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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及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招生考試 

心理學試題 

 

適用學系: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選擇題：（54%，每題 2%） 

1.關於從眾行為的影響因素，下列說法何者較不正確？  

（A）團體凝聚力越高，從眾壓力越強  

（B）個人控制感需求高者，從眾壓力越強  

（C）研究發現只有在面對面情境下，女性從眾性才高於男性  

（D）整體而言日本人的從眾性高於美國人 

 

2.同事都認為小白是因為太緊張，才會在主管面前表現失常，此說法用 Hieder

歸因向度分析是屬於下列何者？  

（A）內在歸因／穩定   

（B）內在歸因／不穩定  

（C）外在歸因／穩定  

（D）外在歸因／不穩定 

 

3.在遠古時代需要狩獵及捍衛土地，男性因此發展出具攻擊性的特質，此種性

別角色特質形成的說法，較屬於何種理論的觀點？  

（A）精神分析學派  

（B）生物社會學理論  

（C）社會學習 

（D）社會角色理論   

（E）認知發展理論 

 

4.人的行為是受到大腦控制，因此探索腦部是瞭解人類各種行為成因的重要管

道，此說法較屬於何種學派的看法？  

（A）神經生理觀點   

（B）行為學派   

（C）心理分析學派   

（D）認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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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態度改變理論中，有關說服訊息本身特性，下列說明何者較不正確？  

（A）論證數量越多，說服效果通常越佳  

（B）雙面訊息的說服效果通常較差  

（C）恐懼訴求，有時反而造成反效果  

（D）論證品質對高涉入者的效果影響反而大 

 

6.陳經理認為部門績效佳是自己領導有方，但當部門績效不佳時，則認為是部

屬做不好所致，他這種想法較屬於何種歸因的謬誤？  

（A）自利的歸因偏差  

（B）控制的錯覺  

（C）基本歸因謬誤  

（D）錯誤的同意性效果 

 

7.團體決策一般而言是優於個人決策，請問其原因和下列何者較無關？ 

（A）知識總和大  

（B）有廣泛的替代方案  

（C）團體極化  

（D）激發創意 

 

8.根據 Costa 與 McCrae （1989）的看法，五大人格特質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外向（extraversion）  

（B）精神特質（psychoticism）   

（C）認真（conscientiousness）  

（D）情緒穩定度（neuroticism）  

（E）體驗廣度（open to experience） 

 

9.自己還記得五歲時第一天上幼稚園的情形，是哪一種長期記憶類型？  

（A）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B）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    

（C）程序記憶（procedural memory）   

（D）以上皆是 

 

10.有關老化與記憶，根據腦神經細胞退化的說法，下列論點何者不正確？ 

（A）細胞變少，傳遞速率效率變差  

（B）杏仁核負責計畫與監督記憶  

（C）海馬迴擔任傳遞角色，將短期記憶傳至長期記憶  

（D）腦室大小會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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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精神分裂症，下列說法何者不正確？  

（A）是一種嚴重的思考、知覺及語言障礙疾病  

（B）晚發型精神分裂症約占四分之一   

（C）早發型精神分裂症不至於有幻覺    

（D）對於身處的世界有著不合理的想法，對於現實生活嚴重的扭曲 

 

12.根據皮亞傑的論點，思考的不可逆性是哪一個階段的思考特性？  

（A）感覺動作期  

（B）前運思期  

（C）具體運思期  

（D）形式運思期 

 

13.下列有關睡眠的 REM（rapid eye moment）之描述，何者有誤？   

（A）作夢發發生在 REM 階段  

（B）REM（rapid eye moment）又稱為動態睡眠  

（C） REM 階段是深度睡眠階段  

（D）REM 階段的 EEG 與深睡階段的 EEG 相同 

 

14.在我們對別人有所評論時，「月暈作用」會對我們的評論產生什麼影響？  

（A）使我們的評論較正確   

（B）使我們的評論較客觀    

（C）使我們的評論較扭曲    

（D）使我們的評論較有趣 

 

15.下列那一個敘述可以說明「基本歸因謬誤」？   

（A）窮人和受種族歧視的人，是因為這個社會不利於他們，才會陷入困

境  

（B）網球選手輸了球賽，就說太陽太大，剛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如果贏了，

就說是球技使然 

（C）學生考試考壞了，責怪自己的智力太差，努力不足；若得高分，則認

為是題目簡單考題多半是他剛好有讀到的   

（D）被強暴的女子，一定是穿得太暴露，言行也太輕浮，才會被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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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每當主人靠近魚缸，便會向魚缸中的魚撒下飼料，幾次以後，只要主人靠近

魚缸，魚兒們便會爭先恐後游向主人。在上述情況中，制約刺激為何？ 

（A）魚 

（B）魚飼料  

（C）魚缸  

（D）主人 

 

17.請問會促使一個人做內在歸因，是下列那些要素的組合？  a.高同意度  b.

低同意度  c.高一致性  d 低一致性  e 高區辨性   f 低區辨性   

（A）a、c、e   

（B）a、c、f     

（C）b、c、e    

（D）b、c、f 

 

18.美華模仿蔡依玲的裝扮和舞蹈，心理感覺好像明星般受到大家的喜愛，請問

這是哪一種心理作用？ 

（A）投射作用 

（B）替代作用 

（C）內射作用 

（D）認同作用 

 

19.四歲的忠銘，不用大人教導，第一次看到火就會自然避開，以免被燙傷，從

容格理論來看，是屬於下列何種心理現象所致？ 

（A）人格面具 

（B）集體潛意識 

（C）個人潛意識 

（D）原型 

 

20. 1960~1970 年代，心理治療的第三勢力是指下列哪一個學派？ 

（A）精神分析學派 

（B）行為主義治療學派 

（C）存在人本治療學派 

（D）家族治療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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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面對於認知行為治療取向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都採取結構性的心理—教育模式 

（B）都強調家庭作業的應用 

（C）都藉情感的表達和探索，以達到想法和行為的改變 

（D）都不重視治療中的情感轉移和反轉移 

 

22.Narcross 和 Beutler 研究發現雖然諮商理論各有差異，但是卻有共同的治療

因素（common factors），下列哪一個不是有效治療的共同因素？ 

（A）發展治療聯盟 

（B）情緒宣洩時機 

（C）當事人的正向期待 

（D）治療師的積極指導 

 

23.下面心理學家和其提出之重要概念間的配對，何者有誤？ 

（A）Freud-Unconscious     

（B）Adler-Personifications     

（C）Kelly-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D）Cattell-Source traits         

 

2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describe personality factors is 

CORRECT？ 

（A）Neuroticism: Sociable vs. retiring      

（B）Openness: Independent vs. conforming 

（C）Agreeableness: Well organized vs. disorganized  

（D）Conscientiousness: Worried vs. calm  

  

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Operant Conditioning is WRONG？ 

（A）Negative reinforcement can increase behavior. 

（B）Extinction means,“to give aversive stimulus following behavior.” 

（C）It is about the effect certain kinds of consequences have on the frequency 

of behavior. 

（D） When a child completes his homework on time, his teacher praises him. 

This is an example of “positive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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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據 Botholomew 的分類，下面哪一個人較像是摒棄型依戀型？ 

（A）玫妝：覺得依靠男友不如靠自己。 

（B）綾容：覺得自己不夠好，但是男友也太花心了。 

（C）甄嬛：願意為男友付出，也相信男友對她的感情。 

（D）華菲：常常擔心男朋友會移情別戀，因為自己還不夠好。 

 

27. 下面關於 Rotter 的社會學習理論的敘述何者為誤？ 

（A）Rotter 認為行為發生的可能是對行為結果的預期，以及該結果的價

值所共同決定。 

（B）小明這次未得到升遷，他認為這是因為上司有私心。這是一種外控

信念。 

（C）研究發現：內控的人具有較差的心理健康。 

（D）此理論認為人格是既穩定，又具變化的。 

 

二、解釋名詞（21%）： 

1.何謂基模（schema）？如何解釋基模引起的記憶失真？（6%） 

2.生理回饋（biofeedback）（5%） 

3.自我效能（self-efficacy）（5%） 

4.空椅技術（empty-chair technique）-請寫下諮商技術的創始者（1%）與內涵

（4%） 

 

三、簡答題（10%） 

1.何謂歸因理論？請說明組織管理者可以如何使用歸因理論來進行組織管

理？ 

 

四、問答題（15%） 

1.何謂工作動機？請以心理學的觀點說明之，並說明這些觀點如何應用在組織

的實務層面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