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身心理問題的模式 

 

 生物基因的理念模式 

  本模式認為行為異常或情緒障礙係由於生理的缺陷所造成，所以要透過

生理的過程來處理異常行為。常使用的處理方式包括藥物治療、飲食管制、

動手術及改善環境中不利的因素。 

 心理動力的理念模式 

  本模式許多理論與主張係根源於心理分析學派。此一模式認為行為異常

的根本不在行為本身，而在人格中若干動力部分之間存有病態的不平衡。根

據此一模式的看法，處理異常行為或情緒障礙必須從根本著手，所以強調心

理治療的方法。 

 心理教育的理念模式 

  本模式乃是從心理動力模式衍生而來，同樣重視不自覺的動機及潛在的

心理衝突。但也強調日常生活表現的實際要求；因此本模式係將心理動力模

式的理論用到教育的情境中。本模式主張「自我任務」，即透過自我了解來

幫助學生獲得自我控制。也採取「生活空間晤談」使學生查覺自己的行為所

造成的問題及後果。 

 行為的理念模式 

  本模式係從行為學派的理論衍生而來，認為行為的學習乃是依據操作制

約作用。 

 生態學的理念模式 

  本模式強調個體的各樣能力、行為與其生活環境的交互作用需要受到重

視。本模式中有一種頗為有名的處理方式即為「再教育方案」。 

再教育方案：讓兒童離開原先有困擾、不和諧的情境，在新環境接受教育，

另一方面原先不適當的場所，也接受協助改造。 

馬西亞(Marcia) 

以艾里克森的理論為依據，用危機及投入兩個要素提出人格發展類型 

類型 意義 現狀  自我辨識狀態 

早閉型 為經過自我統合危機的考

驗，受到父母或長輩的控制 

缺乏自我導向，不必

考慮現在或未來 

低焦慮低自尊 辨識預定 

定向型 擁有自主性、自我概念、理

想，並具有確定的人生目標 

自我定向 低焦慮高自尊 辨識有成者 

未定型 在自我認同追求歷程中，尚未

確定人生方向 

對現實不滿，有心改

變但難以施行 

高焦慮高自尊 辨識遲緩 

迷失型 在自我認同追求的歷程中，既

不考慮現在，也不考慮未來 

多為年齡較輕或智能

較低，少數為自我追

尋失敗的人 

高焦慮低自尊 辨識混淆 

 



行為主義之編序教材 

1. 採用填寫答案的方式(Constructed Response Type of Program)，要學生看

了問題之後，寫出答案。美國心理學者史金納(B.F. Skinner) 提出，他主

張把教材分析而編成很小的題目。在每個問題之後，要學生用很少的字來回

答。這種方式，注重考查學生回憶教材的能力。 

2. 選擇答案的方式(Multiple Choice Type of Program)，要學生看了問題之

後，在幾個答案之中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勞德(Norman Crowder)提出。他

主張在問題後面，列舉若干答案，而由學生選擇。如果他選了正確的答案，

他就可以繼續向前學習；如果選了錯誤的答案，他就要重新學習。 

 

衝突理論 

 

衝突 解釋 例如 

雙趨衝突 兩個目標中都具有個體想要的優點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雙避衝突 兩個目標中都具有個體不想要的缺點 不想寫作業，也不想被處罰 

趨避衝突 一個目標同時具備優點和缺點 巧克力好吃 但是會變胖 

雙重趨避衝突 兩個目標同時各自具備優點和缺點 A男認真上進但是窮 

B男輕浮愛玩但是富有 

 

新知識與舊知識的相關理論 

 順攝助長：舊知識幫助新知識 

 順攝抑制：舊知識影響新知識 

 倒攝助長：新知識幫助舊知識 

 倒攝抑制：新知識影響舊知識 

 

霍爾蘭職業類型論 

霍爾蘭六邊形(Holland Hexagon 或 Holland Codes)，又名霍爾蘭職業類型論，

是由心理學家約翰·霍爾蘭(又譯霍蘭德)發明，主要應用於生涯規劃及職業輔

導，藉以協助受測者了解自己人格特質，選擇能反映個人人格特質的職業 。 

 

 實務型(Realistic) - 工具，機械，自然，物理 

 科學型(Investigative) - 分析，調查，觀察，邏輯 

 藝術型(Artistic) - 創作，想像，感性，直覺 

 服務型(Social) - 合作，協助，訓練，護理 

 管理型(Enterprising) - 領導，談判，企業，策略 

 行政型(Conventional) - 組織，系統，數字，精確 

 

 



訊息處理論 

【長期記憶分為外顯記憶和內隱記憶】 

一、外顯記憶 

1.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 memory)：關於如何做一件事情的記憶。 

2.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關於一些具體的事情和情形的記憶。 

＊ 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 

意指一般性知識。語言知識和其他概念儲存的地方，像是字典、辭典或

百科全書。 

＊ 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意指個體的自傳式記憶，是個體在一生中親自去體驗和記憶的事件記憶。 

二、內隱記憶 

一種無法在正常意識中表現出來，但通過一些手段可以測量的記憶。 

 

【長期記憶的信息提取形式】 

 回憶法(recall)： 

喚起曾保存的印象、刺激回憶=>如：填空題、問答題、解釋名詞、觸景傷情。 

 再認法(recognition)： 

從過去記憶找出與資訊一致或近似的答案、已知事物再認識=>如：選擇題、

是非題、配合題。 

 序列記憶： 

這是屬於一種短暫記憶的能力，即對於所呈現的聽覺刺激或視覺刺激能夠依

序再現的能力，主要包括兩種： 

1.視覺序列記憶 

2.聽覺序列記憶 

備註：短期記憶以聲碼為主，長期記憶以譯碼為主 

 

 

記憶策略 

 

1. 軌跡法(loci method)： 

以記憶中留存的空間性心像，去回想記憶中事物的位置。 

例如：法庭上審理案件時對當事人的偵詢，常採用軌跡法去追述記憶。 

2. 關鍵字法(Key-word method)： 

是一種運用心像聯想的模式以便於記憶事物的方法。 

例如：子彈英文 bullet ，諧音「不理」，用子彈不會理你來記憶 

3. 字鉤法(Pre-word method)： 

當所學習的資料有前後順序時，可事先設計並熟記一系列的字鉤。 

例如：Aa apple Bb bird……  



4. 情境助憶法(contextual facilitation) ： 

指利用以前學習時情境幫助記憶的一種方法。 

例如：如果要說出國小一年級班級中在鄰近左右座位的那兩個同學，也許一

時想不起來，但如想像當時教室情境，可能就會記起他們的姓名。 

5. 字頭法： 

指把學習材料中，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聯結成一個有意義的字，以便記憶

與檢索。 

例如：ＳＷＯＴ  

6. 位置法： 

屬精進化策略。乃將要記住的學習材料與熟悉的場所以心像的方式產生聯

結，當學習者依一定順序回憶場所中的每一特定位置時，便同時回憶起要記

住的材料了。 

 

認知學徒制 

認知學徒制的代表人物為柯林斯、布朗及紐曼（Collins，Brown ＆ Newman），

將傳統學徒制應用至學校學科的教學方法。認知學徒制指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藉

示範、講解，引領新手進行學習，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透過彼此的社會互動，

新手主動建構知識學習的過程，其步驟如下： 

1. 示範－透過專家講解後，學生能自行建立解題程序的概念。 

2. 指導－觀察並暗示學生，使學生能有水準的表現。 

3. 闡明－經由專家的指導，使學生瞭解某一領域的知識，並將內隱知識外顯化。 

4. 反省－能夠比較自己與專家解題的程序有何差異，並瞭解差異之所在。 

5. 探究－經過反省程序後，學生能獨立解題。 

而認知學徒制更有以下幾個特質：重視主動的學習、重視反省的學習、提倡團隊

的學習。 

 

講述式教學法 

 介紹新課 

  當一個新單元或新一課的開始時，教師需把新單元或新一課的目的、內

容以及學習的方法介紹給學生，讓學生知道為什麼要學習，學些什麼，及怎

樣去學習。 

 引起動機 

  在許多引起動機的活動中，如預習功課、講述故事、利用教具、教師發

問、應用懸疑、即景生情、及說明學習內容的價值等，無不以講述為最直接、

最簡便。 

 說明解釋 

  許多的學習，都需要教師加以解釋說明或引申陳述，才能使學生了解，

易於學習，且加深印象。如技能教學時的練習教學，在學生未作練習前，老



師的示範需加說明。欣賞教學時的發表教學，對於欣賞的材料，亦需作必要

的講解，使學生了解，然後才能欣賞。認知的學習過程中，若遇到艱深的教

材時，更需要用到講解說明。 

 補充教材 

教科書的內容，可能失之簡略，或是未能顧及各地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教

材，此時教師需作彈性的補述，其中依然是以講述為最方便的。 

 整理歸納 

在一個元或一課告一段落時，教師可用講述來協助學生整理所學，使之成為

較有系統的知識或概念，易於複習。 

 大班教學 

在多數人的大班教學中，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授完一定的教材內容，講述是

最能奏效的。 

國文 

 八大家(唐宋八大家) 

韓愈、柳宗元、歐陽脩、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 

 四大家 

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意思是說流傳千古的文章數這幾家最為突出。 

 年齡 

＊ 不滿週歲：襁褓 

＊ 周晬(ㄗㄨㄟˋ)：一歲 

＊ 始齓之年：八歲 

＊ 幼學之年：十歲 

＊ 幼年泛稱：總角 

＊ 舞勺之年：十三歲 

＊ 豆蔻年華：女子十三歲 

＊ 束髮、成童、志學之年：十五歲 

＊ 及笄(ㄐㄧ)：女子十五歲 

＊ 二八佳人、破瓜之年、瓜字初分：女子十六歲 

＊ 弱冠之年：男子二十歲 

＊ 花信年華：女子二十四歲 

＊ 而立歲、而立之年、壯歲、壯室之年：三十歲 

＊ 不惑之年、強仕之年：四十歲 

＊ 知命之年、艾老、半百：五十歲 

＊ 耳順之年、花甲之年、耆年、杖鄉之年：六十歲 

＊ 古稀之年、從心之年、杖國之年、致事之年：七十歲 

＊ 杖朝之年：八十歲 

＊ 耄耋 (ㄇㄠˋ ㄉㄧㄝˊ)之年：八、九十歲 

＊ 齯(ㄋㄧˊ)齒、黃髮、鮐(ㄊㄞˊ)背、凍梨：九十歲 



＊ 期頤：百歲 

 代稱 

＊ 鶴，鳥中之伯夷也。（仙品也。） 

＊ 雞，鳥中之伊尹也。（司晨。） 

＊ 鶯，鳥中之柳下惠也。（求友。） 

＊ 玉蘭，花中之伯夷也。（高而且潔。） 

＊ 葵，花中之伊尹也。（傾心向日。） 

＊ 蓮，花中之柳下惠也。（污泥不染。） 

＊ 孟子曾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伯夷是聖之清者，伊尹是聖之任者，柳下惠

是聖之和者。 

＊ 夏 “以射造士” 

＊ 商 “以樂造士”  

＊ 西周 “以禮造士” 

 伯夷 

孟子˙公孫丑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伯夷、叔齊是殷末孤竹君的二個兒子。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 

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願

登位，先後都逃到周國。周武王伐紂，二人叩馬諫阻。及殷亡，恥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柳下惠 

《孟子》中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孟子對柳下惠非常推崇，《孟子》一書曾

把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並稱四位大聖人。 

認為他不因為君主不聖明而感到羞恥，不因官職卑微而辭官不做；身居高位時不

忘推舉賢能的人，被遺忘在民間時也沒有怨氣；貧窮困頓時不憂愁，與鄉下百姓

相處，也會覺得很愉快；他認為自己和任何人相處，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響。 

因此，聽說了柳下惠為人處世的氣度，原來心胸狹隘的人會變得寬容大度，原來

刻薄的人會變得老實厚道。孟子認為像柳下惠這樣的聖人，是可以成為「百世之

師」的。 

 伊尹 

名摯，商初的賢相。相傳湯伐桀，滅夏，遂王天下。 

湯崩，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放諸桐宮，俟其悔過，再迎之復位。卒時，帝沃丁葬

以天子之禮。 

 成語代稱 

一飯之恩：韓信 

一字千金：呂不韋 

孺子可教：張良 

投筆從戎：班超 



肉袒負荊：廉頗與藺相如 

 

 

 

學習遷移 

 

 一般遷移：著重日常生活的應用，情境可能會改變。 

 特定遷移：問題情境是相類似的。 

 水平遷移：廣度 

 垂直遷移：深度 

 高徑遷移：原理原則的遷移，屬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如九年一貫強調的是要

讓孩子習得帶得走的能力)。EX抽象思考 

 低徑遷移：經由反覆的練習而產生的自動化遷移，通常屬於動作練習或低層

次認知能力 

 

童話的特質 

遊戲性 想像性 包容性 戲劇性 單純性 



個人中心學派－羅傑斯 

他認為諮詢師不是只用技巧或者理論在處理當事人的問題，而是要投入跟當事人

的這一份關係裡面，營造出溫暖的氣氛，讓當事人可以充分的探索自己。 

【舉例】 

如果你跟羅傑斯進行諮詢的話，一開始他不會評價你跟他講的問題，而會不

斷的接納你，然後幫忙澄清。一個人一直聽你說話又不指導你，感覺挺舒服的不

是嗎？這就是個人中心學派的第一個時期：「非指導時期」 

接著，跟羅傑斯慢慢有有一關係以後，羅傑斯會慢慢從你跟他講的事情裡面

提出你的感受，甚至是你的言外之意。你會覺得他越來越聽得懂你說的話，並且

距離越來越近。這就是第二時期：「反映時期」 

後來你幾乎什麼都可能跟羅吉斯說，他會理解你說的一切，然後很真實的感

受到你在事件中的心情。他會很積極的關心你，無論你說的事情裡，你是對或是

錯，他都會接納。這就是地三個時期：「體驗性時期」 

總而言之，以「羅傑斯」為代表的「個人中心學派」主要有著以下幾點特色： 

1.觀念-諮詢師要投入與當事人的關係 

2.技巧-非指導時期->反映時期->體驗性時期 

3.優點-強調對人的關懷，重視態度而不是技術 

4.缺點-諮詢員容易因為過度投入，而有角色混淆的狀況。 

 

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中上階層為繼續自己階層本身的利益，而「陰謀」限制其他群體的受教機會，

於是將下階層子弟編入較差的中學、社區學院、或職業學校就讀，因而將來從事

較低層級的工作。 

於是學校成為「複製」生產社會關係的單位，以維繫資本主義學校的運作。

學校教育與家庭生活因而在於符應生產社會的關係，讓某些具有「文化資本」的

學生，在校或離校之後，得以獲致成功，不具備如此條件的學生，則無此機會。 

這種在學校複製學生的方式，也複製了以後的社會階級結構，此謂之「符應

原則」。 

問題行為 

以德瑞克斯(Rudolf Dreikurs)的觀點，來說明兒童出現問題行為時，會依序出

現的目標類型： 

＊ 獲得注意：當教師糾正其問題行為時，學生常會停止行為而後重複，此時老

師會覺得困擾。 

＊ 尋求權力：當教師糾正其問題行為時，學生常會拒絕停止行為或是增加了行

為，此時老師或許覺得受到威脅。 

＊ 尋求報復：當教師糾正其問題行為時，學生常會變得暴力或敵對，此時老師

或許覺得受到傷害。 



＊ 表現無能：當教師糾正其問題行為時，學生常會拒絕合作、參與或互動，此

時老師或許會覺得有無力感。 

 

高峰經驗 

高峰經驗是人瞬時感受到一種豁達、完美和極樂的體驗。Maslow 認為，高

峰經驗有五個主要特點： 

1.產生的突然性 

2.程度的強烈性 

3.感受的完美性 

4.保持的短暫性 

5.存在的普遍性 

Maslow曾列舉人產生高峰經驗的一些情境和時刻： 

1.愛情，和異性的結合 

2.審美感受，特別是對音樂的欣賞 

3.創造衝動和創造激情（偉大的靈感） 

4.領悟和發現真理 

5.順產和母愛 

6.與大自然的交融 

7.體育比賽 

8.翩翩起舞時 

 

學習障礙 

學習障礙學生在自我有關行為、工作有關行為與人際有關行為，比起一般學生來

得差 

 自我有關的行為 

＊ 自我概念因素 

學習障礙學生的自我概念差，比起普通學生顯著低落，認為自己的能力

不如他人、社會地位低落、對自己的人際關係期望也較低，容易引起其

焦慮、喪失自信，影響自我認知、自我的發展與自我肯定，甚至因懼怕

失敗而拒絕學習。 

＊ 個人因素 

學障學生個性偷懶隨便、衛生習慣骯髒等因素，均是影響學習障礙學生

社交技巧不佳的重要因素。 

 工作有關的行為 

＊ 課業因素 

學習障礙學生因長期的學業失利，影響其在班上受歡迎的程度。有超過

一半的同儕認為學習障礙學生的功課不好，而致使他們不喜歡與學習障

礙學生同一組。可見學習障礙學生因為課業學習的困難，不但直接導致



學業低成就的表現，也影響到學習障礙學生在班級上的人際關係。 

＊ 注意力問題 

學習障礙學生的專注行為表現差、容易分心，對於環境中任何雜音或動

作，容易引起其反應，而無法專注其工作。 

＊ 不適合的社會行為 

學習障礙學生容易表現出衝動、干擾行為、退縮、依賴、固執性、違規

行為等社會行為，而學習障礙學生瞭解什麼是適當的社會行為，但是在

使用適當的社會行為上產生困難。 

 

符號學習 

隱內學習又稱符號學習，是認知論中的學者托爾曼(Tolman)所提出，他在老

鼠走迷宮的的實驗中發現，假如設計一個讓老鼠們去吃到食物的路徑有三條，分

別是 A(最短)、B(中)、C(最長)，那麼，在一開始，老鼠們當然不會一下子全部

都走那條所謂的最短路徑 A，而是隨意走動。 

再經過了幾次的經驗之 後，會發現，所有的會只走 A，接著，在 A 路徑擺

了個障礙物，會發現，老鼠們因為舊有的經驗(概念知識)被破壞所以再去嘗試了

B和 C，一樣，老鼠們過了不久，全部都走了 B路徑....依此類推。 

因此，老鼠們會在自己的腦中形成所謂的"認知地圖"-----> 潛伏學習 

 

Social Loafing 社會性懈怠 

指人們在團體中工作的賣力程度，會比個人獨自工作時來得低，其原因為：

個人在團體中的貢獻較不顯著；另外就是寧可別人來承擔工作負擔。這是一種團

體互動中所產生「混水摸魚」的現象。 

 

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是一種社會現象，指發生在超過某一臨界規模的人群中，沒有明確的責任分配的

趨向。這種心態可見於短語「沒有一個雨滴認為是自己造成的水災。」 

 

 

義務論（Deontology） 

代表學者：康德、洛斯 

強調行為的正當性，亦即行為動機之純正，而不重視行為的結果。義務論又可分

為行為義務論及規則義務論： 

行為義務論的判斷依據是"良心" 

規則義務論的判斷依據是"規則" 

所以義務論為主內派，但可能會淪為一味的守規範。 

 

效益論（utilitarianism） 



代表學者：邊沁（Bentham）和米爾(Mill) 

效益論係以行為產生的整體結果決定行為的道德正當性。結果愈好，表示該行為

的善性愈高，價值也愈大。屬於利己也利他的快樂主義。 

 

德行論（virtue ethics） 

代表學者：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史達克（Stocker） 

亞里斯多德認為「德行是一種習慣養成的氣質傾向」。德行論者強調「實踐智慧」

的養成，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如何判斷是非善惡，以追求卓越和諧關係。 

 

量尺 

 類別量尺/名目量尺（nominal scale） 

主要功用是在區分類別，給每一個類別適當名稱，藉以辨識。例如：組別、

性別、科系、職業、宗教信仰。 

 順序量尺（ordinal scale） 

將事物依其特徵或屬性的大小、或多少的程度，排成順序或等級。 

例如：名次、百分等級、年級。 

 等距量尺/區間量尺（interval scale） 

等距尺度是一組具有連續性、單位又相等的數值，無零點。如果應用等距尺

度來測量變項，乃是依其特徵或屬性之不同賦予不同的數值。使這些數值不

僅顯示大小的順序，而且數值之間具有相等的距離。例如：溫度（攝氏、華

氏）、年度（民國、西元）、智商。 

 等比量尺/比例量尺（ratio scale） 

比例尺度具有等距尺度的全部特徵，而且有「真正零點」。比例尺度的數值

之間有相等的比例（ratio），不僅可以加減，也可以作乘除的運算。例如：

距離、時間、長度、重量。 

價值澄清 

1.瞭解期：讓學習者瞭解將學習或使用的概念、理解及相關的學習資源。 

2.關聯期：指導學習者將瞭解期的資料和個人的觀點，做適性的聯結。 

3.評價期：指導學習者做價值與情感的表達，對各種事情採取反應。 

4.反省期：指導學習者反省自己所經過的價值或感情。 

在價值澄清的過程中從多種價值中做選擇，讚賞、重視、公開自己的選擇，並採

取行動，實踐自己的選擇(選擇→珍視→行動) 

 

評鑑 

 背景評鑑 

背景評鑑的基本取向在於確認某研究對象的長處及缺點，並提供改進的

方向；同時也用在審查各種現有目標及重點是否符合所欲服務對象的需求。 

背景評鑑的方法包括對研究對象作各種測量，並加以分析，而其目的即



在審視所欲評鑑者的地位與環境。 

 輸入評鑑 

輸入評鑑的主要取向在於為一項變革方案指示行動方針，其方式是尋求

各種可能的途徑，並嚴加考察。 

輸入評鑑的全部用意即在幫助委託人在其需求及環境的前提下，考慮各

種可能的方案策略，並發展一種適用的計畫。其主要目的簡而言之，即在審

度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是否能夠配合。 

 過程評鑑 

過程評鑑基本上是對一個實施中的計畫作連續不斷的查核，其目的之一

是在對管理人員及執行人員提供回饋，以了解方案的進度如何，是否依原訂

計畫實施，以及是否有效地利用可用的資源。 

過程評鑑的主要目的，在經由一種品質保證的過程，幫助工作人員執行

他們的方案；而其主要的功用在獲取回饋，以便幫助工作人員依原計畫執

行。如果原計畫有所缺陷，則幫助修正該計畫。 

過程評鑑的紀錄也是評鑑績效的有用資料，同時此種評鑑在解釋成果評

鑑所得的資訊時頗為重要，因為在考慮一個方案為何得出某些結果時，應先

了解在執行方案時，真正實施的內容究竟如何。 

 成果評鑑 

成果評鑑的目的是在測量、解釋、以及判斷一個方案的成就。對於成就

的回饋，不論在方案執行的過程之中，抑或結束之時，可謂均相當重要，而

成果評鑑往往更應擴及於長程效果的評估。 

成果評鑑的一項主要目標，是在確定方案符合需求的程度，並廣泛地檢

視方案的效果，包括預期的與非預期的，以及正面的與負面的效果。成果評

鑑的基本功用在於確定一項特定的方案是否值得繼續實施，或重複實施，或

擴展到其他的場所。 

人格類型 

 

 內胚型 中胚型 外胚型 

生理 消化系統及臟器器官發

達者 

骨骼肌肉發達 感覺與神經系統

發達 

體型 較為矮胖 適中 較為高瘦 

人格特質 溫和、樂觀、愛與人互動 好動、個性直接 較為害羞內斂 

 

 A型人格：具競爭性、好強、壓力大、工作狂(緊張型) 

 B型人格：表現放鬆自如、有耐心、友好(樂天型) 

 T型人格：喜愛冒險、追求創意、尋求刺激(冒險型) 

 根據冒險行為的積極與消極的性質分為：T＋和 T－： 

T＋：表示冒險行為朝向健康、積極、創造性方向。如賽車，探險等。  



T－：表示冒險行為朝向破壞性質，如酗酒、吸毒、暴力等。 

 

交互抑制 

不一致的選擇原則=交互抑制 

交互抑制，這概念是行為學派的學者沃爾普 Wolpe 於 1962年發展出來的，簡單

來說，就是『人在同一時空中，只能存有一種行為傾向』，這樣看起來很抽象，

可以用這例子來瞭解，如在同一個時空中，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既興奮又平靜，此

時，也就表示『興奮』和『平靜』是交互抑制的，此時間地點，有興奮就沒有平

靜，反之亦然。因此治療者可以透過此概念，即可利用各種方法設計獲得平靜來

抑制興奮的出現。另外像是『放鬆』也可用來抑制『恐懼』、『焦慮』等等。 

 

 

 

 

 

 

 

 

 

 

班經策略 

 



治療法 

 嫌惡治療法(aversion therapy)是使當事人在腦海中想像不愉快的刺激與

不想持續的行為作連結，使當事人逐漸對此行為感到噁心或厭惡，進而使不

想持續此行為，而漸漸減弱消失。此治療法主要以治療師提供當事人想像其

情境的細節，讓他以自我察覺的方法來改變其錯誤的行為。例如：當當事人

想吸煙的時候，把吸煙與嘔吐的感覺作連結想像，使她覺得吸煙的行為是噁

心的而減少吸煙的行為。 

 系統減敏感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是先找出案主焦慮的原因，在

教案主如何使肌肉放鬆。當案主面臨焦慮時，便告訴自己別緊張讓肌肉放

鬆，逐漸使案主減輕對焦慮事物的恐懼。 

 洪水法(Flooding)是將患者直接置於他容易產生害怕的地方，使患者經過一

段時間的調適後，則會降低其對情境恐懼的反應。例如：幼兒剛進幼稚園害

怕新環境，剛開始媽媽帶他到幼稚園時雖然會大哭大鬧，但經過一段時間

班級經營策略 代表 特點 

行為塑造型 

(教練) 

Skinner 善用鼓勵懲罰，建立行為契約，改變學生行為 

果斷訓練 

(法官) 

Canter 

肯特夫婦 

善用教育權威 

果斷型教師：先滿足自己需求，再尋求學生最大利益 

敵對型教師：滿足自己需求，不考慮學生權益 

優柔寡斷型教師：不能滿足自己需求，也不能照顧學生 

有效動力經營 

(指揮家) 

Kounin 漣漪效應、掌握全局、順暢的教學活動、同時處理 

現實治療 

(企管訓練專家) 

Glasser 善用領導教學，堅持理性選擇，滿足學習需求 

邏輯順序（理

性） (裁判) 

Dreikurs 善用邏輯結果，分析錯誤目標，立場清楚明確 

學生不良行為的動機包括：獲得注意、尋求權力、尋求報復、

表現無能。 

教室常規不是處罰，是教導學生能自我約束的邏輯順序。 

團體動力 

(群眾領袖) 

F.Redl & 

W.W.Wattenberg 

善用團體動力，支持自我控制，運用影響技術 

教師效能訓練 Gordon 我訊息 

肢體語言型 

(佈道家) 

F.H.Jones瓊斯 善用肢體語言，強調獎勵制度，有效個別協助 

和諧溝通型 

(領隊) 

基諾 

（Ginott） 

善用教室常規，理性訊息溝通，教師以身作則 

溝通分析模式 E.Berne & T. 

Harris柏尼 

早期生活經驗，透過成人 A(理性)、父母 P(個人控制)、兒童

C(情緒)分析，生活的四個位置(我好你也好、我好你不好、你

好我不好、你不好我也不好 



後，幼兒則會慢慢適應新環境，進而停止哭鬧行為。 

 過度矯正：透過練習正確行為和訓練適當行為，來負責其不適當的行為 

 隔離：終止。 

 飽足現象：過度提供增強物，使喪失其效果 

 

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  

有些屬於個體內在的心裡歷程，是不能觀察也不能測量的，研究者也無從掌握，

那就是「中介變項」。如能在研究過程中對中介變項作適當考慮，檢討中介變項

可能的影響作用，則在解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時，當更確切也較具

有普遍性。 

 

閱讀風格 

1. 描述者風格：成人閱讀時關注對各種情景、狀況的描述說明。 

2. 理解者風格：成人閱讀時會詢問兒童故事的意義、事件的推斷和預測。 

3. 任務（成果）取向風格：成人不間斷的讀完，只為了讀之前與之後和兒童的

交流。 

 

變項（Variable） 

指可以量計的因素、特徵或情境。 

其中在實驗研究方面，常把其反應變項分為兩種，一是自變項，或稱獨立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是指在實驗控制情境下，實驗者有系統地處理的變

項；另一個是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指由自變項的變化所導致的變化

事項。所以我們可以說，若實驗假設得到支持（即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的話，

則可構成自變項是「因」、依變項是「果」的一種 因果關係。 

 

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 

知方法－策略知識 

知事－認知任務知識 

知人－自我知識 

 

莫洛反射(moro’s reflex) 

當嬰兒仰臥時輕敲腹部或使其瞬間失去平衡，嬰兒會有雙臂外伸、手掌攤開但背

部拱起的反射動作，此即「莫洛反射」（又名驚嚇反應）。初生到 5、6 個月的嬰

兒都可以看到莫洛反射，在初生後數週反應最強，而後反射強度減弱。若 6個月

以後莫洛反射依然存在，有可能是中樞神經功能異常。小兒科醫生常用來檢驗嬰

兒的項目。 

 

Parten的幼兒遊戲行為(或社會性互動)六大類型  



 沒有參與的行為－幼兒沒有參與任何顯著的遊戲活動或社會性互動。只是注

視著眼前有趣的事。 

 旁觀者的行為－幼兒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觀看其他幼兒遊戲。他或許會和在遊

戲中的幼兒交談，提出問題或是給予建議，但是不會加入他們的遊戲。 

 單獨遊戲－這種遊戲活動與其他人完全沒有任何關聯。完全專注在自己的活

動上面，絲毫不受他人所做所為的影響。 

 平行遊戲－幼兒在很靠近其他幼兒的範圍內遊戲，但是彼此之間仍然毫無關

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玩，而非受他人影響，也不會試著去影響他人。 

 聯合遊戲－幼兒與其他幼兒一起玩。幼兒之間沒有分工或組織性的活動存

在。每一位幼兒都做他自己最想做的事，沒有將團體的興趣考慮在內。 

 合作式或組織性遊戲－具組織性是這種遊戲類型的特性。幼兒抱著特定的目

的在團體中遊戲，完成某些作品、達成某些競賽的目標、玩有規則的遊戲等。 

 

技能領域 

1.哈樓 Harrow 

模仿.操弄.精確.協調.自然化 

2.辛普森 Simpson 

知覺.新向(準備).指導的反應.機械練習.複雜反應.技能調適.創作 

3.Gronlund & Saylor 

領悟.心向.模仿.操作.熟練.創造 

 

隱喻 

 接生的隱喻［師=產婆，學生=產婦，教育=過程，知識=baby］ 

引出(inside-out)。兒童學生具有天生的觀念或原則，導師從內而外啟發。

優點:由內往外引導發展。承認教育功能的有限性，受教體的本質性 

缺點:玄思設定人的先天內涵與原則，這種神秘假設，無法做客觀核證，只

能當做一種信念，非真確教育知識。＊理性主義(相反為經驗主義) 

 塑造的隱喻［師=捏泥師，學生=泥巴，教育=過程，知識=產品］ 

已死的隱喻。教育是心靈或人格的塑造，屬於經驗主義。 

優點：相信、肯定教育有極大功能甚至萬能。 

缺點：漠視受教者的先天與後天的身心差異，把人當做同質性。 

 雕刻的隱喻［師=雕刻師，學生=各種紋路大理石，教育=過程，知識=產品］ 

承認個體有差異，因材施教。 

優點：支持人有異質性。特別重視由外而內的的訓練陶冶。 

缺點：過份強調由外而內的訓練。在德育上重視外在控制的他律甚於內在的

自律。 

 生長的隱喻［學校=花園，師=園丁，學生=花草樹木，教育=過程］ 

教育即生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優點：有異質性，互尊互諒、雙向溝通，互為主體。 

缺點：生物會有死板的遵循著生老病死結束。教育是不必死板遵循著這過

程，繼續精進，以求止於至善。』 

錯誤類型 

第一型及第二型錯誤（英語：Type I error & Type II error）或型一錯誤

及型二錯誤為數學中統計學的名詞。 

在假設檢定中，會有一種稱為零假設的假設。假設檢定的目的就是利用統計

的方式，推測零假設是否成立。 

若零假設事實上成立，但統計檢驗的結果不支持零假設（拒絕零假設），這

種錯誤稱為第一型錯誤。 

若零假設事實上不成立，但統計檢驗的結果支持零假設（接受零假設），這

種錯誤稱為第二型錯誤。 

以利用驗孕棒驗孕為例，此時已懷孕為零假設。若用驗孕棒為一位孕婦驗

孕，結果是沒有懷孕，這是第一型錯誤。若用驗孕棒為一位未懷孕的女士驗孕，

結果是已懷孕，這是第二型錯誤。 

 

障礙類型 

 

等級 障礙程度 

極重度 智商未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個標準差，或成年心理年齡

未滿三歲，無自我照顧能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

護的重度智能不足者。 

重度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

(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上至未滿六歲之間，無法

獨立自我照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護的重度智能

不足者。 

中度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

（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於他

人監護指導下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於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

術性的工作，但無獨立自謀生活能力的中度智能不足者。 

輕度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

（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在

特殊教育下可部份立自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

作的輕度智能不足者。 
 

 

 



行為改變技術的名詞解釋 

 

 刺激類化：看到紅燈就是危險。比照辦理。 

 反應類化：學會乘法後，也可能會學會除法。舉一反三。 

 自然增強：符合自然環境的增強。如：在學校內教學生唸書比在遊樂場教好 

 代幣制度：使用某種特定的集點方式換取該對象喜愛的東西。如 7-11集點 

 古典制約作用：學習取決於信號和關聯。如：巴夫洛夫的狗與搖鈴。 

次級制約(晉級制約)：狗聽到搖鈴者的腳步聲。 

次級增強物：腳步聲。 

次級制約作用：狗聽到腳步聲也會留口水。 

制約反應：狗聽到鈴聲流口水。 

 立即增強：表現正確行為立刻給予增強物 

 延宕增強：表現正確行為，延宕一段時間後給予增強物。 

 間歇增強 

固定比率：每得到三張貼紙換一個娃娃。 

變動比率：賭博 

固定時距：學校定期的考試 

變動時距：老師不定期的抽考 

 目標行為：你想要他所達到的行為  如：不打架。 

 行為目標：行為的目的是什麼？    如：為什麼打架。 

 行為主義：強調可觀察和可測量的行為，不關心行為發生的內在認知。 

 行為功能分析：行為出現的目的？原因？ 

 功能性分析：行為的功能為何？     如：小孩為何哭鬧。 

 行為契約：訂定契約，明白描述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如：校規 

 普默克原理（祖母法則）：premark所提出，「高發生率的行為可以用來增

進低發生率的行為」。如：寫完功課才可出去玩 

 前提事件：行為發生前的相關事件。如：飢寒起盜心。 

 行為後果：行為發生後的結果    如闖紅燈。 

 反應代價（response cost）：如交通違規的罰鍰 

 行為後效增強：好的行為出現後就提供增強物  如：在減肥一公斤後，就送

一份禮物。 

 操作制約作用：史金納的老鼠。學習取決於行為後果。 

 增強物 

具體增強物：實物 

社會性增強：口語讚美，鼓掌 

活動性增強物：權利或喜歡的活動 

擁有性增強物：名譽 

操作性增強物：學生很乖就給他操作電子書的機會 



區分性增強（DR） 藉由增強技巧來降低或消除不適當行為。 

低頻率行的區分性增強（DRL） 不適當的行為發生頻率減低時，就給予增強物。 

區分性增強其它行為（DRO） 只要不做此不適當行為，其他都可以做，但有

危險性。 

區分性增強替代性行為（DRA） 增強適當行為來替代不適當行為的發生。但不

考慮相不相容。 

區分性增強不相容行為（DRI） 增強適當行為來替代不適當行為的發生但兩行

為必不相容。如：去游泳替代去吃冰淇淋，不

可能在游泳時，同時吃冰淇淋。 

                              

連結 

前向連鎖：即一次教導順序上的一個聯結。 

後向連鎖：以逆向方式一次教導一個聯結。 

完全任務呈現法：用完整順序的方法教導所有的聯結。 

 

防衛機轉 

1、逃避性防衛機轉：(1)壓抑 (2)否定 (3)退回 (4)潛抑 

2、自騙性防衛機轉：(1)反向 (2)合理化 (3)抵消 (4)隔離 (5)理想化 (6)分裂 

3、攻擊性防衛機轉：(1)轉移 (2)投射 

4、替代性防衛機轉：(1)幻想 (2)補償 

5、建設性防衛機轉：(1)認同 (2)昇華 

 

意識 

 焦點意識  

指個人全神貫注於某事物時所得到的清楚明確的意識經驗。例如：考試時面

對並集中注意於試卷所得的意識，即為焦點意識。 

 邊意識 

指對注意範圍邊緣刺激物所獲得的模糊不清的意識。凡是刺激強度微弱個人

似知未知情形下所得到的意識，均屬邊意識。 

 下意識 

指在不注意或只微注意的情形下所得到的意識。這種現象又稱做雞尾酒現

象、或半意識。 

 無意識 

指個人對其內在或外在環境中一切變化無所知與無所感的情形。例如：因外

在環境中可受器官感應範圍的一切事物，也不能使人產生意識。 

 潛意識 

指潛藏在意識層面之下的感情、慾望、恐懼等複雜經驗，因受意識的控制與

壓抑，致使個人不知覺的意識。潛意識是精神分析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前意識 

潛意識層面下所壓抑的一些慾望或衝動，在浮現到意識層面之前，先經過前

意識。前意識的另一種解釋來自認知心理學，是指以前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

訊息。此等訊息雖早已儲存在長期記憶之中，但在不使用時，個人對之並無

意識；只有在必要情形下檢索使用時，才會對之產生意識。此等意識在性質

上乃是屬於記憶，故本詞也稱前意識記憶。 

其他 

 防衛力量→依戀過去、逃避現實、心理退縮  

 進取力量→趨向統合的境界能接受自我 

  

效應 

 柴嘉妮效應：殘缺，不圓滿的事物，在腦海裏更能留下痕跡。EX 未完成工

作的回憶量會高於已完成工作的回憶量。 

 尖角效應：考評者因某種特殊事件或觀念，對受評人能力低估之偏誤。比如，

考評者為「完美主義」者，因此，對於受評人工作上的小瑕疪便無法容忍；

或可能因考評者討厭「唱反調者」，因此，持異議者在考績時，便容易吃虧。

同樣地，當某人屬於績效較差的團體時，雖有優秀才能，亦有被一齊矮化的

傾向。 

 次序效應(order effect)：受試者接受不只一次的處理，因熟悉實驗情境、

練習或疲勞等因素影響受試者在依變項上的表現。以練習因素而言，第一次

先接受 A處理因缺乏練習導致在 A處理下表現較差，第二次接受 B處理，因

有一次的練習經驗故表現較第一次好。 

 曝光效應：又謂多看效應、暴露效應、接觸效應等，它是一種心理現象，指

的是我們會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社會心理學又把這種效應叫做熟悉定律，

對人際交往吸引力的研究發現，我們見到某個人的次數越多，就越覺得此人

招人喜愛、令人愉快，我們把這種只要經常出現就能增加喜歡程度的現象叫

做曝光效應。 

 萊斯托夫效應（雷斯多夫效應）：指學習材料中最為特殊的事件，容易記憶

特殊的事件在知覺中顯著性最高，自然容易記憶。例：教科書中重要的部份，

有的用黑體字印刷，有的用放大字體，有的用套色印刷，有的加註特殊記號，

都是為了讓讀者產生萊斯托夫效應。在閱讀也會圈點畫線，以加強萊斯托夫

效應。 

 閃光燈效應：指震撼的、容易使人留下深刻的記憶。在閃光燈效應之下所產

生的深刻記憶，稱為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閃光燈記憶所得者，

多半是與個人有關的重要事件。例如，小學老師利用長牌來閃示句子，中牌

閃示新詞，短牌閃示生字，便是要增加小學生的閃光燈記憶。 

（一）並非如相片一般鉅細靡遺 

（二）無法避免對事件與情境的扭曲 



 序列位置效果：有序列關係的多個項目在學習時，各項目在序列中的位置會

影響學習效果，序列位置效果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開頭項目和結尾項目可

做為認知地標，提供各種支柱，供其他項目進行連接。其中包含初始效應和

時近效應。 

＊ 初始效應：學習一連串有序列關係的項目時，排列在最初的學習材料最

容易記憶。 

＊ 時近效應：學習一連串有序列關係的項目時，個體對最後出現的項目記

憶深刻而且事後回憶也最容易。 

 天花板效應又稱高限效應：當要求被試完成的任務過於容易，所有不同水平

(數量)的自變數都獲得很好的結果，並且沒有什麼差別的情況時，我們就說

實驗中出現了高限效應。 

 安慰劑效應：又名偽藥效應、假藥效應、代設劑效應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

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 

 反安慰劑效應 （Nocebo effect）：病人不相信治療有效，可能會令病情惡

化。 

 

人物 

年齡 

艾瑞克森 佛洛伊德 柯爾柏格 皮亞傑 布魯納 

0-1.5 信任 

VS 

不信任 

口腔(唇)期 0-1 

不滿足：貪心依賴、具攻擊 

本我，享樂 

性別認定階段:0-3歲    0-9 

前習俗道德期/道德成規前期 

第一階段-避罰服從(害怕處罰) 

第二階段-相對功利-工具相對主義 

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 

2-5道德無律期 

0-2感覺動作期 

本能性的動作、約 6-8 個

月發展物體衡存概念 

動作表徵 

(3歲以下)  

1.5-3 獨立自主

VS 

羞怯懷疑 

肛門期 1-3 

不滿足：固執吝嗇、潔癖 

性別固定階段:4-5歲    9-20 

習俗道德期/道德成規期 

第三階段-尋求認可 

(乖男巧女、人際和諧取向) 

第四階段-遵守法律 

(法律和秩序取向) 

認為法律和秩序是不能改變的 

5-8.9道德他律期 

2-7前運思期 

象徵思維期 2~4 

直覺思維期 4~7歲 

自我中心、不會守恆、思

維不合邏輯、無可逆性 

 

3-6 自動自發

VS 

退縮內疚 

性器期 

不滿足：男-戀母、閹割恐懼 

女-戀父、陽具妒羨 

自我，現實 

6-青春期 勤奮自勉

VS 

自貶自卑 

潛伏期 

平靜期 

性別永恆街段:5歲後  20歲以上 

後習俗道德期/道德自律期 

第五階段-社會法治 

(社會規約取向，是可以改變的) 

第六階段-普遍倫理 

(普遍行倫理原則取向) 

8.9後道德自律期 

7-11具體運思期 

守恆、可逆性、分類、去

中心化，可具體解決問題 

形象表徵 

(7歲以後)  

青少年 

認同危機 

自我統合

VS 

角色混淆 

兩性期(青少年以後) 

不滿足：身心發展失衡 

超我，道德 

11後 形式運思期 

合邏輯、抽象思考、可運

用演繹、命題、組合推理 

符號表徵 

 



 克伯屈的學習 

＊ 主學習：直接達到的教學目的 

＊ 副學習：與功課有關的思想或概念（如鴉片戰爭一課，同時學到地理和

衛生之事） 

＊ 附學習（輔學習）：學習時所養成的理想態度（如實驗課學到科學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