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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 言

在
公眾眼裏，心理學在所有的

學科中可能是最神秘的，同

時恐怕也是受誤解最多的。雖然心

理學的聲音和思想滲透在每一種

文化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大多數人

依舊搞不清楚這個學科到底是關於

甚麼的，以及心理學家到底是做甚

麼的。有的人一提到 「心理學」就

會聯想到穿白大褂的人，他們可能

是精神病院的醫生，也可能是拿小

白鼠開刀的實驗員。有的人腦海中

可能會浮現出一個滿嘴中歐口音的

人，正在對躺椅上的病人進行精神

分析，或者像電影裏演的那樣，實

施着心靈操控術。

雖然這些形象過於誇張，但是

它們的背後卻有着真實的成分。

心理學這把大傘覆蓋了範圍相當

廣泛的分支學科，也難怪人們會困

惑於心理學到底是做甚麼的（光是

以 psych為前綴的詞就夠讓人眼花

繚亂的了），心理學家自身對於某

個術語的定義可能也存在着爭議。

「Psychology」（心理學）這個詞源

於古希臘語中的 psyche（意為靈

魂或心靈）和 logia（意為研究和解

釋），兩個詞合起來就組成了這個

學科最初的涵義，而今天對「心理

學」更為準確的描述是「心智與行

為的科學」。

新的科學

心理學可以被看作是哲學與生

理學之間的橋樑。生理學描述和解

釋的是大腦和神經系統的生理結

構，而心理學考察的是發生在其中

的心理加工過程及其如何在思想、

觀念和行動中體現出來。哲學關注

的是思想和觀念，而心理學研究的

是我們怎樣產生出思想和觀念以及

我們的心靈是如何工作的。

所有的科學都起源於哲學，

起源於想用科學的方法去解釋哲學

問題，但是像意識、知覺和記憶這

類問題，它們看不見摸不着的特性

預示了心理學要想將哲學觀點轉變

為科學實踐勢必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一些大學裏，特別是在美國，心

理學系起初都是哲學系的分支，而

在其他一些國家，尤其是德國，心

理學系建立之初就完全是科學類的

科系。但是直到 19世紀後期，心

理學才憑藉自身的力量屹立於科學

之林。

世界上第一個實驗心理學實驗

室是由萊比錫大學的威廉 • 馮特

於 1879年建立的，這標誌着心理

學作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受到認可，

同時也開拓了尚未被探索過的新的

研究領域。到了 20世紀，心理學

進入繁盛時期；它的主要分支和思

潮紛紛開始湧現。心理學的歷史和

    心理學雖有着悠遠的
過去，卻只有短暫的歷史。

—赫爾曼•艾賓浩斯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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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 言

所有科學一樣，建立在後繼者的理

論和發現之上，當代的心理學家仍

然與許多古老的理論有着千絲萬縷

的聯繫。一些學術研究領域的主題

來源於心理學發展的初期，不同思

想學派都對它們進行各自的解釋，

而另一些則在人們的視線中來了又

去，但是每次它們都會對後繼的思

想產生重要的影響，並且有時候還

可能孕育出嶄新的探索領域。

初學者想要了解如此廣泛的心

理學領域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那就是按照年代的順序看看所發生

過的重大事件和變革，正如本書這

樣：從心理學的哲學根源開始，經

過行為主義、心理治療、認知、社

會、發展心理學的研究，直到差異

心理學。

兩種取向

即使是在發展的早期，心理學

對不同人也有着不同的意味。在美

國，它依附於哲學，所以其取向是

思辨和理論性的，關注的是意識和

自我這樣的概念。在歐洲，心理學

研究植根於科學，所以強調的是檢

驗實驗室控制條件下的感知或記憶

等心理加工過程。然而，即便是偏

科學取向的心理學家，他們的研究

仍局限於內省的方法：像艾賓浩斯

這樣的先驅以自己為調查對象，大

大限制了他們所能觀察到的事物的

範圍。雖然他們使用了科學的方法

並且他們的理論為新的科學奠定了

基礎，但是許多後輩的心理學家都

發現他們的研究過於主觀，於是便

開始尋找更為客觀的方法。

19世紀 90年代，俄國心理學

家伊萬 •巴甫洛夫做出了被認為是

對歐洲和美國的心理學發展都產生

了重要影響的實驗。他證明了動物

能夠產生制約的反應，這一觀點後

來發展為眾所周知的行為主義。行

為主義者認為客觀地研究心理加工

過程是不可能的，但是測量行為就

相對簡單多了，而行為正是那些心

理加工過程的體現。他們開始設計

實驗來操縱各種制約條件，起初用

動物做實驗來推斷人類的心理，後

來乾脆直接用人類做實驗。行為主

義者的研究幾乎只關注於行為如何

被環境所塑造；「刺激—反應」理論

因約翰 •華生的工作而變得家傳戶

曉。新的學習理論在歐洲和美國的

發展勢如破竹，大大吸引了普通民

眾的目光。

然而，當行為主義剛開始在美

國嶄露頭角時，維也納一位年輕的

精神病醫生開始提出關於心靈的理

論，這一理論顛覆了同時代的思想

並開闢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基

    對我們心理學人來
說，首要的事情是思考
自己要走向何方。

—威廉•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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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 言

於對病人的觀察以及對病史資料的

分析，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又

轉向主觀經驗的研究，而非實驗室

實驗。他關注記憶、兒童發展和人

際關係，強調無意識對行為的決定

性作用。雖然他的思想在當時令人

震驚，但是它們迅速而廣泛地被人

們所接受，並且「談話治療」一直

延續，並存在於今天的各種心理治

療中。

新的研究領域

20 世紀中葉，隨着一股研究

心理加工過程的科學思潮的回歸，

行為主義和精神分析漸漸沒落。

這就是著名的認知心理學的興起，

這一思想運動又起源於以研究知

覺為主的完形心理學家的整體觀。

認知心理學的工作開始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的美國；到了 20世紀

50年代後期，認知心理學變得舉

世矚目。通信和計算機領域的飛速

發展為心理學家提供了一種有用的

類比；他們用信息加工模型來深化

多個領域的理論，例如，注意、知

覺、記憶和遺忘，語言和語言獲得

問題，解決和決策，以及動機。

甚至由原始的「談話治療」衍

生出的形式多樣的心理治療都受到

了認知取向的影響。認知療法和認

知行為療法被稱為精神分析的代替

品，催生了人本心理學，注重人類

生活的質量。這些治療師將他們的

注意力從治療疾病轉向引導健康的

人過上更有意義的生活。

心理學的早期階段主要關注個

體的心智和行為，而現在，卻對我

們如何與環境及他人互動更感興

趣；社會心理學應運而生。和認知

心理學一樣，社會心理學在相當程

度上也得益於完形心理學，特別是

20世紀 30年代從納粹德國逃到美

國的科特 •勒溫。社會心理學統一

了 20世紀後半葉的步調，其研究

揭示了許多新的發現，包括我們的

態度和偏見、我們對權威的服從以

及我們具有攻擊性和利他主義的原

因，這些都與現代都市生活以及更

有效的溝通交流有密切的關係。

佛洛伊德的後續影響主要體現

在發展心理學這個新領域上。這

一領域的研究起初只關心兒童的發

展，後來慢慢地擴展到整個人一生

的變化，從嬰兒直到老年。研究者

勾勒出人類如何進行社會、文化和

道德的學習，以及如何形成依戀。

發展心理學對教育和培訓的貢獻也

是非常突出的，同時，也影響着我

們如何思考兒童發展中的人際關係

及對種族和性別的態度。

幾乎每一個心理學分支都會涉

    如果說 19 世紀是編
輯稱霸的年代，那麼我們
這個世紀就是精神科醫
生的天下。

—麥克盧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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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引 言

及人類的獨特性的問題，但是，20

世紀後期心理學被單獨看作是差異

心理學的天下。在試圖確認和測量

人格特質及智力元素的同時，心理

學家們也檢驗了正常與異常的定義

及測量方法，並着眼於我們的個體

差異在多大程度上是環境的結果還

是遺傳的產物。

一門影響深遠的科學

留存到今天的眾多心理學分支

覆蓋了心智生活及人類與動物行

為的全部內容。其研究範圍又因與

許多其他學科交叉而進一步擴展，

包括醫學、生理學、神經科學、計

算機科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

學，甚至政治、經濟和法律。心理

學或許是最包羅萬象的科學。

心理學持續影響着其他科學，

同時也被其他科學所影響，特別是

神經科學和遺傳學。延續至今的先

天和後天的爭論可以追溯到 19世

紀 70年代的高爾頓的觀點；近年

來，進化心理學對此爭論也做出了

自己的貢獻，它發現心理特質是先

天和生物學的現象，服從遺傳規律

和自然選擇法則。

心理學是一個巨大的主題，

它的發現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

相關。或多或少，它都在影響着政

府、商業和工業、廣告業以及大眾

傳媒的決策。它影響着羣體中的我

們，也影響着身為個體的我們，它

介入了對社會的一般性討論，也指

導着對心理障礙的診斷和治療。

心理學家的觀點和理論融入

了我們的日常文化，從某種程度上

講，他們關於行為和心理加工過程

的許多發現現在都被視為「常識」。

心理學所提出的一些觀點確認了

我們的直覺，僅是讓我們做出再一

次的思考而已；但是心理學家也

經常令公眾震驚和震怒，因為他們

的發現動搖了人們傳統的、長久的

信念。

在其簡短的歷史上，心理學帶

來的許多觀念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

式，幫助我們更能夠理解自己、他

人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它深深地

質疑舊有的觀念，發掘出令人不安

的真相，同時也為複雜的問題提出

令人驚嘆的見解和解決之道。作為

一門大學課程，它的受歡迎程度不

斷提升，這不僅顯示出當代心理學

的流行，而且顯示出這門探索人類

神秘心靈世界的學科的豐富性和多

樣性，以及給人們帶來的歡欣和鼓

舞。■

    心理學的目的是讓
我們對自以為了然於胸
的事情有截然不同的見
解。

—保羅•瓦勒里

5723_心理學百科_內文_20171024.indd   13 15/12/17   上午9:16



236

參見：西格蒙德 •佛洛伊德 92~99頁，蓋伊 •科爾諾 155頁，埃莉諾 •麥科
比 284~285頁，阿爾伯特 •班杜拉 286~287頁，西蒙 •巴倫科恩 298~299頁。

    即 使 是 保 守 的 被
試……對那些在傳統男性
領域獨佔鰲頭的女性也會
給予最高的評分。

—珍妮特•泰勒•斯彭斯

 誰喜歡女強人？
珍妮特•泰勒•斯彭斯 （1923－2015年）

背景介紹

聚焦

性別研究

此前

1961年 阿爾伯特 • 班杜拉提出

了社會學習理論，即男孩和女孩

之所以存在行為上的差異是因為

人們對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不同。

1970年 羅伯特 • 海姆里奇和埃

利奧特 • 阿倫森發表了他們的研

究結果，即男性對有能力的男性

評價要高於能力不足的男性。

此後

1992年 美國心理學家愛麗絲 •

伊格雷發現如果某個女性擔任的

是傳統男性角色的領導地位，那

麼人們更加傾向於對其進行消極

評價。

2003年 西蒙 • 巴倫科恩指出女

性的大腦天生具備移情的能力，

而男性的大腦則天生擅長進行系

統理解。

在
20世紀 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

之前，珍妮特 • 泰勒 • 斯彭

斯（Janet Taylor Spence）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焦慮問題上。然而，在她

了解了她的兩個同事的研究，即男

性的能力以及其受歡迎程度的研究

之後，她開始將研究的焦點轉向了

性別問題。她發現同事的研究並沒

有將女性納入其中，於是她決定以

女性為被試進行類似的研究。這就

有了她在 1972年發表的論文《誰喜

歡女強人？》。

斯彭斯和海姆里奇一起探討

了男性和女性是否對能力較強的

女性更有好感的問題。兩位心理

學家猜測，只有那些秉承男女平等

的個體才會更喜歡能力較強的女

性。為了檢驗他們的假設，他們設

計了《女性態度量表》來了解被試

對女性的權利和角色等的看法，問

卷涉及教育、婚姻、職業生涯、

習慣、社交、智能以及經濟自由

等相關問題。結果出乎意料，和研

究者的預期完全相反，被試不但喜

歡更有能力的女性，甚至對那些在

傳統男性擅長領域表現出色的女

性給出了最高的評價。

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為性別

研究成為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獨立

分支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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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威廉•詹姆斯 38~45頁，傑羅姆•布魯納 164~165頁，安道爾•圖爾
文 186~191頁，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 335頁，烏瑞克•奈瑟爾 339頁。

1963年甘迺迪遇刺事件舉世震驚，並且
也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事件。布朗解釋
說這種類型的事件會促使「閃光燈記憶」
的形成。

 閃光燈記憶會被
高情緒喚醒的
 事件所激發
羅傑•布朗 （1925－1997年）

背景介紹

聚焦

記憶研究

此前

1890年 威廉 • 詹姆斯區分出了

兩種記憶：短時記憶（初級記憶）

和長時記憶（次級記憶）。

1932年 弗雷德里克 • 巴特利特

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們的回憶不

僅是對記憶的提取，也是對過去

發生的事件積極重構的過程。

此後

1982年 美國心理學家烏瑞克 •

奈瑟爾指出閃光燈記憶並沒有獨

特的生理機制；而且由於個體事

後會將事件在大腦中進行多次「排

演」，因此該記憶有失真的可能。

1987年 美國心理學家戴維 • 魯

賓在《自傳式記憶》一書中指出，

我們會對自己經歷中里程碑式的

事件記憶深刻。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哈佛大
學教授羅傑 • 布朗（Rog-

er Brown）與他人合作撰寫了一篇名
為《閃光燈記憶》的論文，該研究成
為記憶現象領域的一個經典研究。
布朗和他的同事詹姆斯 •庫里克創
造了「閃光燈記憶」這一術語，用以
描述一種特別的自傳式記憶，即個
體由於周圍環境中發生的重大事件
而產生的非常生動的記憶，這些記
憶的細節豐富並且保持時間很長。

文中指出，具有文化色彩的重
大事件或是對個體而言的重要事
件，比如甘迺迪和馬丁 •路德 •金
遇刺，會激發個體特殊的記憶機制
（「即時印刻」機制），並會在記憶裏
創建一個永久性記錄，從而保留我
們第一次聽到該事件時的環境信息
以及該事件的細節信息。這和照相
機閃光燈的效果類似，當我們聽到
令自己震驚的消息時，我們會將當
時的情況「拍下來」，包括聽到事
件的時間、我們當時和誰在一起、
正在做甚麼等，比如當我們聽說
「9•11」事件時的情景。布朗和庫里
克提出，這些記憶生動、準確並且

經久不衰。然而，像奈瑟爾這樣的
研究者則不認同所謂的特殊機制理
論，他們認為個體記憶的經久不衰
是由於個體事後會對事件在大腦中
進行多次回顧或「排演」 （無論是個
體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會有讓個
體多次回顧的可能），因此該記憶會
不停得到強化而無法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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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做瘋狂事情的
 人並不一定是瘋子
埃利奧特•阿倫森 （1932年－ ）

背景介紹

聚焦

社會心理學

此前

1956年 社會心理學家利昂 • 費

斯廷格提出認知失調理論，該理

論認為不一致的信念會導致個體

產生不適的緊張心理。

1968年 發生了越南的美萊村大

屠殺事件，美軍為了降低因屠殺

平民而導致的認知失調，於是對

平民進行「抹黑」。

此後

1978 年 阿倫森設計了「拼圖教

室」的學習方法，以促進彼此獨立

的小團體的學習效果，並借此減

少學校中的偏見和暴力問題。

20 世紀 80 年代 心 理 學 家 認

為，不同質的實驗無法反映人們

態度的真實變化，但是人們在「通

過自己的行為提高社會對自己的

接納度」上是共通的。

在某些情況下，瘋狂的人會做出瘋狂的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察覺到促發其行為的社會環境……

……我們就會傾向於認為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性格上存在
缺陷，或者他們本就是瘋子。

我們必須記住，那些做出瘋狂舉動的人並不一定是瘋子。

在
埃利奧特 • 阿倫森（Elliot 

Aronson）1972 年的著作《社

會性動物》中，他提出了「阿倫森第

一定律」：做出瘋狂舉動的人並不

一定是瘋子。「瘋狂的事情」指的

是暴力行為、虐待或極端的偏見，

這些極端行為似乎反映了個體的心

理失衡狀態。阿倫森認為，做出這

些行為的人中肯定有精神病患者，

但是心理健康的人也有可能做出看

似瘋狂的極端行為來。因此，在診

斷一個人是否罹患精神疾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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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萊昂•費斯廷格 166~167頁，所羅門•艾特 224~227頁，梅爾文•勒
納 242~243頁，斯坦利 •米爾格蘭姆 246~253頁，菲利普 •齊巴度 254~255頁。

    有些情境性因素會令
很多「正常」的成年人做出
令人作嘔的舉動。

—埃利奧特•阿倫森

肯特大學慘案中有 4名學生被國民自衛
隊殺害，情感衝突的鎮民們為了減少認
知失調，做出了詆毀受害者的舉動。

埃利奧特•阿倫森

  大蕭條時期，埃利奧特•阿

倫森在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長大。

他獲得了布蘭代斯大學的獎學

金，於是他在那裏學習並獲得學

士學位；之後，他又分別在衛斯

理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獲得了碩士

和博士學位。之後，他曾在好幾

所大學擔任教授，其中包括哈佛

大學和史丹福大學。

  在阿倫森的整個職業生涯
中，他一直試圖用研究成果改善

人類的生存條件、減少偏見。由

於他的成就，他獲得了威廉•詹姆

斯獎和高爾頓•阿氏獎，他還被

《普通心理學評論》列入 20世紀
100位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
一。他是唯一贏得美國心理學會

所有三個獎項（寫作、教學和研

究）的人。

主要作品

1972年 《社會性動物》
1978年 《拼圖教室》
2007年 《錯誤已經鑄成（不是
我的錯）》

社會心理學家需要盡力理解個體在

做出這些行為時面對的壓力及社會

環境。

認知失調

為了說明其觀點，阿倫森列舉

了 1970年發生在美國俄亥俄州肯

特州立大學發生的慘案。當時，俄

亥俄州國民警衛隊的成員開槍殺害

了 4名手無寸鐵的學生，並造成 9

人受傷。傷亡的人中有的是抗議美

國入侵柬埔寨的示威者，但大部分

只是路人。雖然槍擊事件的原因仍

不清楚，但這無疑是一場不必要的

悲劇。然而在此之後，美國俄亥俄

州教師（以及國民警衛隊成員）卻

聲稱，這些學生都「該死」，據說被

殺害的女孩們有的是未婚先孕、有

的感染了梅毒，還有的下流不堪。

阿倫森認為這些假傳聞並不是源於

病態的思維，而是人們為了緩解內

心的壓力和衝突找到的解決辦法。

這些人感受到的衝突便是「認

知失調」，當多個信念中有兩個或

多個出現不一致時產生的不適感。

為了減少這種不一致，人們將改變

自己的態度、信念和行為，哪怕是

否認自己的殘忍行為或是為自己

的行為尋找藉口。阿倫森指出，這

就是肯特大學慘案發生後謠言產

生的原因。鎮上的居民願意相信國

民衛隊本性的善良，這意味着他們

就需要相信這起慘案的受害者該

死。認為被害者的骯髒和淫亂的想

法可以安撫人們，因為這樣大家就

可以緩解「國民衛隊殺死了無辜的

學生」這一想法造成的情感衝突。

阿倫森聲稱，任何人在類似的

情況下都可能會這樣做。理解了人

們為甚麼會拒絕承認或合理化其

殘酷行為，我們就可以在更廣泛的

社會背景下調節或預防此類事件

（比如戰爭和社會偏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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