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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題 (50 題．每題 2 分） 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否則不予計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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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und Freud
B. John Watson
C. Abraham Maslo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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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stage

B. encoding stage

C. consolidation stag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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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cy effect

B. recency effect

C. latent learning

D. implicit learn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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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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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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憤怒； 111: 悲傷 IV: 嫌惡； V: 羞愧； VI: 驚訝
A. I, Ill, IV, V
B. I, 11, Ill, IV, VI
C. I, II, Ill, IV, V, V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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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
B. 五個月到十個月之間
C. 九個月到十二個月之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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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as
B. assimilation
C. accommodat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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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onventional level
B. Conventional level
C. Post-conventional leve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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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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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noid Disorder
B.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C.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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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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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高 EE 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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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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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珍珍期末考不及格，大華歸因是因為珍珍不夠認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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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in-the-room
B. Foot-in-the-door
C. Door in the fac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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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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隷 (2s訌誤籽分）選擇題靖在答案卡上作答 ， 否則不予計分 。

1. 下列何者不是描述一個分配的集中趨勢指標? (A)中位數(B)平均數(C)變異數(D)眾數。

2. 下列何者是z分配和t分配的差別? (A) 一 者為常態分配，另一者不是 (B) 一 者有兩個參數，另
一 者有三個參數 (C) 一者為左右對稱的分配，另一 者不是 (D) 一 者的變異程度永遠比另一 者來得
大。

3. 若已知全國男胜身高分佈的平均數為M• 標準差為 s' 今有一男子量測身高值為X• 關於該男子身
高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該男子準確身高為 X (B) 該男子贏過全國男性身高的百分比為 k =
(X-M) IS (C)該男子身高準確來說應為X+S(D)該男子身高有95%的機會落入X士1.96S的期間
內。

4. 關於第一類錯誤a 、 第二類錯誤郎勺敍述何者正確? (A) 由於比和 H 為獨立分配，a值與B值沒有
關係(B)a愈大p愈小(C)a+ P = 1 (D) power = 1 - a 。

5. 已知x和y的積差相關係數為.64'假定x和y的變異數均為s2 '兩者共變數為多少?(A) 0.64 s2 (B:
0.8 s (C) 0.8 s2 (D) 0.64 s 。

6. 迴歸模型 y=b。+ b1X用來描述依變項y與獨變項 x 的關係。下列敍述何者為真? (A) 常數項b。假
設為常態分配(B)獨變項 x 一定是常態分配(C)y為一常態分配(D)檢驗b1時以t檢定進行，標

準誤為」L(y-y)2/N-2。

7. 下列關於抽樣分配的敍述何者為真? (A) 任何抽樣所得的分配都是抽樣分配 (B) 標準差與 母群標
準差相同(C)理論上，抽樣分配的標準差大於母群的標準差(D)理論上，抽樣分配的標準差小於
母群的標準差。

8. 假設一迴歸模型，y = 0.1 + 0.8x , 則下列何者錯誤? (A) X和y的相關係數為.64(B) 該模型誤差
為0.02(C)該模型可以解釋64%變項y的變異(D)若將獨變項與依變項相互對調，斜率未必為0.8 。

9. 某生研究身高和體重的關係，在他的資料中，有一部分是男生另一部分則是女生 。 他以體重w為依
變項，身高h以及胜別s(女性： s = 1, 男性： s = 0), 他的迴歸模型為： w=b。+ b1 h + b2s + b3hs•

則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b。代表女生的平均體重(B)柘顯示男性平均體重與女「生平均體重的差
距(C)柘為男性身高對體重的迴歸係數(D)柘顯著不等於0時，顯示身高與體重的關係隨胜別而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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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生好奇於藥物A是否能提升老鼠的記憶表現，比較施打藥物A之前與之後的記憶表現差距，t檢
定的結果發現p值為0.005, 小於a=0.01。另一位學生則以藥物B使用相同品種、相同數量的老鼠
重複上述 實驗， 統計 結果發現p值為0.0 3, 小於a=0.05, 請問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資訊不足，
兩藥物的效果強度無法比較(B)藥物A的效果強於藥物B(C)藥物B的效果強於藥物A(D) 前

一個實驗的統計檢力 (power) 是第二個實驗的6倍。

11. 某選務工作人員記錄領票的男女生人數，針對每一亻立領票人而言，請問選務人員觀察到的機率事件
滿足下列何種分配： (A)伯努利分配(B)二項分配(C)常態分配(D)均等分配。

12. 關於 統計檢定力(powe r ) 的描述何者正確：(A)效果量和power無關(B)第一類錯誤愈大，power
愈小 (C)一般要求power需達.8 (D)樣本數愈大，power愈小。

13. 若某生進行one-waybetween-subject AN OVA得到F(2,12)= 2, MSe = 3.5。下列描述何者有誤：(A) 
SST= 56 (B)受試者人們為13(C)戶=0.25 (D) 實驗獨變項有三個水準。

14. 為研究某提升注意力藥物的效果，某硏究人員操弄了三種劑量分別為1毫克、1.5毫克以及2毫克，
並觀察注射後的老鼠（每一情境下各有五隻老鼠）在跑迷津時的表現（即，完成迷津所需的總時長）。
假設他想以1毫克組為基準，檢驗另兩 組是否與這一組顯著 不同，下列何種分析你不會建議他使用？
(A)迴歸分析(B) one-way between-sub」ect ANOV A (C) t檢定，a= .01 (D) 事前比較。

15. 在 分析網路上取 得的大量數據時，往往資料呈現指數分配而非常態分配，違反許多統計檢定的前提
假設，請問下列四種處理中，何者相對更為合適? (A)不轉換資料直接進行 分析(B)將資料取對
數轉換(C)將資料取倒數轉換(D)將資料取平方轉換。

16. 如果x和y都是次序量尺，下列何種相關 指標較為合適：(A)Cramer's V(B)Pearson's r(C)Chi Square
(D) S pear man's Rho 。

17. 某生進行o ne-waywithin-subject ANOV A時 ，檢驗實驗因子的主要效果時，F(2,12) = 2 , 誤差項均為
MSe =0.25, 已知該生在同一次分析中，同時也檢驗了受試者變項的主要效果， 結果未達顯著。試問
下列何者不 正確? (A) 實驗獨變項有三個水準 (B)受試者總共人數為5 人(C)受試者變項與實
驗獨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無法直接估計 (D) 實驗獨變項可以解釋依變項25%的變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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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18. 某心理學家想了解不同學習策略對回憶表現的影響。他操弄了四欞學習記憶列表時的策略，受試者
分成年輕組和老年組 兩組，每組的受試者都接受這四種學習策略。若已知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學
習策略與年齡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3,21) = 3 , MSe = 0.1 , 則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總共有8位
受試者(B)檢驗 學習策略的主要效果時，MSe必定為0.1(C)檢驗年齡的主要效果時，MSe未必
為0.1(D)總共有 16位受試者。

19. 某工廠品管部門要求將產品品質的變異數控制為(J' 而今隨機抽樣一批新生產的產品，其變異數為
s'試問下列何種檢定適合使用? (A) F檢定(B)z檢定(C)t檢定(D)卡方檢定。

20. 若想針對全國人民是否支持同住婚姻法進行問卷調查，在信心水準維持為95%• 上下誤差範圍為0.02
時，最少需多少樣本：(A) 200人(B)100人(C)2500人(D)5000人。

21. 有兩個轉輪上面各有0到100的數字，有兩個 學生一人旋轉一個，並將每次轉出來的數字相加記錄
下來。假設轉輪會轉出的數字符合均等分配，一共進行了50次嘗試，試問下列敍述何者成立? (A)
這50筆記錄的數字形成的分配近似常態分配(B)這50筆記錄的數字形成均等分配(C)這50筆
記錄的數字所形的分配和各轉輪的均等分配有一樣的變異數(D)這50筆記錄的數字平均數為50。

22. 假設一個 不透明袋子裏有未知數量的紅球與白球，某生由袋內隨機取出數顆球，並記錄其中出現紅
球的 個數，接著 不放回取出的球，繼續進行抽樣直至全部的球都抽出為止，試問若以抽出的紅球數
量來看，符合下列何種機率分配? (A)二項分配(B)常態分配(C)超幾何分配(D)指數分配 e

23. 下列關於卡方檢定的描述何者有誤：(A)卡方檢定假定每細格內資料個數需大於10(B)卡方檢定
可以用來檢查兩名義變項是否有相關(C)卡方檢定可以用來檢查是否資料適合以常態分配 解釋(D
卡方檢定假設每筆資料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24. 下列何者不是常用的效果量：(A)正(B) 7J 2 (C) F (D) d。

25. 有兩份智力測驗，測驗A的平均數為100• 標準差為10; 測驗B的平均數為20, 標準差為2 。 下列
相關敍述何者正確? (A)測驗A比測驗B更能涵蓋智力的個別差異(B)兩測驗的變異係數相同
(C)測驗B比測驗A更能涵蓋智力的個別差異(D)以上皆非。

詛；
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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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測驗(So%)選擇題：每題 2分。 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否則不予計分。

考 試 科 目 系所別I心理學系三年級

1. The term "mental test" was frrst popularized by . 

(A) Galton (B) Cattell (C) Binet (D) Terman

2.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quotient" was suggested by in 

(A) Galton, 1884 (B) Stem, 1912 (C) Binet, 1905 (D) Terman, 1916

3. The difference in underlying raw score points between percentiles of 90 and 99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rcentiles of 50 and 59.

(A) greater than (B) less than (C) the same as (D) of unknown relation to

4. In a— scale, all raw scores are converted to a single-digit system of scores r皿ging from 1 to 9. 

(A) digit (B) sten (C) C (D) stanine

5. Typically, errors of measurement arise from .

(A) item selection (B) test administration (C) test scoring (D) all of the above

6. The Pearson r between two halves of a test will usually _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ull instrument.

(A) overestimate (B) approximate (C) underestimate (D) none of the above

7. The mean of the split-half coefficients resulting from all possible splittings of a test is kno师 as

(A) Pearson r (B) coefficient alpha (C) mean reliability (D) none of the above

8. A_ test typically contains items of uniform and generally simple level of difficulty.

(A) speed (B) power (C) screening (D) ceiling

9. "Correlations based upon a homogeneous subset of subjects tend to be lower than for the entire group".

This is known as

(A) correlation shrinkage (B) power testing (C) restriction ofrange (D) none of the above

10. When is the Kuder-Richardson formula useful?

(A) for split-half estimates (B) when coefficient alpha cannot be used

(C) for alternate forms of a test (D) when test items are scored O or 1

11. Which of the below is an index _of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a test or scale?

(A) test-retest (B) alternate forms (C) split-half (D) none of the above

12. Classical theory assumes that measurement errors . 

借

(A) are not correlated with true scores (B) usually penalize the subject

(C) are correlated from one test to the next (D) can be determined for the individual subject

註
一、 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 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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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 目 系所另111心理學系三年級 考試時間 17 月{0 El(�)第2節

13. The degree to which items on a tes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verse of behavior the test was designed to

sample is an index of validity.

(A) content (B) concurrent (C) predictive (D) construct

14. A test has validity if it looks valid to test users, examiners, and especially the examinees. 

(A) content (B) face (C) criterion-related (D) construct

15. In valid"ty, 1 test scores are used to estimate outcome measures obtained at a later date.

(A) content (B) concurrent (C) predictive (D) construct

16. A construct 1s

(A) a theoretical, intangible quality or trait in which individuals differ

(B) any variable which permits precise measurement

(C) essentially synonymous with a concept

(D) all of the above

17. If a test measures a single construct, then its component items (or subtests) likely will be . 

(A) divergent (B) internally valid (C) heterogeneous (D) homogeneous

18. In the multi-trait multi-method matrix, the correlations down the main diagonal are _coefficients.

(A) reliability (B) e1rnr (C) validity (D) regress10n

19. In a validation study, test scores and cntenon mformatlon are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A) content (B) predictive (C) construct (D) concurrent

20. 唧ch 1 1 f eve o measurement ts most commonly employed m current psychological testing mstruments?

(A) nominal (B) ordinal (C) interval (D) ratio

21. The method of equal-appearing intervals was developed by . 

(A) Likert (B) Thurstone · (C) Guttman (D) Binet

22. A Likert scale is also referred to as a

(A) rational scale (B) summatlve scale (C) classification scale (D) ratio scale

23. The forced-choice methodology is designed to counter the problem of
(A) guessing (B) social desirability (C) distractor difficulty (D) all of the above

24. The simplest item-characteristic curve (ICC) model is the in item-response theory. 

(A) Guttm皿model (B) Likert model (C) Wissler model (D) Rasch model

25. The view that intelligence consists of about seven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was put forth by . 
(A) Wechsler (B) Sternberg (C) Thurstone (D) Guilford

備 註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二丶试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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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實驗法(50%)

1. 說明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的定義、特色、及兩者的優缺點，並舉例之。(16%)

�- 評估心理學理論的四項主要標準為何(8%)
． 關於受試者內設計和受試者間設計： (16%) 

(A)說明兩種設計的定義並舉例。
(B) 受試者間設計的優缺點為何？如何避免可能的問題？
(C)受試者內設計的優缺點為何？如何避免可能的問題？

14. 用Danders的實驗說明mental chronometry的概念(10%)

備 註1一、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

二、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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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心理學（今oJ.)

一． 請舉例說明何謂U型發展曲線(U-shaped developmental curve)。10%

二．根據Jean Piaget的威覺動作發展階段(sensorimotor stage) , • 9~ 12個月的嬰兒在認知發

展上有何重要進展？請簡要說明之。10%

三．在兒童發展理論中，強調範疇普遍性(domain-general)與強調範唁殊異性

(domain-specific)的解釋覬點有何不同？請分別舉例說明之。15%

四．請比較Lawrence Kohlberg與Carol Gilligan對道德發展的看法有何異同。15%

備

性柊函a皂扭（泣）

五.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s (請在答題時展現你對性格心理學的理解與深度）(30%)
1. Surface trait vs. source trait
2. reciprocal determination
3. anima vs. animus
4. possible selves
5. Eysenck1s personality theory

六．小明參加活動遭某人惡意排擠。面對此情境他可以嘲笑對方、跟對方講道
理 、 大堊嗆塗或是沈默以對，而最後他選捍向對方嗆磬，請嚐試以社會學習
論者J. Rotter的理論來解釋為何小明會有此種行為表現。再者，若要小明在
此種情境中願意跟．對方講道理，那又必須具備何種條件？請將你的答案緊扣
Rotter的相關理論概念加以聞述，同時在回答中請願現你本身思考的深度與
周廷程度。(20%)

註 l
一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子計分。
.::..、試題請隨卷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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