-complexity
C. learned helplessness
D. external attribution
13. 當一個中年又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被描述是對人有敵意的、競爭的以及沒有耐心的，則他很有可能
是屬於________人格。
A. A 型
B. B 型
C. C 型
D. 以上皆非
14. Kim 注意到，當 Chris 跟他一起游泳時，她總是游得較快且完成更多圈數，比起他獨自一人時；
因此 Chris 的存在是
A. 正向偏誤（positive bias）
B. 競爭性（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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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催化（social facilitation）
D. 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
15. 幼稚園老師每天用小貼紙當獎賞，鼓勵小麗快樂地上學，若小麗持續一週快樂上學，她就可以換
她最想要的超大貼紙。這位老師採用的是下列哪種技術？
A. 模仿 modeling
B. 系統減敏感法 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C. 代幣制度 a token economy
D. 正性增強 positive reinforcement
16.下列何者錯誤？
A. 研究參與者有權決定是否要參與研究，一旦同意後便不能任意中止參與實驗。
B.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是一種學習的類化。
C. 操作制約中，變動比率的增強方式所學習到的行為較固定比率所學習到的行為，更為穩
定。
D. 實驗者必須讓研究參與者充分瞭解研究過程才算是正式同意。
17. .當所有團體成員努力嘗試以求達到一致的決定，而且他們並沒有實際考量任何其他替代方案時，
則他們可能陷入了
A. 合作取向
B. 團體迷思
C. 無效衝突解決
D. 團體抑制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系統減敏感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的程序？
A. 焦慮刺激的想像 imagination of anxiety-arousing stimuli
B. 引導參與 guided participation
C. 建立階層 graded hierarchy
D. 放鬆 relaxation
19. 罹患表達性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s)的病人，可以理解別人的話，但有說話障礙，這可能是
他們腦部的哪個區域受損所導致？
A. Broca’s area
B. Wernicke’s area
C. 胼胝體(corpus callosum)
D. 海馬迴(hippocampus)
20. 下列哪一個情境最可能引起認知失調？
A.
B.
C.
D.

你花了一大筆錢買了一套立體音響，因為你的上司向你推薦它
你選修了一堂你說你從來不會選的美學歷史課，因為它是唯一能使你畢業的課
一位女性繼續維持著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因為她的小孩以及她的父母堅決反對她離婚
你規規矩矩地花了四年的時間就為了獲得一個你現在卻不喜歡的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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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面對壓力或危險情境時，
啟動
神經系統。
A. 副交感；交感
B. 交感；交感
C. 交感；副交感

神經系統會被激發以面對危險狀況，而壓力降低時，則會轉換為

D. 副交感；副交感
22. 根據 Moscovici 少數的影響(minority influence)的主要特徵在於
A. 人數多
B. 資源多
C. 歧異者的一致性
D. 社會規範支持
23. 一位大學生發現他居然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讀社會心理學，他想他應該是對社心有興趣的。試
問，下列哪一種理論可以被用來解釋他？
A. 認知一致性理論
B. 自我知覺理論
C. 社會認知理論
D. 認知失調理論
24. 在緊急事件下，下列何種因素會阻止人們協助他人
A. 在緊急事件中的人是陌生人
B. 緊急事件發生在悠閒區域
C. 許多旁觀的人
D. 陷身在緊急事件中的清楚的表達求助的訊息
25. 因為歸因理論中的「行動者—觀察者效應（actor-observer effect）」，我們極可能會
A. 當我們是當事者時，則歸因行為於個人歸因；若是旁觀者時，則歸因於情境歸因
B. 當我們是當事者時，則歸因行為於情境歸因；若是旁觀者時，則歸因於個人歸因
C. 比較重視個人因素而非情境因素
D. 比較重視情境因素而非個人因素
26. 根據 Freud 的理論，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會
A. 只會發生在心理分析師與案主早期關係中重要他人相似時
B. 干擾治療的進展
C. 能對案主的早期關係提供深度領悟並重新通過
D. 只會發生在心理分析師自身的衝突妨礙到工作時
27. 以下何者正確：
A. 50%的人可以偵測到最小強度的刺激稱作差異閾值(difference threshold)
B. 50%的人所能偵測到兩個刺激的最小差異值稱作絕對閾值(absolute threshold)
C. 盲點(blind spot)位於視神經集結的區域，沒有錐細胞與桿細胞，無法接收任何訊息。
D. 視網膜上，桿細胞(rods)多集中在視網膜中央的部位，尤其是中央小窩（fovea），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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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光線下，當景象集中在中央小窩時，會擁有最佳的視覺敏銳度。
28. 下列選項中，哪一個不屬於五大人格特質？
A. 友善性 agreeableness
B. 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
C. 開放性 openness
D. 自我肯定性 assertiveness
29. 根據心理學家 Stanley Schachter 和 Jerome Singer 的情緒二因論，認為
A. 根據我們過去在相似情境下的經驗，情緒的認知標籤因而產生改變
B. 根據情境脈絡，生理喚起被給予情緒標籤
C. 我們根據我們所感覺到的生理反應給予情緒上的標籤
D. 內分泌系統與自律神經系統一起作用而產生情緒
30. 泛文化研究顯示集體主義取向與個人主義取向的社會在觀察他人的行為時會有何種不同？
A. 個人主義取向的人比較會重視社會情境對行為的影響
B. 集體主義取向的人比較會重視社會情境對行為的影響
C. 集體主義取向的人比較會產生基本歸因謬誤
D. 集體主義取向的人比較會重視人格特質對行為的影響

二、問答題 10%（每題 10 分，共 1 題）：
1. 請舉例說明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四種增強時制 (reinforcement schedu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