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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否則不予計分。

下列何者支持硏究有良好信度？
A.

研究中測量強迫症的工具與醫師的診斷相似度很高

B.

治療的研究以 double-blind 的方式進行

C.

在 1999 年進行的研究在 2019 年得到類似的結果

D.

行為治療的研究將年齡、教育程度及性別作為控制變頊

2. 下列哪位心理學家認為小孩像一張白紙，並聲稱可以透過養育過程把他們變成你想要的樣貌？
A.
B.

C.

D.

Sigmund Freud
John Watson
Abraham Maslow
William James

;3, 下列何者屬於中樞神經系統？
A. 交感神經系統
B. 運動神經元
C. 感覺神經元
D. 脊髓
以下有關大腦的敘述何者有誤？
A. 大腦的基本構成為神經元
B. 大腦的神經細胞自出生後就開始減少．無法再增加
C. 主要聽覺皮質位於顳葉
D. 主要體感覺皮質位於頂葉
iS. 神經元細胞位於中樞神經的哪個部分？
A. 白質
B. 腦室
C. 灰質
D. 神經節
以下神經元結構中訊息傳導的方向何者是正確的？
A. 細胞體 ➔ 突觸 ➔ 軸突 ➔ 終端鈕 ➔ 樹突➔ 細胞體
B. 細胞體 ➔ 軸突➔ 終端鈕 ➔ 突觸 ➔ 樹突➔ 細胞體

C. 細胞髏 ➔ 樹突 ➔ 終端鈕 ➔ 突觸 ➔ 軸突➔ 細胞體
D. 細胞體 ➔ 終端鈕 ➔ 樹突➔ 突觸 ➔ 軸突➔ 細胞體

神經細胞訊號傳導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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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電位傳導
B. 化學傳導

C. 音波傳導
D. 電化學傳導
�- 下列神經傳導物質與相關疾病的配對· 何者關係最密切？
A 乙醯膽鹼；焦慮症
B. 血清素；阿茲海默症

C. 胺基丁酸；憂鬱症
0. 多巴胺；精神分裂症
9. 當額葉受損時．下列哪些功能可能會受影囓？
I. 執行功能；

11. 語言理解；

Ill. 動作；

IV. 空間推理能力

A. I 、 Ill
B. I 、 II 、 Ill
C. II 丶 111 、 IV
D. I 、 Ill

、

IV

10. 下列何者是藥物用以提高特定神經傳導物質運作的方法？
A. 減少神經傳導物質的前驅物
B. 阻斷神經傳導物質的接收
C. 抑制神經傳導物質的回收
D. 促進神經傳導物質的分解
11. 關於聽覺，何者有誤？
A. 內耳包含耳蝸· 屬於聽覺接收器．負責處理聽覺訊息。
B. 兩耳分別透過接受同 一 音的強弱差異．來分辨

、

判定音源的方向與距離。

C. 聲波起伏的頻率相關的知覺向度是聲音強度
D. 聽覺會隨著年齡變得不敏感．退化的順序通常先是高音．最後才是低音。

12. 在吵雜的夜店中·連朋友的對話都聽不清楚·但突然聽見鄰桌有人提到自己的名字·請問這在心理學叫
做什麼現象？
A. 月暈效應
B. 雞尾酒會效應
C. 巴南效應
D. 心有靈犀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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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ip-of-the-tongue 是那個記憶的歷程的問題？
A.
B.
C.
D.

storage stage
encoding stage
consolidation stage
retrieval stage

14. 行為學派對於 specific phobia 的病因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經由負增強習得恐懼的反應．再透過正增強維持了逃避的行為。

B. 經由古典制約習得恐懼的反應．再透過負增強維持了逃避的行為．
C. 經由正增強習得恐懼的反應·再透過負增強維持了逃避的行為。
D. 經由古典制約習得恐懼的反應．再透過正增強維持了逃避的行為。
15. 小明的老師在他沒有出現干擾行為時會給他—顆星星·集滿一定星點就可以換玩具，此－策略是應用何

種心理學原理加以設計？
A. 古典制約的配對學習

B. 古典制約的削弱作用
C. 操作制約的初級增強
D. 操作制約的次級增強
16. 下列有關記憶的敘述何者正確？
A. Buckhout (1975) 指認嫌疑犯的研究．證人的記憶可信度可達七成左右。
B. 研究發現可透過問話的引導．建構兒童對於特定事件的 false memory·

C. 研究發現對於成人．較難以用問話的引導影鬢個體的記憶正確性．
D. 研究發現 false memory 大多是發生在知覺的建構歷程．而非回憶時的推論過程。
17.

聆聽演講的聽眾通常對於演講最後的部分印象可能最深刻· 這現象稱為？
A.
B.
C.
D.

18.

primacy effect
recency effect
latent learning
implicit learning

下列有關注意力與知覺歷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兩者皆為對於外界刺激的 bottom-up 訊息處理歷程．不受 top-down 歷程的影霫。
B. 注意力的運作較受 top-down 歷程的影鬢．傾向注意內在狀態引導的訊息；而知覺的運作主要根據

外在訊息進行 bottom-up 的解讀．
C. 注意力的運作較受外在訊息 bottom-up 歷程的影饗；而知覺的運作主要受到內在狀體的影鬢．是
top-down 為主的歷程．
D. 注意力與知覺的運作皆受到 top-down 歷程的影囓．在意識層面僅注意到內在引導重要的外在訊

國立政治大學
考試 科

目I普通心理學

108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

系所別丨心理學系二阜多及｀

第

4 頁，共 8

頁

博試時間I 7月10日（三）第二節

息，也會因內在狀態而對訊息有不同的知覺。
19. 下列有關整夜睡眠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根據美國睡眠醫學會的標準，睡眠階段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B. 整晚的睡眠會先進入非快速動眼睡眠再進到快速動眼睡眠．大約 90 分鐘一個循環，整夜有多個循

環。
C. 快速動眼睡眠多分佈在前半夜．而慢波睡眠則多在後半夜。
D. 嬰兒時期的快速動眼睡眠所佔比例最高。
20. 請問以下哪個部位是抑制睡眠狀態，提升清醒狀態主要的腦區？
A.

網狀活化組織

B. 海馬迴
C. 頂葉
D. 眼眶前額葉
21. James-Lange 理論主張何種反應是情緒剌激出現後的第一順序？
A.

臉部表情

B. 生理激發
C. 認知評估
D.

主觀經驗

22. Schachter & Singer 的情緒二因子理論當中的二因子指的是

A. 一般性的情緒生理激發與認知解釋共同決定情緒
B.

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系統的交互影響決定情緒

C. 中樞與自主神經系統的情緒反應共同決定情緒
D. 主觀情緒經驗與特定情緒的生理反應共同決定情緒
23. 以下何者不屬於 Somatic Markers Hypothesis 的敘述？
A.

決策會受到過去的情緒經驗的影響。

B.

前額葉的連作在風險相關決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C. 人類的決策即便在誘發情緒的狀況下仍然會透過理性思維判斷最適合的行為反應。
D. 情緒反應可以透過生理激發引導個體避開危險與不利的情境。
24. 下列有關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會展現出快樂、愉悅、攻擊等行為。

B.

對於可產生、引發正向感受的刺激反應敏感。

C. 太強會導致過度警覺，引發焦慮相關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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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太弱會產生憂鬱的狀況。
25. 下列哪些屬於 Paul Ekman 在針對西方人和新幾內亞原始部落居民的臉部表情進行研究後提出的基本情

緒類別？
I: 快樂；
A.
B.
C.
D.

II: 憤怒；

111: 悲傷

IV: 嫌惡；

V: 羞愧；

VI: 驚訝

I, Ill, IV, V
I, 11, Ill, IV, VI
I, II, Ill, IV, V, VI
I, Ill, IV, V, VI

26. 下列何者為情緒調節重要的區域？

A藍斑核
8. 杏仁核
C乳頭體
D. 海馬迴
27. 小孩之動作發展大概幾歲可獨立步行？
A.
B.
C.

D.

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
五個月到十個月之間
九個月到十二個月之間
十一個月到十四個月之間

28. 人類行為發展常有最佳時機，在此時期若未能建立，則可能無法充分發展。此一時機稱為
A. sensitive period
B. critical period
C. absolute period
D. learning period
29. 孩子在外界環境中，經由嘗試來獲得物理和社會世界如何運作的理論，為 Piaget 的認識論中的哪 一 項

目？

A.
B.
C.
D.

schemas
assimil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of mind

30. 新生兒在哪個階段會發展出 object permanence 的概念
A.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B.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C. sensorimotor stage
D. preoperational stage

31. 小花今年5歲，如果在她面前將長玻璃杯裡的果汁倒入較低而寛的玻璃杯，詢問小花：「現在果汁是變
多還變少？」 ，根據認知發展理論的推測，小花最可能會回答？
A. 沒有變，都一樣
B. 變少了
C. 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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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果汁不見了！
32. 根據 Kohlberg 的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若一個小孩對於偷拿過於昂貴的藥物以救治生命垂危的
親人認為這是錯的，因為違反了法律，他的道德發展階段在
A.
B.

C.

0.

Pre-conventional level
Conventional level
Post-conventional level
Ego centric level

�3. 在3歲的小美面前將鉛筆放到空的糖果盒中，詢問待會兒爸爸來時他會覺得糖果盒中是什麼東西，妮妮
最可能的回答是
A. 糖果
B. 鉛筆
C. 糖果跟鉛筆
D. 不知道
34. 下列何者不屬於 Thomas 及 Chess 提出的九大氣質向度？
A 趨避性
B. 情緒性
C. 適應性
D. 注意力分散度
135. 根據 Harlow 一 系列以猴子為對象的實驗，當眼前有可以提供奶水的鐵絲媽媽跟沒辦法提供奶水的絨布
媽媽，猴子會有什麼反應？
A. 猴子多數時間爬在鐵絲媽媽身上
B. 猴子大都抱在絨布媽媽身上
C. 猴子呈現矛盾的反應，在兩者之間跳躍
D. 猴子會花大約 一 半時間攀附在鐵絲媽媽身上，一半時間在絨布媽媽身上
136. 下列何者是 anxious-avoidant attachment 型態的小孩，當她面對陌生人的情境時，媽媽離開又回來時，
會出現什麼反應？
A. 會抱著媽媽大哭
B. 會若無其事不跟媽媽互動
C. 會表現出抗拒跟媽媽互動的行為
D. 會一下想互動，一 下又很抗拒
37. 下列何者並非硏究當中量測嬰兒注意力之指標？
A. 嬰兒心跳的速率變化
B. 嬰兒伸手觸碰刺激物的次數
C. 嬰兒凝視刺激物的時間
D. 嬰兒吸吮奶嘴的速度變化
!38. 下列認知能力的發展何者最慢？
A. 注意力

B.

C.

記憶力

執行功能
D. 語言能力
139. 張先生近兩年來幾乎天天都感到心情不佳，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對過去有興趣的事物也越來越沒有興
趣，在總統大選之後，因為支持的候選人落選而常感到非常難過，覺得未來沒有希望，某一天他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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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老闆指責返家後選擇在房裡上吊自殺，請問他可能罹患了下列何種疾患？

A.
B.
C.
D.

Paranoid Disorde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0. 下列何者屬於 schizophrenia 的負性症狀？
A. 幻聽。

B.

缺乏邏輯的語言表達。
被害妄想。
D. 社交退縮。
1. 下列何者符合 schizophrenia 近期修正後的 dopamine hypothesis ?
A. 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 活性過高與 positive symptom 相關。
8. mesocortical dopamine pathway 活性過低與 positive symptom 相關。
C. 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 活性過低與 negative symptom 相關。
D. mesocortical dopamine pathway 活性過高與 negative symptom 相關。
2. 下列有關家庭的 emotion expression (EE) 程度與 schizophrenia 的關聯性的描述何者正確？
A 實證研究發現 EE 與 病程發展無關 。
一
8.
高 EE 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 。
C.
高 EE 家庭的患者在症狀控制後再復發的關聯性最高。
D. 低 EE 家庭的患者負性症狀的程度較嚴重。
3. 下列何者非 dissociative disorder 的特徵之 一 ？
A. 感覺世界存在一種不真實感。
B. 出現聽幻覺。
C.
出現選擇性的失憶。
D. 出現新的身份與性格。
．下列關於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的敍述，何者正確？
A. 與 schizophrenia 在基因上有相當的共通性。
B. 盛行率以男性居多。
C. 常伴隴有妄想。
D. 經常無法記得一段時間發生的事件。
5. 下列何者非解離性身份疾患的危險因子？
A. 容易被催眠。
B. 童年的創傷經驗。
C. 慢性壓力。
D. 高度幻想特質。
6. 下列關於不同疾患的特性，何者錯誤？
A.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worry 為其核心。
B. specific phobia -特定事物和情境引發 fear 的反應。
C. panic disorder- 過度的 anxiety 反應。
D. acute stress disorder -重大創傷事件所引發。
7. 下列何者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最佳的例子？
A. 珍珍期末考不及格，大華歸因是因為珍珍最近感冒的關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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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珍珍期末考不及格，大華歸因是因為珍珍不夠認真。
珍珍得到書卷獎，大華歸因認為他只是幸運。
D. 珍珍得到書卷獎，大華歸因認為他很努力學習。
48. 下列何者並非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的元素之 － ？
A. Intimacy
B.

Passion
C. Commitment
D. Sacrifice
陋 ． 基於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 central route persuasion 最適合下列那種型態的顧客？

A.

動機高、能夠了解資訊的顧客
B.
動機高、無法了解資訊的顧客
C. 動機低、能夠了解資訊的顧客
D. 動機低、無法了解資訊的顧客
�o. 某銷售人員先給予顧客小禮物，吸引顧客到店裡之後再積極推銷更貴的產品，此種策略稱為
A.
B.

C.

D.

Men-in-the-room
Foot-in-the-door
Door in the face
Low-balling

備

註

l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試題請隨卷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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