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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彭博老師解題 

 

一. 試述人們從眾（conformity）的兩種主要原因。（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本題首先說明從眾行為的定義與內涵及其類型。 

從不同層面說明影響從眾的原因，題旨要求寫出兩種主要原因，考生無論舉出何種原因，都

應敘明理由與理論，有所依據的申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擬答】： 

從眾 (conformity)  是指個人或群體中的少數在想像或者真實存在的群體環境下，放棄原有的

態度，改變自己的行為或意見使其與多數人相一致的行為。從眾行為之產生，是因為當個體

態度與群體不一致時，個體會需要承受較大的心理壓力，此時從眾行為就是一種「個體試圖

用來解除自身與群體不一致的不舒適感覺，增加安全感，以求得心理上平衡的策略與態度。

從眾又可分為兩類： 口服心不服的從眾， 心服口服的從眾。 

口服心不符的從眾（表面上的從眾）並非發自內心的認可這樣的行為，但是屈於外界壓力

只好表現出符合外界要求的行為，其實的內心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屬於順從 

(compliance) 的一種。  

心服口服的從眾:接受 (acceptance)群體的意見與態度，個體除了行為上的從眾，還發生

了信念上的改變，自主性認為群體的意見是正確的。 

無論是第一類或第二類的從眾行為，影響人從眾的原因可分為群體因素、情境因素跟個人因

素三大類。 

群體因素 

團體向心力: 

當個體所屬的團體向心力較強，團員彼此間越熟識，彼此的人際吸引力越大，個體感受

到的團體壓力也越強烈，內團體的壓力，驅使個體較傾向有從眾行為。 

團體意見一致性: 

當團體成員意見或行為一致性很高時，個體從眾的機率也大。 

團體大小: 

米爾葛蘭等人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持某意見的人數越多，採取某行動的人數越多，所形

成的社會壓力就越大，越容易使個體發生從眾行為。 

情境因素 

信息模糊程度: 

當情境模糊，個體無法準確判斷何種選擇才是正確時，從眾的情形就會大幅提高。 

對所判斷事物的熟悉度: 

人們面對自己熟悉的題材時，有較大的自信心，因此從眾的行為較少。 

行為的公開性: 

匿名的情境降低了團體壓力，不需要擔心因為選擇與多數人不一致而遭受非議。 

權威人士的影響: 

人們傾向於聽從權威者的意見，權威者多被認為比較優秀，其判斷較容易受人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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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 

人格特質: 

研究顯示智力較低下、自信心不足、易焦慮者、亦接受暗示者，以及需要得到社會讚譽

的人有較大的從眾性。 

社會地位: 

中等社會地位者比社會地位高或低的人容易表現從眾行為。 

文化差異: 

在集體主義較盛行的文化下生長的人，比在個人主義社會下生長的人更容易表現從眾行

為。 

綜觀以上各類影響從眾的因素中，以群體因素的團體的向心力、一致性、文化因素與個人因

素的人格特質屬於服從性較高、焦慮、自尊心較低、易接受權威者或團體訊息暗示以及對於

社會知覺偏於內團體偏差性格者，較容易產生從眾行為。因為團體的向心力與一致性與文化

因素也有關係，集體或威權主義的政治宗教社會文化環境，較容易有壓力規範性氛圍產生從

眾行為，而個人人格特殊特質配合對社會模糊訊息的認知解讀習慣，也易產生交互加成作

用，產生從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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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内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5 分）請說明其前因及影響結果。（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解釋何謂內在動機的意涵。 

說明產生內在動機可能的因素與理論。 

說明內在動機的重要性與影響及如何培養內在動機的方式。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擬答】： 

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是指對活動或學習本身產生興趣，參予活動與學習過程

樂在其中，過程本身帶來心流經驗和滿足。內在動機與好奇新、正向情感、成就感、自尊維

持、追求自我實現意義等有密切關聯。具有內在動機的人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幸福

感，較少焦慮和抑鬱的負面情緒，更多快樂和其他正面情緒，更高自尊感與恆毅力，更多關

注自己的個人成長而非與他人相較。 

Deci & Ryan 提出自我決定理論（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認為人們產生學習的內在動

機，需滿足三個心理需求： 

能力（competence）：當我們需要完成一件事自然需要相對應的能力，有了一定成熟的能

力後，個人更能有高自我效能且有效地完成他想做的事。 

自主（Autonomy）：增加自主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試著問自己，哪些事情是重要的？為什

麼如此行動？這樣我們能一定程度的釐清自己行動的理由，減少一些對外部因素的依賴。 

連結（Relatedness）：我們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增加與他人的連結，像是參與一些

自己有興趣的活動或是偶爾安排時間和朋友閒聊，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的不單純是連結的

數量，而是與他人關係的質量。當一個行動獲得親友或是重要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時，也能

推進我們的內在動機。 

提高內在動機的方式可以由幾項方法及其影響結果： 

正向回饋：當有機會提供回饋給他人時，先關注在他人已完成且進步的地方，並從表現上

而非目標給出建議。 

提供選擇與機會：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設定彈性工時、一些自主時間、或是讓個人為自己設

定目標等，都可以增進個人的自主性與內在動機。 

減少外部物質性的獎勵增強：激勵是我們持續下去的原因之一，但過多的外在增強往往會

造成依賴，尤其是原級增強，如滿足生理的物質需求，產生過度辯護效應，一旦外在獎勵

改變或者消失時，內在動機也會跟著消除，但外在增強，有時可以引導內在動機的出現與

努力的目標與方向，因此，外在動機仍是有其價值的。 

內在動機具有下列優點，例如增進心理健康，增加挫折耐受度，對從事作業時的正面效果

影響較多、及較少物質依賴濫用， 內在動機較高的學生，表現得更堅毅，也較不會輟

學。內在動機也是成人在職場上表現、持續以及生產力的一大因素，尤其產生不同創造力

產品的可能性與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內在動機可以是長期的、自主性高的。但建構這類動機的努力，通常也等同推廣學生學習

的努力。這種努力常聚焦在主題本身而非賞罰，尤其當產生心流的狀態，更讓學生不因為

外在獎賞而受到影響。 

培育內在動機的努力在影響行為上可能會耗費較多精力與時間，且可能需有特殊與冗長的

準備。學生都是差異個體，因此可能需有多種方法來激勵不同的學生。知道自己學生的興

趣與性向為何，需要老師真正地了解學生的差異，給予適性的引導與發展，總之，內在動

機固然重要，但外在動機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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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班都拉（Bandura）的社會學習論，何謂「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5 分）自我效能的來源有那些?(20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說明班杜拉對於自我效能概念的所下定義與內涵及其特性。 

依據班杜拉的理論，說明影響自我效能的四種因素與可能來源。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擬答】： 

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由社會認知論學者班杜拉(Bandura)於 1977年提出，他根據心理

學的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提出以自我調整學習為核心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而自我效能為其中的核心概念 。班杜拉認為只有環境增強無法引發人類的行為，

除非透過個人認知過程產生效果，即所謂個人-行為-環境交互決定理論。因此，班杜拉認為

自我效能是個人預期是否能夠達成賦予的特定任務的能力和信念，具有一套內在的評估與解

釋過程，而這個內在過程形成個人對事物的概念、信念與自我概念，因此，班杜拉認為自我

效能決定了個體不管是其最起始的行為，還是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或是在面對壓力和困境

時，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產生動機、認知資源及行動以符合某個情境的要求，盡力達成目

標。也就是人的自我效能信念會影響他們所做的選擇、他們的抱負，下多少心力在特定的任

務上，以及面對困難及挫折的時間時能夠堅持多久。 

Bandura 認為自我效能不僅隨情境而不同，也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改變，自我效能的性質，可

歸納為:  

自我效能是動態的，他並非固定不變或被動消極的。  

自我效能具有特殊性，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效能。 

自我效能是多向度的，而非單一整體的概念。 

自我效能具有個別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能，而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裡，也可能有不

同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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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是一種衍生性的能力，具有統整行為的力量。 

自我效能具有發展性，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效能，其作用亦有差異。 

自我效能為認知機制之一，是影響行為改變的要素。 

自我效能是可以訓練的，藉由效能訊息的提供以增進個人的自我效能。 

依據班杜拉的觀點，他認為影響個人自我效能的因素與來源有下列四種。 

行為表現的結果(performance attainment) 

個人過去的成敗經驗，這是影響效能判斷最大的因素。個人對自己的效能判斷往往根據以

往的經驗，若一個人某種行為獲滿意成就時，以後對獲得該成就的自我效能就便可能提

高，但習得的無助感，其自我效能可能會降低，即成功的經驗可以提高效能，重覆的失敗

則會降低效能。然而，若個體已建立高效能後，偶而的失敗不會構成威脅，因為高效能者

在失敗時會歸因於努力不夠或策略不當，而不會歸因於能力低。  

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 

個人不只以自身的經驗做為自我效能的資訊來源，透過觀察別人行為的表現，可判斷本身

掌握相對活動的能力，如果觀摩他人成功地表現類似的行為，尤其被觀察者與自己相似時

(如同年齡、同性別或能力等)，則會提高觀察者評估類似事情的自我效能。  

口頭的說服(verbal persuasion) 

藉著他人口頭的指導和鼓勵，使個體相信他有能力達成目標，即可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但

如果個人無法成功地完成目標或他人的期望，其自我效能即會迅速下降。因此，此種方式

所引發的效能期待，若沒有伴隨具體的經驗，其效果可能是微弱的、 短暫的。 

情緒激起(affective exciting) 個人情緒的穩定會影響自我效能的發展。個體面對情境

時的情緒，是反應壓力的焦慮程度，當情緒被激起的程度愈大愈不穩定時， 對效能低落

的影響越大，因為人們有時藉著情緒引 起的生理狀態來判斷其能力及受傷害的可能性，

面對壓力情境時，若激動或緊張過大，個人則會預期自己的行為能力將減弱，而降低自我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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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ress disorder PTSD）? （5 分） 

請說明其主要症狀。（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說明創傷壓力症候群之定義及其發生的原因。 

列舉創傷壓力症候群的急性與慢性症狀及對身心的影響。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擬答】：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是遭逢重大創傷的事件

後，出現的嚴重壓力疾患。受創傷個人曾目擊、經驗、或被迫面對一或多種事件，牽涉實際

發生或未發生，但構成威脅至死亡或身體傷害等。發病的原因: 一般是遭逢極度的創傷事

件，加上個人本身體質的雙重影響所致。可能與先天遺傳基因、個性特質、後天環境、過去

創傷的經驗都有關係。例如：身體上被攻擊，嚴重家庭暴力或強暴，在嚴重的車禍、飛機、

或船難中受傷；身體或心理因自然災害而受創，例如颱風、洪水、或龍捲風；得知親密朋友

或親人突然、意外的死亡；得知子女罹患了致命疾病。目擊死亡或嚴重傷害，如恐怖活動。 

主要症狀可分為三類：過度警覺、逃避麻木、及再度體驗創傷。而反應包括：強烈之害怕、

無助感、或恐怖感受。尤其兒童可能以混亂或激動之行為表達。 可能症狀如下： 

創傷事件，可以下列方式，被再度體驗：反覆之痛苦回憶或夢境，類似情境引發之強烈心

理痛苦或生理反應。  

持續逃避與此創傷有關之刺激，並有麻木的反應。如避開話題、創傷地點，無法記起事件

重要部分，減少重要活動與興趣，對前途悲觀，無法再愛，不期待再能有事業發展、正常

婚姻、健康小孩、或正常壽命等負面價值與想法。  

持續過度警醒。例如難以入睡或難以維持睡眠，易怒，注意力不集中，易受驚嚇等。 此

障礙總期間，超過一個月。 

造成重大痛苦，或身心功能損害，或慢性生理疾病與精神疾病。一般而言，創傷事件發生

後，幾星期之內會出現症狀並持續到 6 個月內，甚至會持續數年以上。若症狀總時期小

於 3 個月稱之為急性，若達到 3 個月或更長，稱之為慢性，若在壓力事件之後至少 6 

個月才初次發生症狀稱之為延遲初發。一般而言，上述症狀可能會發生於該創傷事件後的

任何時期，並造成患者個人的重大痛苦或損害其重大領域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