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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心理學者把當前這個時代叫做「憂鬱症的時代」，意思是憂鬱症（depression）的普遍性

已經與傷風感冒一樣了。根據研究顯示，人類得到憂鬱症的機制和下列那一種心理機制是

相同的？ 
(A) 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B) 逃脫與迴避（escape and avoidance） 
(C) 厭惡的增強（aversive reinforcement） (D) 阻擋（blocking） 

2. 在白色紙上畫出黑色縱橫交錯的寬線條，在這些黑色寬線條的交叉點都可以看到一個小灰

點存在，這是下列何者造成的？ 
(A) 光亮適應（light adaptation） (B) 黑暗適應（dark adaptation） 
(C) 黑暗－光亮適應（dark-light adaptation） (D) 兩側抑制（lateral inhibition） 

3. 在運動競技場上，看台上設置啦啦隊是為了要達成何種目的？ 
(A) 集中注意 (B) 責任分散 (C) 助人楷模 (D) 社會助長 

4. 小明的媽媽生了一個小弟弟，小明覺得爸媽的注意力都被弟弟搶去了，因此對小弟弟充滿

了敵意。但是，小明在爸媽面前卻又表現出對弟弟愛護有加。這種行為是下列何者？ 
(A) 替代（displacement） (B) 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 
(C) 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 (D) 投射（projection） 

5. 下列那種推理方法是以「機率」作為推理的基礎？ 
(A) 歸納推理 (B) 思緒推理 (C) 演繹推理 (D) 簡單推理 

6. 阿雄簽注樂透彩券，開獎的晚上他坐在電視機前，當號碼搖出來，阿雄發現自己中了頭彩，

興奮過度，腦溢血暈了過去。醒來後竟無法說話，阿雄所以不能說話，可能是那裡受傷？ 
(A) 網狀組織          (B) 下視丘 
(C) 大腦皮質部 (D) 邊緣系統 

7. 某一個研究中，要求來自台灣與法國的被試者回答「心目中的英雄特質為何？」結果台灣

人舉出五項，法國人舉出十七項。但是在研究結束後的私人情境中，台灣人卻對同樣的題

目舉出了二十一項特質，法國人仍然舉出了十七項。研究者認為台灣人在私人情境中較敢

於表達個人意見，而法國人卻比較不受公開或私下情境的影響。請問這個研究可能是探討

那一種主題？ 
(A) 政治效能 (B) 生命特質 (C) 基模認定 (D) 文化差異 

8. 許多科學家和音樂家，它們創造性思考的決定性頓悟都發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和地

點，如坐浴缸泡澡、在樹林中散步、或坐馬車的時候。心理學者 G. Wallace（1926）認為，

這是思考者在通過那一個階段後所產生的豁然開朗現象？ 
(A) 準備期（preparation） (B) 潛伏期（incubation） 
(C) 驗證期（verification） (D) 激發期（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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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許多當時不存在於意識狀態中的記憶和思想，在必要時，可被帶到意識之中。例如去年過

年的種種經驗，雖然不存在意識中，但若你希望提取時，就可以取得，並成為意識的一部

分。這種現象屬於下列何者？ 
(A) 潛意識 (B) 淺意識 (C) 虔意識 (D) 前意識 

10. 葛蘭特（E. Galanter, 1962）的研究指出:人要從兩加侖水中嚐出甜味，最少得加一茶匙糖。

這是指人類感官敏感度中的那種重要現象？ 
(A) 絕對閾限（absolute threshold） (B) 差異閾限（difference threshold） 
(C) 比較閾限（comparison threshold） (D) 心理閾限（psychology threshold） 

11. 有一位家庭主婦，每次出門都要回頭重複鎖門三十多次，卻仍擔心門沒有鎖好，她可能是

得了那種心理疾病？ 
(A) 躁鬱症 (B) 焦慮症 (C) 解離症 (D) 精神分裂 

12. 小女孩穿裙子被嘲笑多次後就不想再穿裙子，是因為她穿裙子的行為在心理上受到何種作

用的影響？ 
(A) 延宕作用 (B) 隔離作用 (C) 處罰作用 (D) 逃離作用 

13. 買樂透彩券或六合彩的人們常常去寺廟求取明牌，這種行為從歸因理論而言，是那種歸因？ 
(A) 個人歸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B) 內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 
(C) 態度歸因（attitude attribution）  (D) 情境歸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 

14. 在一個有關水果的概念階層中，「水果」是最高層級的概念，「香蕉」、「蓮霧」是基礎層級

的概念，請問何者擁有最突顯的概念屬性？ 
(A)「水果」           (B)「香蕉」與「蓮霧」 
(C)「水果」與「香蕉」 (D)「水果」與「蓮霧」 

15. 在心算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以運作記憶來運算，這裡所稱的運作記憶屬於下列何者？ 
(A) 感覺記憶 (B) 短期記憶 (C) 長期記憶 (D) 心像記憶 

16. 心理學者從動物行為的研究中發現，人們的閒聊具有演化上的生存價值。閒聊可以產生

緊密的聯結（bonding），透過閒聊彼此示好、結盟而團結力量。人的閒聊和下列動物的何

種行為相似？ 
(A) 猴子的「梳理」（grooming） 
(B) 白冠麻雀的鳴唱之「表達的動作」（expressive movements） 
(C) 跳舞蒼蠅的「求偶儀式」（courtship rituals） 
(D) 狼的「臣服展示」（appeasemen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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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進化心理學認為，心理機制是經過數百萬年自然選擇過程而進化的。下列有關「人類對

甜食的偏好可視為基因造成的心理機制」這句話的說明，何者最恰當？ 
(A) 因為人們所製作的食物中以甜食種類最多，所以，喜歡吃甜食比較符合一般社會

價值觀（符合大家的選擇），進而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 
(B) 因為甜食便宜且比較容易獲得，且在大部分的文化中，甜食都是人們最喜歡的食物，

所以，偏好甜食可以在多數的文化中與其他人互動，促進人際關係 
(C) 因為甜的食物含有較高的營養價值，且在人類過去的進化過程中成功地增加我們老祖

先的生存機會，從而提昇相關基因繼續生存的機會 
(D) 因為人類的基因庫中，與甜食相關的基因數最多，如果一個人對甜食有偏好，代表他

具有最多的相關基因，因而有利於生存 

18. 王大明最近流年不利，先是發生車禍撞壞車子。去銀行領錢又被金光黨洗劫一空，家中太

太又在鬧離婚。根據「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理論假設，王大

明的朋友們會如何對待他？ 
(A) 跟以前一樣地對待他 (B) 同情他，盡力幫助他 
(C) 疏遠他，認為他很不幸 (D) 怪罪他，認為是他自找的 

19. 一個精神病患的情緒非常不穩定，常常在嚴重抑鬱及焦慮狀態中，人際關係很差，對別人

的知覺有兩極化極端的反應，他常常搖擺於嚴重的精神官能症與精神病之間，其診斷為下

列何種人格？ 
(A) 依賴型人格違常（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B) 自戀型人格違常（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C) 反社會型人格違常（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D) 邊緣型人格違常（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20. 小孩練習使用筷子，從不會使用到能夾起花生米，主要須歷經何種學習過程？ 
(A) 改用湯匙盛花生米的刺激替代學習 (B) 區分使用筷子和湯匙不同的區辨學習 
(C) 咀嚼花生米的味覺訓練學習 (D) 經嚐試錯誤到熟練的操作制約學習 

21. 金先生大學畢業後出國進修，二十五年後才第一次回到台灣。到了台北市，他發現台北高

樓大廈林立，昔日住宅區變成熱鬧的商圈，都變得很陌生。回到老家後，在家裡的儲藏室

中找到自己中學時候已發黃的成績單，剎時間，許多童年往事和年少記憶都浮上心頭。這

張「發黃的成績單」屬於下列何者？ 
(A) 全現的視覺記憶  (B) 記憶模組 (C) 提取線索 (D) 心像 

22. 假如你要用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教你的狗咬起一個皮球，你很難在一旁等它

自動咬起皮球，然後再給予增強，因為他可能永遠也不會自動有此動作，此時你可以應用

下列那種方法來達到目的？ 
(A) 本能反應（instinct）                  (B) 行為塑造（shaping） 
(C) 消弱作用（extinction）                (D) 自發恢復（spontaneous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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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張自強的父親是醫生，所以張自強從小就被父親期待將來長大也當醫生，於是他遵循父

親的期望，長大後也成為醫生，從沒有想過自己是否可以選擇其他的職業。依據艾瑞克

遜與馬西亞（Erickson, E. & Marcia, J.）的觀點，張自強在個人的「認定」上是屬於下列

那一種狀態？ 
(A) 認定達成（identity achievement）  (B) 喪失主控（foreclosure） 
(C) 認定迷失（identity diffusion） (D) 延宕狀態（moratorium） 

24. 觀看色情影片通常屬於私密的行為，最多只和愛人或密友分享。若有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偷拍私密的性行為，大多數人都會同情被偷拍的受害者，並指責偷拍者。但是，當新聞

事件女主角被偷拍的色情光碟出現之後，許多人奔走相告，互相傳送，輪流觀看。此種情

況下，看色情光碟不僅不是禁忌，還變成為公開話題。朋友相遇時，還會互問「你看了沒

有？」進而對被偷拍者品頭論足。人們之所以有如此行為，可以用下列何者說明？ 
(A) 順從（conformity） (B) 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C) 社交恐懼（social phobia） (D) 團體懈怠（group loafing） 

25. 從進化的觀點，男性繁衍後代的策略，傾向下列何者？ 
(A) 多偶多子女 (B) 單偶多子女 (C) 多偶少子女 (D) 單偶少子女 

26. 以「一年 12個月 365天」的方法來加強記憶「日本富士山的高度是 12365呎」，所運用

的記憶法則最主要為下列何者？ 
(A) 聯想法 (B) 背誦法 (C) 軌跡法 (D) 檢核法 

27. 嬰兒發現新穿的襪子會發出叮噹聲後，開始不斷的踢腳，並面露笑容。此行為代表皮亞傑

（J. Piaget）所說的下列何種反應？ 
(A) 再認（recognition） (B) 投射（projection） 
(C) 循環反應（circular reactions） (D) 輻合反應（convergent response） 

28. 嬰幼兒大約在那一個年齡階段時，其依附行為會逐漸組織成一具有統整性的行為系統？ 
(A) 0-3 個月 (B) 6-12 個月 (C) 15-24 個月 (D) 27-39 個月 

29. 小明可以將一些竹片依長短順序正確的排列好，此行為與下列何種認知能力的發展

最相關？ 
(A) 律則推理（nomothetic inference） (B) 分類推理（classified inference） 
(C) 遞移推理（transitive inference） (D) 假設推理（hypothetic inference） 

30. 依據研究發現，嬰兒猝死症可能是多項因素合併造成的結果。但近來臨床上的研究則強

調，嬰兒睡覺的姿勢可能與嬰兒猝死症的發生有關。為減少嬰兒猝死症的發生，依據醫師

的建議，嬰兒的睡姿以下列那種方式較安全？ 
(A) 趴睡 (B) 側睡 (C) 仰睡 (D) 彎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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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有關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三版（WISC-Ⅲ）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本測驗為團體測驗 (B) 本測驗主要測量創造力 
(C) 本測驗適用於視障或聽障兒童 (D) 本測驗適用於六至十六歲者 

32. 「在傳統台灣社會中，男生長大要外出工作，女生長大則應在家中教養孩子、整理家務、

善盡家庭主婦之職責。」以上敘述所指概念為何？ 
(A) 性別角色 (B) 性別順向 (C) 性別恆定 (D) 性別發散 

33. 幼兒能從事延宕模仿（deferred imitation）時，我們可以推論該幼兒可能已萌發下列何種

心智運作能力？ 
(A) 表徵能力（representational ability） (B) 社交語言（social speech） 
(C) 可逆性（reversibility）  (D) 調適（adaptation） 

34. 從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觀點而言，嬰幼兒在不同認知發展階段會出現不同形式的遊戲行為。

「象徵遊戲（symbolic play）」大約是出現在那一個認知發展階段？ 
(A) 感覺動作期 (B) 運思預備期 (C) 具體運思期 (D) 形式運思期 

35. 下列有關性別發展的論點，何者正確？ 
(A) 心理分析論主張「兒童透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塑造性別」 
(B) 認知發展論主張「性別恆定（gender constancy）引導性別角色學習」 
(C) 性別基模論主張「生物遺傳基因（gene）改變性別角色」 
(D) 社會認知論主張「對同性別父母之認同（identification）過程」 

36. 下列那一個時間最適宜執行遺傳諮商？ 
(A) 在懷孕之前 (B) 在懷孕的時候 
(C) 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 (D) 生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孩子之間 

37. 兩個月大的寶寶聽見窗外的鳥叫聲，轉頭注意去聽，聽了五分鐘後沒興趣了，就轉回頭來；

當窗外又傳來汽車喇叭聲，寶寶再度轉頭注意去聽，下列選項，何者可說明這個過程？ 
(A) 系統化—去系統化 (B) 集中化—去集中化 
(C) 習慣化—去習慣化 (D) 社會化—去社會化 

38. 「有奶便是娘」對初生的小恆河猴並不盡然。小猴子喜歡依偎在無奶但柔軟的絨布母猴身

上，只有需要吃奶時才跑到鐵絲做的母猴身邊吸吮，吃完了立刻又回到絨布母猴身旁。這

個現象可說明下列何者？ 
(A) 母親的撫摸無法解除焦慮，且無法建立依附關係 
(B) 對母親的依附，和母親所給予的食物有關 
(C) 依附行為的產生，舒適比食物更重要 
(D) 依附行為與去社會化過程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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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鮑比（J. Bowlby）認為社會依附的功能為：「使嬰兒隨時視環境的狀況，調整其與母親間

的距離」。下列何者是鮑比給予此機制的名稱？ 
(A) 社會調整控制系統 (B) 情緒調整控制系統 
(C) 距離調整控制系統 (D) 目標調整控制系統 

40. 依據艾瑞克遜（E. Erickson）的觀點，18 個月大到三歲是人格發展第二個階段，此時幼兒

經由何種特質可以學會遵守合理的規則？ 
(A) 獨立自主 (B) 積極進取 (C) 羞愧懷疑 (D) 認同分化 

41. 下列何者不屬於湯姆斯、卻斯以及博奇（Thomas , Chess & Birch, 1956;1968;1984）等人在

氣質研究中所列出的九項行為特徵？ 
(A) 適應性 (B) 情緒品質 (C) 秩序性 (D) 反應強度 

42. 四歲半的小蘭在托兒所裡一面畫圖一面自言自語：「我給狗狗畫一個蛋糕，也給貓咪畫一

個漢堡。」依據維高斯基（L. S. Vygotsky）的看法，小蘭這種行為具有何種意義？ 
(A) 橫跨推理的表象反應 (B) 萬物有靈的特質反應 
(C) 認知成熟的思考方式  (D) 表達情緒的自我溝通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染色體異常？ 
(A) 特納氏症（Turner syndrome） 
(B) 愛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 
(C) 唐氏症（Down syndrome） 
(D) 克萊恩費爾特氏症（Klinefelter syndrome） 

44. 小華今年五歲，因父母離婚而被迫離開母親，從此和父親及繼母一起生活。從兒童發展的

觀點來看，這件事對小華可能會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A) 年齡常模影響（normative age-graded influences） 
(B) 創傷事件影響（post traumatic syndrome influences） 
(C) 非常模影響（nonnormative influences） 
(D) 歷史常模影響（normative history-graded influences） 

45. 在研究孩童的社會技巧時，若採用「以同伴提名」的方式，所運用的是下列那一種社會技

巧研究方法？ 
(A) 評定等級法 (B) 評量表法 (C) 命名法 (D) 社會計量法 

46. 一名剛上小學的兒童，被老師發現他可以上台表演唱歌跳舞與說故事，但是難以學習閱讀

故事書，他可能是下列那種兒童？ 
(A) 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 
(B) 智能不足與自閉行為（mental retardation and autistic behavior） 
(C) 注意失調與過動（attention-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D) 情感失調（affectiv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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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下列敘述，何者可說明幼兒使用電報語言的方式？ 
(A) 所有幼兒都使用同樣的電報語言方式 
(B) 幼兒使用電報語言方式有個別差異 
(C) 幼兒使用電報語言的方式，不因母語種類差異而不同 
(D) 幼兒使用電報語言的語彙排列，不一定與其所聽到的一致 

48. 有關聾啞孩子的語言發展，下列描述那一個是不正確的？ 
(A) 聾啞孩子的手勢語是一種自然的語言 
(B) 聾啞孩子的手勢語言的發展跟一般語言的學習很相似 
(C) 聾啞孩子的手勢語言有時有溝通上的限制 
(D) 聾啞孩子的手勢語言不能表達抽象意念 

49.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新生兒囟門的情況？ 
(A) 在頭頂共有二個囟門 (B) 在頭頂共有四個囟門 
(C) 在頭頂共有六個囟門 (D) 在頭頂共有八個囟門 

50. 若研究者想瞭解目前國內四、五、六歲幼兒幾何概念發展的差異，並預期在四個月內完成

此研究，則研究者採用下列何種研究設計方式最為恰當？ 
(A) 階梯研究   (B) 縱貫研究 (C) 逆勢研究 (D) 橫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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