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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習、知J心理學的發展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

張春興

本文之撰寫，旨在探討以下四大鬧題 :.(1)從知識論的觀點罔溯認知心理學的起源與流變。

(2)檢討心理學原理用於教育實際的可能與限制。 (3)論介當代認知心瑾學的範團與研究取向。(釗
展望認知心理學的新發展及其對教育研究的影響。

一、新輝舊酒間看認知心理學的流變

村當代麗知心理學研究的內涵

在當代心理學的領域內，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是一個新興的學門 σ 心理學

界對此新興學門的名稱雖已有共識，而對其性質與內涵的解釋，卸尚未獲得觀念上的一致。大體言

之，→般認為認知心理學所研究者是人類「知之歷程J 探討人觀「如何獲取知識」、「如何脖存知

識」以及「如何使用知識」等有關問題@惟對「知之歷程」的確切內涵，仍然處於莫衷一是的階段。

為了便於以下討論起見，我們暫且對認知心理學的內涵，採取以下兩點看法:

第一、採不同界說的看法。綜合各家意見，對「認知」一詞，至少有以下四種不同的解釋(Hou

ston, Bee, and Rimen , 1983) : (1)認知指收受訊息及運用訊息的歷程。這是幅於資訊科學或電

腦科學的解釋;按此解釋，認知歷程包括輸入、轉換、肘存、檢索、運用等訊息處理的心理活動。 (2)

認知指符號表徵的歷程。這是捕於心理語言學的解釋;按此解釋，認知歷程包括聲音符號與形象符號

的抽象化、意義化、規則化的歷程。 (3)認知指思考與問題索解的歷程。這是完形心理學家主張先有領

悟始能學習的解釋;按此解釋，認知歷程包括遭遇困難、認識問題、形成骰設以及偎設驗證等心智活

動。 (4)認知指心智活動與心理狀態綜合運作的復雜歷程。這是近年來認知心理學一般專書內容的綜合

性看法;按此解釋，認知歷程包括感覺、知覺、注意、心像、記塘、思考、推理、判斷、語丈運用、

心智發展以及肆應環境解決問題等復雜歷程。此種綜合性解釋，大致包括了現今認知心理學研究的重

要主題。也可以說，第四種解釋大致可用以代表現今的認知心理學的內涵。

第三、採廣狹二義的看法。認知心理學是現今心理學領域內的一個學門，此一學門具有廣狹兩種

意義 (Blumenthal， 1977; Lachman, et al., 1979) 。故義言之，認知心理學指六十年代起於美

國，以實驗為方法專鬥研究人類訊息處理歷程的一派心理學。廣義言之，認知心理學機包括研究訊息

處理歷程之外，既包括二十年代起於德國，以實驗為方法研究知覺與學習的完形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也包括二十年代以後起於瑞士，以觀察為方法專門研究兒童的認知發展心理學〈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完形心理學所主張的學習須經領悟(in!;ìight) 的

認知論 (cognitive theory) ，在以往教育心理學中多所介輯。本文所要討論者，將從廣羲的觀點
論介認知發展與訊息處理兩派認知心理學。a兩揖認如心理學的研究取向雖不相同，而目的則一，均厲

*本文係76年l0}116回國家科學會學辦認知與學習基礎研究第三次研討會上專題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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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探討在「知之歷程」中的兩大問題: (1)人何以能知? (2)人如何獲知?

尋求「人何以能知 ?J 與「人如何獲知 ?J 兩問題的答案，一直是古今中外哲學家與教育家思

考的主題。西方哲學傳統中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 ，其所揉討者，主要就是對此二問題尋求解

答。哲學上知識論的討論非本艾主旨，以下所論只礎知識論的基本理念出發，簡略說閱當代認知心理

學發展的歷史背景。

白種姐.前到阻知心理學的瓏，

談到認知心理學發展的歷史背景，可引用德國心理學家文賓豪斯 (Hermann Ebbinghaus, 

1850-1909) 的一何名言來說阱。文民曾說 r心理學者源遍流長的過去，但卸只有短短的歷史。」

誠然，從整個心理學發展的過程看，其理念起於兩于多年前的古代希臘時代，但心理學之成為一門科

學，對l只能從1879年每國{，;理家馮德、 (Wilhelm Wundt, 1832-1920) 在萊比錫大學創設首座實

驗室開始;到今天只有一百多年而已。再從認知心理學發展的經過看，其理念來自哲學中的知識論，

而知識論的主要源頭有二:一為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的經驗主義

(empiricism) 另一為起於十七世紀法國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1596-1臼0) ，後經十八世

紀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集大成的理性主羲 (rationalism) 。但認知

心理學之成為心理學領域內一門獨立學科，均只能從1967年美國心理學家尼賽(Ulric Neisser) 的

專著「認知心理學」一書出版之後開始;到今天只不過二十年而已。因此，從知識論的舊理愈演變到

認知心理學的新名稱，其間關係是新瓶裝進了舊酒;認知心理學的理念，不是創新，而是復甦。

傳統哲學上的知識論，在解釋人類知識來源問題時，經驗主義與理性主華麗的看法是很此對立的。

以洛克為主導的經驗主義者認為，經驗是知識的唯-來源。人類在初生時猶如白紙一張，其心靈空無

所有，其後一切知識完全來自經驗;甚至組織知識形成概念，車進一步運用概念構成的推理原則，也

全是靠經驗獲得。極驗主義者反對知識得自先夫概念結構讀生而具有自瞬之理的看法。他們認為，人

類即使具有理性，而理性本身也是後天經驗的產物。以康德為首的理性主讀者，對人類知識的來源，

持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只憑自朗之理的直覺和演釋，創可構成知識。經驗雖有劫於知識之構成，但

知識不等於經驗累積。對知識而言，經驗只能做為構成知識的材料或內容，知識的構成尚須先天心靈

的理性作用。換言之，只有將先天性的概念結構加諸經驗之上，予以組織和處理，始能成為知識。此

間康德理性主羲的知識論中，強調先天理性超越使天經驗的所謂超驗主聲 (transcendentaIism) 。

基於以上對知識論的簡單解釋，我們可以由之發現三個深具心理學憲章麗的基本概念。這三個概

念，不但可由之分析以後心理學發展的大勢所向，而且更可由之理由當代認知心理學復甦的根源。這

三個基本概念是:

第一，理性主羲者所持先天心靈結構的看法，無疑就是當代認知心理學中認知結構 (cognìtive

structure) 觀念的根源。其所不完全相同者，只是後者不再帶有宗教色哲(不說上帝或軍瑰) ，而

對認知結構的變與不變的解釋上有所差異而已。

第二，理性主義者所持理性超越經驗，依先天概念架構組織並處理經驗以構成知識的看法，無疑

就是當代認知心理學中認知歷程 (cognitive process) 觀念的根源。其所不完全相同者，只是後

者採用較多科學理念(如神經生理學)對認知歷程的解釋有所差異而已。

第三，經驗主義者所持後天經驗為知識本源的看法，無展說是當代認知心理學中，認知發展論者

重視遺傳與環攬互動影響而決定發展層度觀念的根旗。其所不完全相同者，只是認知發展論者除受經

驗影響之外，也兼踩了理性主義先天概念結構的觀念而已。

根攘前述三個概念，我們簡略地追溯一下近代心理學發展的展史，看一看理性主羲與經驗主義兩

派知識論的不同主張，對以後西方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大體言之，理性主義的思想流傳在歐洲大陸，而經驗主義的思想，則由英國傳去了美國。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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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凡是發頓於歐洲大陸的心理學理論，幾乎總脫不了「心之研究J (sudy of mind) 或「心之結
構J (structure of mind) 等內在歷程的觀念。諸如馮德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布

倫坦諾 (Franz Brentano, 1938"'1917) 的行動，心理學 (act psychology) ，魏德邁等人的完
形心理學，以至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的精神分析論 (psychoanalysis) 等

心理學說，論點雖不相同，但無不涵有理性主義所主張的先天性概念結構與內在活動歷程的觀念。

經驗主義從英國傳入美國之後，繼承其早年反理性主義的傳統，在本世紀之初，由華森(John

R Watson, 1878-1958) 主導，以反找來自歐洲的結構主議為號召，很快就建立起行為主義 (be

haviorism) 的心理學，而且勢力龐大，獨霸美國心理學壇四十多年。行為主義者完全否定知識來自

先天的理性概念，配不承認有「認知結構J '也不承認有「認知歷程J 他們認為兩者均層內在的、

無法觀察的、無從測量的主觀心理事件。行為主義者只強調外顯反應與刺激關係的研究，認為只有控

制刺激和觀察反應，始能達到心理學研究完全科學化的境界。在三十至四十年代行為主義盛行之際，

凡是來自歐洲傳統重視內在的一切心理學思想，幾乎全都受到排斥。心理學發展初期，剛從哲學領域

獨立出來，成為一門科學時所揭樂的「精神科學J (the science of mental life) (James, 

1890) ，至行為主羲當道時，改而變為「行為科學J (the science of behavior) (Watson, 

1914) 。而且將「行為」一詞，只是狹義的界定為可觀察測量的外顯反應;對任何復雜的行為，均企

圖簡化只採用制約作用 (conditioning) 來解釋;將人視為外在環境「塑造J (shaping) 的產物。

至此，心理學的思想已走向像被論 (mechanism) 與外因決定論 (determinism) 的牢路 r心

理」一詞已是有名無實。難怪英國心理學家波特 (Bu肘， 1962) 會感慨地指出:心理學在本世紀前五

十年的發展，先是喪失了「靈魂J (souI) ，繼而喪失了「心智J (mind) ，再而喪失了「意識」

(consciousness) ，終而變成了一門「無心之學」。
心理學思想的轉變，大約從五十年代開始。心理學之所以從極端外因控制的研究取向，轉而又重

新重視內在歷程的研究，主要受到以下五個因素的影響。

(1)新行為主義 (neobehaviorism) 興起的影響。新行為主義的特點是，研究個體行為時，不

侷限於外顯而可直接觀測的反應，介於刺激與反應之間的所謂中間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與中介歷程 (madiating process) 的觀念，也被用做解釋行為的理論。當時著名心理學家如托爾

曼(Tolman ， 1949) 以認知圖 (cognitive map) 的概念解釋動物的方位學習，費斯丁格 (Fest

inger, 1957) 以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ce) 的概念解釋態度改變，凱利 (Kelly， 1955) 

以認知概念解釋人格結構等，都是受新行為主義興起的影響。

(2)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 興起的影響。資訊理論本為研究通訊與傳播的一種理論。

有殼的通訊與傳播，必須靠精密編碼、轉換、解梅等復雜的訊息傳遞系統。英國學者布羅本特(

Broadbent, 1958) 首創感官接受刺激而形成短期記憶 (short-term memory) 的觀念，為以後

認知心理學家將記情區分短期與長期兩類從而研究認知歷程，奠下了基礎。

(3)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 興起的影響。電腦發展到五十年代末期，由電腦設計模擬

人類大腦功能的嘗試，發展出所謂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企圖用電腦作業代替人的
思考，助人解決問題。要模擬人惱，自然就得先研究人腦的心理功能及其收受訊息與處理訊息的運作

過程。於是認知心理學的理論，隨電腦科學精進的刺激而有了很大的進展。

(4)心理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 興起的影響。在五十年代以前對人類語言行為的解釋，主

要~行為主義d心理學家斯肯納 (Skinner， 1957) 的操作制約 (operant conditioning) 的學習理

論為依據。語言學家詹姆斯基 (Chomsky， 1957) 對此持反對意見，強調人類具有先天的語言能力

結構，出生後到某一階段(一至四歲間) ，不須刻意訓練，自然就學到語言。詹姆斯基的語言理論稱

為發生論 (~en.etic theo.ry) ，意指人類的語言能力是自然發生的。顯然，語言發生論的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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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知識論的理性主羲思想有關。

(5)認知發展 (cognitive development) 研究的影響。前述影響心理學思想改變的三大因索，

均起自美國，除此之外，二十年代起於歐洲，至五十年代傳入美國的皮亞傑(Jean Piag肘， 1896-

1980) 的研究，也是促、使美國心理學思想轉變的主要因素之一。皮直傑的認知發展研究，其理論基

礎一方面強調先天心智結構，另方面文重視後天環境的影響，可以說是一種五動主義(interaction

ism) .白、從傳統知識論的觀點言，皮亞傑的理論是理性主羲與控驗主義的調和:故而在名稱上稱為發

生(或發展〉知識論 (genetic epistemology) 。皮直傑的認知發展研究，開始接三十多年才為美

國心理學界所接納，其原因也與前述行為主義當道時反結構主義的思想有關。

在上述五大因素共同影響的情形干，至六十年代末期，心理學的研究又轉向從前所重視的內在結

構與內在歷程的老路。至此，認知心理學乃正式很甦。此後二十年間，認知心理學發展迅速，不但被

肯定為心理學的獨立學門之一，而且有凌駕行為主義之上的趨勢，儼然成了當代心理學的主流。

最後，在結束討論認知心理學的歷史背景之前，尚須釐清兩個概念:其一，本丈所論係指廣義的

認知心理學。廣義認知心理學的領域內，包指兩個流浪:一為激於歐洲以研究心智發展為主的皮亞傑

式的認知心理學，一為起自美國以研究訊息處理為主的認知科學式的認知心理學。其二，一般以「認

知心理學」為書名的書籍，其內容多半只限於起自美國的單一個流淚。因此，美國出版的此類書籍，

常把「認知心理學J (cognitive psychology) 興「訊息處理心理學J (information-proces
sing psychology) ，視為異名同義 (Glass and Hol yoak, 1986) 。本丈之所以採廣義的寫法，

將兩個流浪放在一起討論，主要是為了教育上的目的。因為，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也好，美國的訊息

處理論也好，在基本上都是要解答「人何以能知 ?J 與「人如何獲知 ?J 兩大問題。其不同者只是研

究取向有所差異而已。在教育上，這兩個有關「知」的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中心之所在。如何運用這

兩派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改進教學，正是本丈接下去要討論的問題。

二、心理學用於教育的必然興未必然

付心理學原理用在教育上的當Iit

在尚未討論認知心理學如何在教育上應用之前，讓我們先思考兩個問題:其一，如罔顧或被討以

往心理學用於教育的嘗試，其教果如何?其二，如以往心理學用於教育上的教果不彰，其原因何在?

本節先談第一個問題，次節再談第二個問題。

從心理學與教育兩者閉的關係看，有史以來代表將心理學原理原則用在教育上，嘗試以之促進教

育教果或解決教育問題者，是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我們可以從這三

個階段的特徵，檢討心理學在教育上應用的教果。同時，也可以從早期教育心理學家的學說中，觀察

傳統知識論中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流變的情形。

1.教育哲學導向的教育心理學，是為第一階段。此一階段，在時間上大約包括十λ世紀中葉至十

九世紀末葉的一百五十多年。此階段教育心理學的特徵是:理念正確而方法不足。當時教育心理學的

對象是受教育的人，是見重;其所討論的主題是教學活動中見量的學習行為;方向是正確的，惟從教

育科學的觀點言，只有正確理念，缺少實施程序與驗證敷果的方法。在此一階段內，我們只介紹兩位

教育心理學家的思想，用以分別代表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承傳。第一位介紹的是被稱為教育心理學

之父的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齊(Johann H. Pestalozzi. 1746-1827) 。裴氏的教育心理學，可簡述

為以下五個要點 (Watson ， 1963) : (1)教育目的在使兒童的頭 (head) 、手 (hand) 、心 (heart)三

者，獲得均衡的、和諧的發展。 (2)教育的一切實施，必須配合兒童發展的程度及能力上的個別差異。

(3)教學設施應重親見量需要，不能因遷就成人的邏輯而抹殺見量的興趣。 (4)教師如圍了，學生如花

木:聞丁只能栽培花木，絕不能摳苗助長。 (5)教學時應重視感官經驗，且讀循序漸進，由簡而繁，自

具體到抽象;雌即所謂直觀教學法。由此五點足可看出，裴氏的教育心理學顯然受了洛克經驗主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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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的影響。

第二位介紹的是德國教育心理學家赫爾巴特(Johann ， F. Herbart, 1776"-'1841) 。赫氏的教
育心理學，可簡述為以下五個要點 (Mayer ， 1960) : (1)教育目的在培養學生的品格。 (2)人的心靈

具有認知 (cognition) 、情感 (affection) 意動 (conation) 三種結構性的功能。 (3)學習係層內

在歷程，適當的教育環揖對內在歷程具有引發作用。 (4)重視兒童興趣的培養。 (5)教學須按一定程序，

程序中分為預備(引起注意)、提示(落實教材〉、聯合(新舊經驗)、概念(經驗結合)、應用五

個階段;此即所謂的五陸教學法。由此五點也可看出，赫氏的教育心理學顯然受了康德理想主義知識

論的影響。

2.科學心理學導向的教育心理學，是為第二階段。此一階攻，在時間上大約包括十九世紀末到本

世紀中的五十多年。此階段教育心理學的特徵是:受科學化誤導失卸獨立性格。十九世紀末，因為受

到生物科學及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心理學開始脫離哲學領域轉向科學化。在心理學科學化的路上，

其所強調的科學方法，先後曾有三度轉折。最早是德國噶德結構主羲時代所踩用的肉省法(intros

pective method) 繼而是美國詹姆斯 (WiIliam ]ames, 1842-1910) 與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功能主義 (functionaiism) 時代所踩用的內省兼觀察測量法;再後就是行為主義時代

揖棄內省而特別強調的控制實驗法。在行為主義盛行的幾十年間，心理學被視同生物科學，在研究上

強調的以客觀性、驗證性為原則與以可觀察、可湖量的外顯行為反應為限的極端科學取向，一方面使

心理學的研究牢化、另方面對教育心理學誤導。因為，在此一時期，一般成認「普通心理學原理原則

在教育上的應用」者，就是教育心理學。顯然，教育心理學本身沒有原理原則，它只能借用草等待普

遍心理學的原理原則。結果，教育心理學變成了科學心理學的附庸，喪失了從前以「人」局對象以「

教學」為歷程的獨立性格。最後形成的現象是，科學心理學的原理原則在教育上濫用;巴夫洛夫(

Ivan P. Pavlov, 1849-1936) 用狗作消化膜實驗所得的制約反應 (conditioned response) 原

則，桑代克 (Edwasd L. Thorndike, 1874-1949) 用貓作開啟迷體所得的教果律 (law of eff
ect) ，斯肯納 (Brurr】lUS， F. Skinner, 1904"-' )用自鼠作壓槓杆得食物所得的增強 (reinforce

ment) 原則，都直接用來解釋教室內學葷的學習行為。教育心理學以如此方式應用科學心理學的原

理原則，其教果不彰自屬意中之事。

3.教學心理學取向的教育心理學，是為第三階設。此一階段，在時間上大約自六十年代聞始以迄

於今的二十多年。此一階段教育心理學的特徵是:巳岡歸正途但尚待發展。六十年代是整個心理學轉

變的時期;行為心理學勢力的式傲，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 的興起，認知心理學

的復甦，使心理學的研究又轉向以「人」為對象，以「心」為主題的傳統。就在這樣的潮流之下，教

育心理學受其影響，經過反省之後，終於在六十年代擺脫直接擷取普遍心理學原理原則的作法，改而

嘗試礎建立獨立系統理論的取向，重振教育心理學的聲戚。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歡宵心理學家布魯納在

1966年出版的「教學理論之建立」一書，即代表教育心理學在這方面的嘗試 (Bruner ， 1倪鴻) 。自

此之後，歡育心理學的重心轉變，從廣泛的教育問題探討:轉而集中研究教學歷程中如何教和如何學

的問題。因此，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教學心理學(instructional psycholog的大有取歡背心理

學而代之的趨勢。教學心理學在未來能否超越教育心理學的覆轍而達於理想境界，端視其在未來發展

過程中能否擺脫以往「等待」與「借用」的傳統，自行建立起教學的理論。到目前為止，已有多位學

者從事這方面的努力。請如近年來奧蘇貝爾 (Ausubel ， 1960) 創用的「前導組體論J (advanced 
心 organ.izer model) ，卡浩 (CarroII ， 1963) 創用的「精熟學習法J (mastery learning) ，以
及賓州大學設計的「個別處理教學計畫J (individually prescribed instruction program, 

筒稱 IPI)等，均屬教育心理學家擺脫直接借用心理學原理，而建立獨立性教學理論的嘗試。以下我

們在討論認知心理學能否應用時，我們希望也從此一角度來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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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心理科學與教學，每術間的距離

談到心理學與教育之間的關係'有人以之眼生理學與醫學的關係作類比。在生理學與醫學的關係

中，暇如指的是先研究生理，後研究病理，前者所獲知識直接用於後者，大致可視為是必然的。但如

所指的是先研究生理，而後從事診斷治療，前者所獲知識就未必能直接用於後者。心理學與教育的關

係'大致也是如此。在兩者關係中，但如先研究普通心理學，後研究教育心理學，前者所獲知識自然

可直接用於後者。但如所指的是將所學的普遍心理學原理原則直接用於學校中某一科目的教學，該等

原理原則就未必具有應用的價值。理由倒在?原因是科學與科學問及科學與藝術間遠近距離不相同的

緣故。科學與科學之間距離近，兩者之間知識容易銜接。科學與藝術之間距離遍，兩者間較難建立理

論與實際的關係。生理學是科學，診斷治療是萬衛，精通生理學未必說成為好的醫師。同理，心理學

是科學，教學是藝衡，精通心理學也未必就是教學成功的教師。

以往心理學家談到心理學原理能否用在教學的問題時，有兩位著名學者的意見，分別代表兩種極

端的看法。當代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 (Bruner， 1961)曾樂觀地指出 r任何知識均可不改其本

質，而有鼓地歇會所有不同發展階段的學量。」然在九十多年前，美國功能主義心理學大師魯姆斯，

卸會消極地指出 r心理學直接用於教室內教學的想法，是天大的錯誤。心理學是科學，教學是藝

術;科學再怎麼萬龍，永遠也不能直接產出賽街來。......因此，對具有足夠心理學知識的人來說，絕

不敢保證他就會成為一位優良的教師。 J (James, 1899) 。

以上兩位學者的意見，表面看來是對立的，但如深一層分析，兩種說法並不衝突;因為兩人所

指的並非同樣的事件。布魯納所指的是教見量如何學習科學知識，他採用7皮亞傑的發展知識論的理

念，強調只要將科學知識的形式改變(本質不變) .配合見童心智發展的程度，任何科學知識均有可

能讓見童學到最基本的概念。詹姆斯所指的是教人如何教學的問題;他採用教學是費術而非科學的理

念，強調科學不能「生產」良師。

就以上布魯納典詹姆斯兩人的不同看法來推論，我們可由之獲得雨點概念:其一，如將知識分為

科學與藝街兩類，科學的「可教性」高，藝街的「可教性」低。其二，教學是藝銜，而非科學，故而

教學的「可教性」低。換言之「教人如何教學J 是件難事 Q

莫瑞(Murray， 1979) 曾就知識的性質(屬於科學的或嵐於藝術的)與可激性的高低兩個向度，

分析出三個標車，用以區別何種知識易歡易學，何種知識難看史難學。這三個擦掌是:

1.能做得到的:指教的人能夠做出來(包括語言的或動作的)給學的人看的知識，或是學的人能

按照教導能夠做得到的知識。此種知識的可教性最高，自然也容易學習。

2.能做得對的:指教的人或學的人都能按一定規則做到正確無誤的知識。此種知識者對錯的要

求，可教位中等，也較難學習。

3.能做得好的:指教的人或學的人能按某種標車做到盡善盡美地步的知識。此種知識評定時「好」

標準難定，可教性最低，也最難學習心

大體言之，第一個原準是屬於求「是」的知識，第二個標準是求「真」的知識，第三個樣準是

求「美」的知識。在知識教學時，有時能合於第一標準，有時能合於第一與第二標響。能否達到第三

標傘，端視知識性質而定。如果是科學知識，第二標擎的延伸就能合於第三標準;因為，童車科學本身

而言· r真」也就是「美」。如果是藝術，除第一個標準勉強可以達到之外，後面兩個標準幾乎都是

無法達到的。、

基於以上分析，對心理學能否應用於教學的問題，大致可以得到如干的結論 1 教學本身是一種藝

術'藝衡的表現很難者對錯優劣的標準可循。因此很難從心理學的觀點「教人如何教學J 0 然而，設

們必須承認，有些教師的確善於教學，而且在他們成功的教學活動中，所採用的方法也合於心理學原

理原則。這像文學藝術一樣，雖不能數人成為丈學家或藝術家，但世間確有傑出的丈學家和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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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以這樣說:心理學用於教學，其教用不是直接的，是間接的。學了心理學不能保護成為優良教

師，但要想做優良教師，就不能不學心理學。我們秉持此一態度，接下去討論兩派認知心理學的要羲

及其在教育上應用的問題。

三、認知發展論及其在教育土的應用

本節以下所論，將限於說現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的要羲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與限制。惟本節在討

論皮民理論在教育上應用峙，也只包括在一般課程興致學上的應用。有關皮氏理論在智11測量上的應

用，留待下丈另節再于討論。

付阻知聾真理繭的要普

1.按皮亞傑的理論，所謂認知發展，係指兒童隨年齡i酋長時其心理能力(智力)所產生的改變。

惟此種改變，在性質上屬於質的變化，而非量的增加。見畫並非具體而傲的成人;絕不可能按成人的

思考方式與對錯標車來判斷宛董智力的高低。

2.認知發展是個體自身遺傳的內在結構與外在環境刺激所產生的互動結果。因此，從傳統知論論

的觀點言，皮亞傑的認知論是經驗主連長與理想主羲的調和;故而反民自稱其理論為發展知識論@

3.認知發展論踩取了理性主羲中人性具有先天結構的傳統，而以基模 (scheme) 讀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 做為中心觀念。對反亞傑而蓄，認知發展也就是基模或認知結構改變的歷

程。

4.認知結構由簡而繁的擻增，代表個體智力的改變，而智力之內涵又包括內容 (content) 與功

能 (function) 前者自個體面對問題情攬時所表現的外顯行為特徵界定，使者只能根據外顱行為

去推理解釋。反亞傑早年(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研究，幅畫在觀察見葷的智力內容(如對自然現象中

月亮、太陽、樹木等所l獲得的概念)而使期(五十年代以後)的研究，則轉而對智力功能的探討。

皮民智力功能研究中，有兩個重要概念:組織 (organization) 與適應 (adaptation) 。

5.組織是個體智力的統合功能，個體靠此功能將多種較低的本能性議以生理為基礎的行為，組織

統合面成較高層次的心理性行為。例如，嬰兒在出生數月後， ~p可將聽覺、視覺、抓取三種行為統合

在一起，抓取到出現在他附近的東西。

6.在組織過程中，個體表現其適應環攝的功能。適應時包括兩種彼此互補的歷程:某一為同化(

assimilation) ，個體以其配有認知結構處理環境中遇到的問題;是國有知識的運用。其二為調適(
accommodation) ，個續在同化不足以應付困難時，自行改變其龍知結構以因應環壇的需要。在同
化與調適之間，皮亞傑認為存在著一種失街 (disequilibrium) 狀態:因開化不戚，造成個體與其

環境間失卸原有的和諧，困面導致其心理失衡;個體為了依種原有和諧，故而發揮調通功能。因此，

按良亞傑的看法，智力發展也就是個體心理上「均衡→失衡→均衡→失衡......J 的連續歷程。

7.認知發展研究的目的，主要在觀察智11功能與年齡的關係。按皮亞傑觀察研究所得，兒童認知

發展經過四個時期: (1)感覺動作期 (sensorimotor stage, 0-2 歲) ; (2)運思前期 (preoperat

iona1 stage, 2-7.歲) ; (3)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11 歲) ; (4)形式運思

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1 歲以上)。在四個時期內個體認知發展的連度，有相當大的

個別差異。惟說每一個體而言，四個時期的順序，部是固定不變的。換言之，在順序不變的原則下，

個別兒童智力發展的速度，有很大的個別差異。

8.按良亞傑的解釋 CPiaget， 1峙的，影響個體各個認知發展時期遲早出現者，有四大因主持:(1)

生理成熟，神經系統中中樞神經系航與大腦分區專司力能發育的程度。 (2) 自然環境，在自然環境中個

體對事物觀察、操弄、控制活動所得的經驗。 (3)社會環壇，在社會環墟中典人相處、情感應對、語

丈學習所得的經驗。 (4)均衡能力，在生活中時常遇到需要思考的情境，讓他有機會調適自己的認知結

構，從失衡的心態依爸是均衡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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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主要在說現個體以其先天心理結構與後天環境安五作用而引發智力成

長的歷程，單此以觀，良好的教育環境，對見董智力的發展具有促動作用。

10.從認知心理學研究的「人何以能知 ?J 與「人如何獲知 ?J 兩大主題看，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

論，偏重於心理能力(智力)的研究，故而對第一個問題，提供了較多的答案。

同認知發廈擋在教育上的應用

談到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能否或如何在教育上應用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再固到「心理學是科學，

教學是藝術」的原則上去考慮。皮亞傑的工作純粹是科學研究，只是對兒童的心智成長，提供了忠實

記錄和推理解釋;他只發現見童在何時何地對何事作何種想法，只是事實性的描述，他並沒有按預

定的目標有計畫地教導見量如何改變想法去達成某種預定的教育目的。所以他本人一再強調他不是教

育家。他不建議別人將他的理論拿去直接應用，他只建議教育家們將他的理論說為教學改進的參考原

則。基於此一觀點，試將皮亞傑認知發展論中間接用於教育的六項原則，俾供有意根據該理論從事教

育改革者參考。

1.發展理論重於學習理論。雖然有人把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當作學習理論看，但就該理論偏重

探討「人何以能知 ?J 與年齡的關係看，將該理論說揭發展理論來應用，較為適宜。學習理論重在解

釋學習產生的歷程，而且該歷程平常又以短時間兩學習某種材料為限。惟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只

限於解釋見重期內智力的發展，而不包括人格的與社會等發展層面。

2.發展順序觀具教育價值。皮亞傑的理論將個體的智力發展分為四大階眩，以說明認知發展的連

續性中帶有階段特徵。這一點反映在教育上，成為教材組織與教法設計必須配合兒童發展層度的基本

原則ρ 惟四陵分期法過於籠統，如具體運思期 (7-11歲〉包括小學低、中、高三階年級在肉，學程

改變很多，而理論中所述發展特徵簡單，故而在賞際教學上缺乏指導作用。欲期在教學上有鼓應用，

尚須按年級差別求取更多資料作依擾，方始達到實用的目的。

3.對求知動撞撞的不同見解。表面看來認知發展論不談動機問題，對個體求知行為不以外在賞罰手

段予以控制。實際上皮亞傑的理論中含有很興確的動機觀念;其所指存在於同化與調適之間的失衡狀

態，就是內在動機。按其所指的智力發展只能在「失衡→均衡→失衡......J 的連續歷程中產生的原

則，教學時必須注意每個學重新舊經驗的銜接問題;一方面使其面對新知識時會產生適度失衡之感，

另方面讓他有可能運用舊經驗自行解決困難，從而依復均衡。如此，將學童置於「困而不挫」的情境

中，直接維持其求知的內在動機，間接可由之促發其智力。

4.有益於發展的教育環境。根據前丈認幼發展論要議第入點所列影響見重智白發展的四大要素，

在學前與入學後的教育設施上，可以提四方面考慮，設置有益於見童心智成長的環境: (a)配合身心成

熟程度設施，不坐失生機，不摳苗助長。 (b)充實生活層面，讓見量有接觸自然事物的纖會。 (c)改善社

會環境，謹見童在良好的人聽關係中成長。 (d)按個別差異數學，將每個見量均置於「困而不挫」的邊

緣， .{學益於保持求知動機而利智力發展。

5.學到知識未必增加智力。皮亞傑的理論曾被人誤解錯用，以為提前知識華文學，郎可促進兒量智

力發展。按皮亞傑的解釋 (Piaget， 1970) ，從知識獲得的歷程言，知識分為聯想性知議 (associa

tive knowledge) 與運思性知識 (operative knowledge) 兩類;前者擅自被動教海僅憑聯想

作用所學到的「什麼是什麼」的知識，後者經由主動與事物接觸經操作思考而學到的「什麼為什麼」

的知識，。只有安排第二類知識學習的攝會，才有1促進兒量智力鼓展的可能。

6建立能處芳的教學理論。-教育的目的是在設計的教學情壞之下改變兒童的甘為;是企圖再「處

方J :ëiG r治療」的取向遠到教育的目的。發展心理學也好，學習心理學也好 F 其原理原則均不足供為

「處方」或「治療」之用。欲期達到此目的，必須將發展或學習理論，經由骰設演釋的驗證方式，在

實際教學的情境中，建立起有殼的教學理論(iustructional theory) 。目前在科學教育方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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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們已在嘗試基礎科學各科教學理論的建立主作，希單從「為何能知J 與「如何獲知」的原理原則，

轉化而得「如何教知J 的方法，展可以收到「教師能教j 興「學生能學」的故果。

四、訊息處理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

在本節主題之下，擬從兩大層次來分析說朔:一是簡述現今以訊息處理局研究取向的認知心理學

的要羲'二是從訊息處理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以觀其在教育上應用的可能性。

H訊息處理理論的哥哥輯

1.罔頭再從認知心理學研究的「人何以能知 ?J 興「人如何獲知 ?J 雙重目的看，訊息處理論者

所要研究的是後者重於前者。在基本觀念上，訊息處理論者承認，人在先天上有認知性架構，讓他在

基本上不學而能地接收與吸取生存環境中的訊息。多年來，生理心理學的研究，所發現的神經系統傳

遞訊息以及大腦分區專司功能(如腦側化與語言中樞等) ，更加強了此種觀念。因此，從事訊息處理

研究的認知心理學家，其所企圖探究的問題，主要是: 1固體究竟如何運用其生理上前有的「裝備」

去「處理」環境中看閥的「訊息J '從而出獲「知J (konwing) ，而後發揮「適J (adaptation) 
的心理功能。

2.訊息處理論所研究者是個體的內在歷程。在心理學歷史上，自古以來@O企圖了解，從個體接受

刺激到衰的反應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在歷程。其中，與現今訊息處理論的目的最接近者，自然是

本世紀之初(1918)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伍德訣茲 (Robert S. Woodworth , 1869~1961) , 

在其所倡動力心理學(dynamic psychology)中，所提出的以 S-Q-R模式取代 S-R的主張。

刺激反應之間個體 (organism) 的內在變化，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要了解的內在歷程。所不同者，只

是當年伍德法萃的理論，較偏於以動機的觀念來解釋內在歷程而已。

3.現在的認知心理學，以「訊息處理」為主題來研究人的「知之歷程J '這只是大原則之下的共

識。至於對「訊息處理」進一步的解釋，卸仍在眾說紛耘莫衷一是的地步。即使從最簡單的觀點看現

今的訊息處理論，至少也有三類不同的理論模式，分別對訊息處理的內在歷程看不同的解釋;有採單

一管道序列模式 (serial model)者(在轍入到轍出之間只是單一序列的心理運作歷程) ，有採接

管道平行模式 (parallel model)者(在輸入到輸出之間並存多種管道，按此交五作用以處理訊

息) ，也有採混合模式 (hybrid model) 者(第採前兩種模式以解釋訊息處理過程) (Kantowitz, 

1984) 。本丈所踩者(見圖一)只是單一背道序列模式中的最簡的說興。

4.在訊息處理論中，有幾個重要術語的涵義，尚須略加說明: (1)訊息 (information) 義同知

識 (knowledge) 0 (2)轍λ (input) 指個體接受某刺激並將之當作一種訊息來處理的開始。 (3)輸

出 (output) 指在需要時記憶中脖存訊息經反應器官所表出的活動。 (4)心理表徵 (mental rep

resentation) 指訊息經編馮後的另一種形式，形式雖變但仍代表原來訊息的性質。例如，照斤代

表風景，姓名代表某人，女字代表意義，對使用訊息的人來說，均屬心理表徵。惟同一訊息可用很多

不同的方式去表徵。例如對家畜之一貓的認識，可視為一種訊息，而在心襄表徵時，用聲音表徵可稱

其為「鬥傘 J '用中丈字表徵可寫成「貓J '用英丈字表徵可寫成 fcatJ '用西班牙文可寫成為「

gatoJ 。此外，貓在記憶中的形象以及貓叫的聲音等等，也都是表徵 o 準此以觀，人類所學、所記、

所用的一切知識，可說全是表徵化的接雜作用。認知心理學所要研究者，主要即在探索人類究竟如何

將原始的訊息，經由表徵歷程將之轉換、處理、骨存;又如何在需要時將表徵後的知識取岡使用。 (5)

編碼 (coding) :指將某種訊息的原來形式轉換為另一種便於處理的形式的過程。編碼是心理衰徵的

過程之一，如何舖嗨，視需要而定。例如，將不認識的國字往上國音，將英文學字譯為中丈，如此

將「未知」的知識轉換為「可知」的知識，均可視為編禹。 (6)解磚 (decoding) :解媽是編碼的反轉

歷程，針對外在訊息的需要，從記憶中找出話訊息的表徵，並予以解釋，稱為解碼。例如，由家畜之

一的站(形象) ，一經編碼而成文字「貓J '此時「貓」字的字敢、字音、宇議都是表徵。以後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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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遇見「貓」字時，如能立郎讀出字音且如其字義，即為解磅的功能。 (7)檢索 (retrieval)指從

短期記情或從長期記憶所肘存的訊息，在需要時立師按自並經反應器官表現出外在反應的歷程。

5.認知心理學家對訊息處理假設推理時，按其中最簡單的單管道序列模式(圖一) ，其間處理過

程，至少也讀經過以下六個階段: (1)環境中的刺激影響到受納樁，是為轍λ開始。 (2)感官接受刺激

後，在極短的時間(約四分之一秒)內，取其部分重要者送至短期記憶。 (3)短期記幢是為覺知階段，個

體能夠覺察所記者是為何事;只因時間甚短(約在十秒之內) ，故而稱為短期。在垣期記憶期問，可

因暫時目的直接表出反應(如電話亭中臨時查爾撥電話) ，反應後如不繼續練習，訊息瞬間遺忘消失。

短期記憶也稱運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惟涵義稍有不同。前者指其持續時間短暫，後者
意指在短時間內所作的思考活動。例如，見一廣告上寫「電視機原價貳萬伍干，今起特價八折優待三

天! J 你會立即知道現價只付貳萬元。像此種在短時間內心理運算的功能，部稱運作記憶。 (4)長期記

憶是經由短期記憶篩選後而作為長期保留的記憶。與短期記憶相比，短期記憶中容量極小(只能同時

保留六、七個事項) ，而長期記憶則容量無限。 (5)在需要時，從長期記憶中隨時檢索所需訊息，送違

反應前制器，由之決定以何種方式表違反應(面對同一刺激，可用口語、文字或動作等不同反應)。

(6)最後經由反應器表出所需要的反應，是為輸出。在六個連續階段之外，另外尚有兩種心理功能，對

六階段的運作予以支配控制;郎「期望」典「執行控制J (見圖一〉。

6.單是從前項所列六段的訊息處理歷程中，有很多問題迄今尚難問答。例如，感官接受刺激時，

其功能是選擇性的，為何選擇?如何選擇?訊息須極表徵編碼而後始能處理、記憶，其表徵緝碼作用

從何開始?又其間究履怎樣的歷程?短期記憶容量有限，必須再作篩選，其篩選原則為何?長期億記

之「長期」標車如何?是否一旦逸入~n永久不忘?有時會有「記而復忘」讀「忘而復記」的經驗，又

如何解釋?人類以如此接雜的內在運作過程來處理訊息，獲取知識及使用知識，看樣子認知心理學家

們迄今尚未把真象弄清楚。果如此，認知心理學在教育上又有何用?

執行控制 l 
(executive I 
且且且!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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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訊息處理心理過程示意簡圓

白訊息處理研究方法在教育土的應用

如果拿認知發展論與訊息處理論來比較，前者在教育上的價值是，其科學觀念可供教學藝術改進

的參考;而後者在教育上的價值是，其研究方法可供教學技術層面的突破。認知心理學復甦後廿多年

來之所以飛躍發展，主要是因其在方法上突破了往昔僅以內省為方法研究們在歷程的巢白。近年來，

認知心理學家們為了探索訊息處理歷程，業已發展出了很多研究方法。從多種研究方法的性質看，大

致可歸納為兩大類型 (Gag肘. 1985) 一頭是從理論架構去推理分析訊息處理的心理壓程;像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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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法 (computer simulation) 、訊息處理分析法(information-processing analysis) 
、三事相滅法 (subtractive technique) 等均屬之。另一類是採控制實驗的方法，設計操縱有關

變咦，從受試者反應中去分析了解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像潛在資料法(latency data) 、口語報
告法 (verbal report) 、目光駐留法 (eye fixation) 等均層之。因受篇幅限制，本丈僅就上列

六種方法中攝取兩種，從而說明兩個問題:其一，從目光駐留法看訊息處理論的研究取向;其二，能

訊息處理分析法看閱讀的心理歷程。

1.從目光駐留法看訊息處理理論的研究取向。目光駐留法是採用眼動照像按術，從目光停留在親

物上的時間長短，推理解釋認知心理活動的情形。揉用眼動照像技衛，能將閱讀時目光在書頁上隨文

字方向跳動的情形記錄下來，從目光停留在每一單(或一組〉字上時間的長短，分析讀者當時的認知

過程。此種眼動照像術'乃是根據閱讀原理而設計的。閱讀時，目光隨艾字方向移動時，並非像流水

似地前進，而是像青蛙似地跳躍。自光耀離書頁時，視而不見，只有目光落在書頁上的身刻，繞能看

到東西。根攘心理學家的研究，閱讀時兩眼的跳躍是同步進行的。目光在香頁上駐留的時間，約在五

分之一至一秒之間，時閻長短視讀者能力與女字難度而異;一般大學生的閱讀速度，大約是每秒之內

目光跳落變化四次(Just and Carpenter, 1980) 。由此可知，自以下三個條件，即可推知讀者的

閱讀能力: (1) 目光躍進時，其跨越的空間距離(按單字數計) ，稱為認知廣度 (cognitive span) ; 
認知廣度愈大，閱讀速度愈高。 (2) 目光落下時，其駐留的時間愈短， 11W表示瞬間即可理解字義，閱讀

速度及教率均高。 (3) 目光只向前躍進，不作悶頭往返移動者，其閱讀速度高。

眼動照像周於記錄閱讀的程序，大致是: (1)先在讀者左前方適當臣離內置一細小光源，對準讀者

的眼睛;目的是將眼動時的反光變化顯示出來。 (2)然後在右前方適當位置裝置裝設一反光鏡，使左前

方光輝在眼甚跳動所產生的反光投注在鏡子上。 (3)再後在適當位置裝設自動錄影踐，錄影機對準反光

鏡，將鏡中所得自眼甚折射來的光線變化，詳細記錄下來。 (4)最後將讀者目光在香頁上駐留的時間空

間，再與書頁上文字的相關位置比照檢查，師可由之發現讀者閱讀時的認知過程。

以下是兩位心理學家(Just and Carpenter, 1980) ，根按一位大學生受試，在閱讀一篇未曾
讀過的資料時所作的身段駐留記錄(見表一)。

要一 閉目光駐留法得到的閱讀速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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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rwb..11 Irl 0四e 01 tbe oldllt ..chIlIClI dnlclS howo to m.l. EnrJ Ilteroll. 

3 5 4 8 7 9 10 11 12 13 
517 884 250 317 817 1118 3的“7 483 450 383 

comh.tlol ..,111 coatlløs I .11.11 flJwbeel th.t COI"t. th, JerkJ 冊。tloo ﹒1 tha plstoll Int.the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84 383 317 283 533 50 3ω588 
岫ootb fI叫“ e..rø tht powerl tbe drlYl Ib.ft. 

*英文資科之上有兩行數字，第一行數字代表閱讀每個整旬時目光跳躍的順序

;第三行數字代表在每一個落點上目光駐留的時間(按千分之一秒計)。

徑表一資料，可以看出三點意義: (1)較生疏的單字，目光留駐時間長，這表示讀者對之認知時，

必須仕出較多的心力。 (2)旬尾處目光駐留時間長，這表示讀者須在此統合一下整甸的意義。 (3)在第二

匈中， 4 與 5 的順序顛倒，這表示讀者對話二單字的認知，不能立創作出決定。

上述研究之後，繼續從事此類研究之學者 (Ehrlich and Raynor 1981)發現，目光駐留的
時間隨閱讀材料的熟悉反而改變。一篇丈章開始閱讀時，其中新字新詞需多花時間去想，讀過後的新

字，第二頁再出現時，自然就縮短目光駐留的時間。另外曾有學者以大學生為對象，以一般大學教科

書的閱讀材料，特別觀寮閱蕭眼動時目光往器重龍的現象. (Crowder. 1982) 。結果發現，一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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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的大學生，在讀過的-百個英丈單字中 i其中有七十五個是目光前進時的落點，另有十五個是目光

後遇時的落點。從這兩個數字，可知目光的-次草草地點，大約平均跨越的認知廣度是1'.33個學字。再

按前述實驗結果，目光每次駐留時間約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秒。車此計算，美圓的一般大學生，讀

教科書的平均速度約為每秒鐘 5 ，...，， 7 個單字，每分鐘約為360個單字;按每頁平均約的0字計算，大約

每頁需時1.7 分鐘。中國大學生的一般閱讀速度尚缺乏研究資料。惟根據以上研究資料推論，有兩個

問題值得思考:其一，英文字長短不一，中女字所佔空間回定一致;在目光駐留所在的認知廣度上，

兩者是杏會有差異?其三，在心理表徵上，英艾字偏於表膏，中女字偏於衰形(就-般而論)。此種

丈字系統本身的特徵，是否會影響到閱讀時的目光駐留?

2.從訊息處理分析法看閱讀的心理歷程。無論從認知心理學「知之歷程」的理論觀點看，或是從

教育學「知識功用」的實際觀點看，閱讀無提是求知的最重要的手段。然而自有丈字以來已有數千年之

久，閱讀一直是件知難而又行難的事。現代社會中，幾乎人人都需要閱讀，而且幾乎天天都在閱讀，

部→直缺乏有殼的方法教人增進閱讀能力，或助人解決閱讀困難。問題的關鍵何在?關鍵在於我們尚

不能確切了解，閱讀的心理活動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露程。從事實現象看，確實有擅長閱讀的人，當

然有更多不摟於閱讀的人。對擅與不權之成因如不能了解，自然就無法「處方治療」閱諧的問題。

自從六十年代認知心理學復甦之後，閱讀歷程的探索已成為訊息處理研究的主題之一。訊息處理

論將閱讀的整個歷程，區分為四個階層: (1)解碼認字 (decoding) '(2)丈義略解(literal comp

rehension) '(3)內涵貫通(inferential comprehenion) '(4).心得檢討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Gagn壘， 1980) 。四個階層中，解嗎認字是閱讀的基礎，學量常遭遇閱讀困難，主原

原因即在於此一階段未打好基礎。以下本丈僅以此一階層為例，說偵訊息處理論如何分析閱讀的基本

心理歷程。

閱讀歷程一開始，首要工作就是「認字識義J ·認字識義工作，在訊息處理論上稱為解穗，解喝

一詞前丈巳有說咧，意指根據書頁上一個一個的單字，從長期記憶中立郎檢索出對廳的意義。每一個

單字，在以前學習時都是經由編厲的表徵歷程輸入，並脖存於長期記憶之中，現在閱讀時用到它，再

從以前的煽碼中解釋同來，將意義歸還給相對膺的單字。按閱讀心理學家艾瑞(Ehri， 1982)的解釋，

解碼工作分為兩種不同的歷程;一種是比對 (matching) 歷程，一種是補碼 (recoding) 歷程。

此對歷程是見字直接知義的心理歷程。當讀者看到書頁上的單字時，不需聯想到單字的發音，直

接地、瞬間地即可了解其意羲。習慣於默讀的人，多半使用此種近於「自動化」的解碼歷程。由於此

種解喝歷程時，不需經過發音的口腔動作，故而在認字識麓的反應上較為快速。惟此解碼方式只能用

在熟記的單字，記憶較淺的單字，多半不能使用此種方式。兒童初學閱讀，很難使用比對歷程解碼，

他們多靠字音來補助，故而見重喜歡朗讀。

補磁歷程是面對單字時，先由字音的中介，先讀出字的聲音來(也許聲音極低) ，而後靠字音為

線索，再從長期記憶中檢乘出字義。見量多用此種方式閱讀，成人遇到不肯定的單字也多採用此種解

碼歷程。尤其是以英丈為第二語文的中國學生，閱讀英丈書籍時，多揖用字音為中介。像此種靠聲

喝(字音表徵)易於檢索的解喝歷程，表面看來個乎放率較差，事實不然，此種補碼歷程在增進閱讀

能站上，具有極大的助益作用。特別是對國內小學低年級教學注音符號一事而言，採用補喝歷程的觀

念，可以找到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根援。

語言學習是畫畫雜的抽象表徵歷程。丈字代表事、物、狀態等各種概念，但人對事、物、狀態等所

獲得的概念，均不只限於經由丈字來表徵。在教育上，教兒童學習概念時，多半是口語先於文字。從

組成語言基礎的單字來看，其三要素之中，往往是先學到字音與字護，最後續學字形;皇島乎所有兩歲

前後的幼見，都會學到「媽媽」和「爸爸」的字音與字義，但要真正認識或書寫字形，還須等到四、

五歲以後。當然，語言學習有時也可能先由宰酵開始，成人學習外語多半如此。學此而論，可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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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表徵系統中，聲碼、義碼、形碼等心理表徵的先後，未必相同;而且可以想像，丈字中間形異

義者有之，同義異形者有之，同音異義者有之，同音形者亦有之。閱讀時面對某一單字的訊息(字

形) ，如何以最有殼的處理程序，從長期記憶中核索出最適當的字音與字義，其復雜程度可想而知。

基於以上分析，進而舉例說明補碼歷程如何增進閱讀能力。先以使用拼音文字(如英文)的讀者

來看。如在句子中遇到一個學字，在字形上並不熟悉，惟因按字形拼出聲音，話聲音如果是熟悉的，

即可用來作為中介，檢索出長期記憶中與之對廳的意義。如此，不但閱讀目的達到，而且可由之使已

學過的字昔與字形聯結，學到一個新單字。此一歷程是將認字三要素(字音、字義、字形)中所缺少

的形磷補起來，故而稱其為補磁歷程。

以補碼的歷程看國內小學注音符號的教學，顯然與上述例子頗為雷同。國字的特徵是不能按字形

讀音，對已學得字音與字義而不識字形的讀者而言，並不能以字音為中介在記憶中檢索出對廳的字

義。注音符號的功用，正彌補了此一不足之處;使讀者能在讀出聲音時，喚起適當的記憶。國小低

年級學量之所以能讀國語日報者，其原因在此。準此推論，注音符號的功用並不只是幫助見量能夠閱

讀，而是由之擴大其字彙'增進其閱讀能力。

五、認知研究的新取向對教育的影響

認知心理學復甦後的三十多年來的發展，不但已成為心理學領域內的主流，更進而影響到傳統教

育心理學內涵的改變。認知心理學對教育的影響，除前文所述己見的事實之外，接下去再簡述認知心

理學發展中的三個新的研究取向，並從而觀察其在教育上的特殊意義。

(→後設龍知研究在教育上的意聽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是近十年來認知心理學家研究的新問題。從訊息處理歷程的性質

看，個體處理訊息的方式並非擴械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如果只是簡單的事實性資料的記憶(如國名

與首都的聯想) ，不同受試者所記雷悶，其差別只在量的多寡而已。如對某見仁見智事件也議論題，

每人運用其記憶中的丈字所寫出的文章，在內容上故此間誼會大不相同。而且在遣字、用詞，說理以

表達心意時，作者本人對自己的思考歷程，是有所覺知的。像此種「對認知的認知J (cognition 
about 、 cognition) ，稱為後設認知。後設認知是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配、

監督、評鑑的另一種知識;是在已有知識之後為了指揮、運用、監督前有知識而衍生的另一種知識;

之所以稱為「後設J 者，其原因在此。

從訊息處理論的觀點言，後設認知是個體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形成過程如圖二所

示 (Lawson， 1980) 

訊 息

information 
處理

processes 

策略

strategies 

圖二後設體知形成過程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認知心理學家們，雖大致同意後設認知是認知歷程的一部分，是從訊息處理歷程中，經由策略的

應用而逐漸形成的。然對後設認知本身的性質，在解釋上尚未一致。目前大家集中討論者有兩大問

題:其一，後設習、知的內瀰究何所指?其二，後設認知的形成是發展性的還是學得性的?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教育學家所關心的後設認知與教學的關係。茲進而對此二問題略作解釋。

1.關於後設認如的名稱及內涵，論者頗不一致;有稱之為後設記憶知識 (metamnemonic 

knowledge) 者，有稱之為後設記憶 (metamemory) 者。本艾以下說明，係採對此問題研究貢

獻最大的斯坦福大學教授弗雷威爾 (Flavell ， 1979, 1984, 1985) 的看法。弗雷威爾將後設認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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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分為兩部分，一為後設認知知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一為後設認知經驗 (meta

cognitive experience) 。後設認知知識指個體脖存在於長期記憶中的有關認知事務的知識。認知

知識分為兩類，一類屬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使用時能對事實之情況作敘述，

是一些「知其所然J (knowing that)的知識。另一類屬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使用時能按情況需要運用策略，解決問題，是一些「行其所宜J (knowing how) 的知議。學一實
例以說開兩類知識的關係。主君在生活中常常忘事，每次上街購物總是記不起要買的東西;因而常為

自己記憶力差而煩惱。這是王君後設認知中的陳述性知識。後來主君想出一個辦法，每次上街之前先

開列-個購物的單子;唯恐學子也會忘記，乃將購物單和購物用款一起放在衣服口袋里(不要穿錯衣

服)。如此作法，就是王君後設認知中的程序性知識。

至於後設認知經驗，按弗雷威爾的解釋，係指個人從認知活動接獲得的理性與感性的結合感受。

換言之，是指認知活動之後的認知經驗。學一簡單倒子，大學生在期末考試(認知活動)之後，憑自

己的經驗判斷，大致了解是成功還是失敗，甚至自己預測，他在全盟中可能的名次。這就是他的後設

認知中的認知經驗。

2.基於以上分析，顯然，後設認知是人類的一種獨有的能力。生物學家曾謂，人之所以為萬物之

靈者，主要是因為人與動物在「知」上有所差異。動物有所知(處理訊息以生存) ，但不自知其有所

知〈後設認知)人類不但有所知，而且自知其所知。「有所知」是指「處理訊息以求生存的認知歷

程) ，而「自知其有所知J' 則是「後設認知歷程」。車此而諦，對後設認知是發展性或學得性問題，

我們可以從現有學理與事實得到兩點結論。其一，在基本上，後訣認知與發展有關，特別與智力發

展有關。皮亞傑民認知發展論中的第四階段，十一歲以上的形式運恩期的認知歷程中，個體開始揖用

骰設驗誼的策略解決問題，在意義上創屬後設認知性質。其二，就近年來認知心理學家們實驗研究發

現 (Brown， 1983; Paris, 1982) ，給予學童適度的訓囂，使學童們在主動學習情境下，讓他們有
機會嘗試運用臨有知識，形成假設，提出驗證偎設與解決困難的策略，然後檢討結果，從而改進其認

知與經驗。結果發現，在求知活動中，如對學重施予適當的訓練，將會顯著增加其後設認知的能力。

基於以上說闕，顯然，後設認知的觀念與研究取向，對學校教育來說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學校教

學生知識，學生學到了知識，但未必學到如何運用知識的策略和能力。這現象，對圍內的教學尤為顯

然。我們的中小學，十二年教育全為升學預備，所教所學幾乎全屬陳述性「知其然」的死知識;臨未

教過，也未行過「行其所宜」的活知識，學生們自然得不到後設認知中的認知經驗。美國著名科學教

育家布魯納 (Bruner， 1961) 曾經說 r學校應該是個讓學生學習如何求知的場所，而不是個被灌

轍知誠的地方。」證諸今日後設認知心理的研究，誠哉斯言。

同社會聽知研究在教育上的置教

從傳統發展心理學的觀點看，布些人認為，反亞傑的理論重智力發展，經社會行為發展，在教育

應用上是為美中不足之處。其實不然，近五十年來以社會行為為基礎的道德認知發展，說是反亞傑開

始的。皮亞傑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可歸納為以于兩個要點 (Piag仗. 1932) : (1)道德表現對是非的

判斷，判斷需要智能，智能是隨年齡增長的，故而道德也是隨年齡與智力並行發展的。 (2)見量的道德

發展，分為兩個時期。其一為他律期 (heteronomous stage) ，約在 5"'8歲之間。此時期見葷

的社會活動，接受權威指定的規範，聽命行事，很少懷疑。其二是自律期 (autonomous stage) 
約八、九歲以後開始以至成人。此時期開始，對是非善惡的價值，傾向於按自己的標車判斷。

的在三十年後，美國學者柯柏格 (Kohlberg， 1969) ，揉用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觀，經實地觀察

研究，建立了他的道德認知發展的三期六段論。第一期，道德成規前期 (preconentional level) 

約當幼稚圍及小學低年級。此期文細分兩階段;一為避罰服從導向(punishment and obedience 

orientation) 階段，一為相對功利導向(instrumental relativist orientation) 階役。第二



如之歷程與教之歷程:認知心理學的發展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 • 31 • 

期，道德循規期 (conventional leveI) ，約當小學中年級以上，一直到青年或成年期。此期文細

分兩階段;一為尋求認可導向(interpersonaI concordance orientation) 階段，一為順從權威
導向 (authority-maintaining orientation) 階段。第三期，道德、自律期 (postconventional

level) ，背年期與成年期的少數人可發展至此時期。此期又細分為兩階鹿;一為法制觀念導向 (so

ciaI-contract Iegalistic orientation) ，一為價值觀念建立 (univesaI ethicaI principle 
orientation) 。

近年來，上述道德發展理論，業已成了教育上道德教育的主要理論依據。惟此等理論，只能解釋

兒童的道德認知發展心理歷程，仍然停留在心理科學的理論層面，尚難落實在生活教育的實厲地步，

是其美中不足之點。再從訊息處理的研究取向看，表面看來，訊息處理論者所研究的問題是「知之歷

程J '好像與社會心理無關。實則不然，知之歷程由知覺開怡，知覺之對象有兩類:一為物知覺(

object perception) ，一為人知覺 (person perception); 對人的知覺部屬社會認知 (sociaI

cognition) 。個體出生後，從己與物的區別，人與物的區別，人與人的區別，以至個人與別人的角

色行為的認定等，均屬社會認知。

人類的社會認知在出後何時開始?曾有心理學家實驗 (DeCasper and Fifer, 1何0) 發現，

出生僅三天的嬰兒， I1W能辨別他母親的聲音。該實驗是在產婦住院期間讓母親每天觀自為嬰見餵奶四

次，每次以一小時為限，在餵奶同時母親們錄音講述同樣的故事。三天接(母子僅接觸十二小時) , 

護士餵奶時空叉播放各個母親的錄音帶時發現，嬰見每聽到自己母觀聲音時，吃奶的動作說會變得激

動用力。此前曾有學者以三至七個月的嬰兒僑對象實驗 (Spelke and Oweley, 1979) ，讓聽見的
父母面向嬰兒並排而坐，在兩人之開放置一錄音機，預先分別錄好父親識母親說話的聲音。播放錄音

帶的時間，父母倆人均不作聾，且面無表情，旨在使父母的聲音與父母當時的動作不發生關係。實驗

結果發現，出生後三至七月的所有嬰見，都能辨識其父母的聲音。實驗者清楚地觀察到，如錄音棧放

出的是父親的聲音，嬰見就會轉頭注視父親;如放出的是母親的聲音，嬰見就會轉頭注視母親。

按上例實驗結果推理，至少三個月大的嬰兒郎已開始與其父母有了語言上的溝通，他們能辦誠出

語音典人的關係'是否也開始了解語意呢?因缺乏實徵資料，尚不得而知。嬰見何時續能了解人的語

意?新近學家的實驗研究發現，或可供做罔答此一問題的參考。曾有學者 (Klinnert， et al., 1983) 
以週歲至一歲半嬰見為對象，操弄玩具的實驗情攬下，觀察嬰兒們是否能對母親察顏觀色以決定其行

為反應。實驗的情境是，母親陪嬰見一起玩弄不同的玩具，每逢玩具出現時，母親先作出一種表情。

結果發現，如母親的表情是快樂的，嬰見郎趨前玩弄;如母親的表情是恐怖的，嬰見郎趨向母親身

邊。此一現象隱含的意義是，週歲的嬰兒已「知道j 遇事先「商事」母親，而後續「採取行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認知心理學(包括認知發展論與訊息處理論)在研究取向上，非但未

曾疏忽社會心理的研究，而且採用了更具體精密的方法從事社會心理的發展的研究。機其特徵係以認

知為出發點，偏重於社會認知心理的探討，而經於研究情感性的人際關係 o 社會認知研究所重視的「

人知覺J '實則即人際關係中「知己知彼」的基礎。苟于曰 r是是非非謂之知」。能「知」而後辨

是非，判善惡，也說是道德、。故而從晝育與德育的觀點言，社會認知研究是有極大的敢有價值的。

固體知心理學對智力瀾.的影響

在心理學上，智力測驗一直是研究個別差異的重要工具。惟智力測驗之瀰製與使用，尚績有賴於

智力理論讀智力測量理論為基礎。罔顧八十多年來智力測驗發展的歷史，在智力理論上的演變，幾乎

與前文所遍認知心理學發展的歷史相同。人類的「知j 與「智」本屬表里關係;由「知」之多寡而推

斷「智」之高低。對「知J 有兩種解釋:一為知識 (knowledge) ，指所知的結果，是個體在知識

與技能上表現於外的能力。一為認知 (cognition) ，指獲知的歷程，是個體吸收知識、肘存知識、

運用知識等內在心理活動。智力測驗發展初期，心理學家們在智力理論上偏重於認知歷程的解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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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智力測驗之父的比奈 (Alfred Binet, 1857~1910) ，在其對智力的理念中，即包括了注意、記
憶、理解、判斷、目標尋求、問題索解、自我評價等認知性的內在心理歷程(見 Guilford 1973) 。

到三十年代以後，一方面受行為主義輕視內在心理歷程的影響，另方面受精密統計方法與因素分析技

術的影響，智力測驗轉而趨向於智力分類與結構的研究;人類智力的總架構中究竟包括多少種不同能

力，成了五、六十年代爭議的主題。如果將智力測驗發展初期視為智力理論的認知歷程取向，三十年

代以後的智力理論郎可視為因素分析取向。

由因素分析從諸多彼此相關的眾多試題中，分析出不同類別的能力，從而編成標準化的智力測

驗，在心理學研究與教育應用上增加了很大的便利。此種方法編製的智力測驗，在性質上有三大特

徵; (1)測得的智商 (1 Q) ，大致被視為不變的常數;一個入歲兒童測得的智商是一二0' 到十八歲

時大致仍然是一二0左右。 (2)屬常模參照性質;在團體分數的常態分配之干，顯示出個人智力高低的

相對位置。 (3)可供為教育上的預測之用;根按學生智商的高低預測其學業成就。以上三大特徵，到六

十年代為止，一向被視為是智力測驗的優點。然而，到了七十年代開始認知心理學復甦之後，此等傳

統公認的優點，反而被批評是智力測驗的缺點了。

傳統智力測驗的優點轉而被視為缺點的關鍵何在?我們可採用麥可旦蘭 (MeClel1and ， 1973) 
的批評來說明。麥氏指出 r智力測驗所測量者是能力 (competence) ，而不是智力(intel1 ige
nce) 0 J 然則， r能力」與「智力」究竟有何不同?傳統的智力測驗，在構想上均旨在測量智力，

惟智力只是一種抽象概念，其本身不能直接測量，只能假借對與智力有密切關係的知識去施測，常以

學業成說為按標，從測得的知識間接推估智力。此種作法，多年來在學校敬育上獲得相當的事實性的

支持;因為一般公認，學生的智商與其學業成就之間具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單憑智商即可預測學生的

成就。如果從因素分析的觀點言，也許可以接受表達知識的能力師可說同智力的理念。但如從認知歷

程的觀點看，學業成就不能作為智力測驗的教標。因為兩者測試內容相蝕，作答技巧雷同，即使兩者

高度相闕，仍不能說開智力的真正意義;而且在教學上也顯不出積極的助益。成就測驗也好，智力測

驗也好，其內容只是些「知其所然」的陳述性知識，學生求知活動中真正需要的「行其所宜」的程序

性知識，兩種測驗都是無法測到的。 øu加，智力測驗對學校中閱讀、作文、數學三方面的教學，都不

能提供直接的幫助;配不能用以診斷學生學習困難之所在，也不能提供「處方」使失敗者得到補救。

智力測驗的功能，多限於消極地遷就學生所表現的智力層次，區分其個別差異，從而因材施教;而不

能積極地對學校提供建議，告訴教師加何改進教學，使學生學到加何運用求知策略，從而直接增進其

知識，間接促發其智力。按皮亞傑民認知發展論的看法，在發展期中個體的智力是可變的，惟智力之

可變性繫於個體是否有機會學習運思性的知識。學校中根接智力測驗所預測的學業成說，多屬聯想性

知識，郎使提升其學業成說，也不能促發其智力。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認識到的是，理想的智力測驗，不僅可以幫助教師由之了解學生個別差

異的事實，而且也可由之了解事實背後的原因;不僅幫助教師依之因材施教，使每個學生均能學到適

於其能力的知識，而且更進一步由知識的教學而促發其智力。

自從二十年前認知心理學復甦之後，訊息處理論者即企圖擺脫傳統智力測驗的三大特徵，當認建

立一種新的智力理論。新智力理論的內涵雖意見不一，但不外乎包括以下三大要件 (Kirbγ， 1980) : 
(1)智 11測驗的編製，應將傳統的常模參照測驗 (norm-referened test) 的形式，改變為標準參照

測驗 (criterion-referened test) 的方式，使測驗結果能具體顯示受測者在既定標準下的能力。

(2)智力測驗不能僅以籠統智商分數表示受測者智力的高低，而必須由測驗結果反映出受測者認知改變

或智力成長的歷程。 (3)智力測驗的功能不僅用於預測學業成就，更應磁及智育以外，用以促進多育發

展的均衡。

-最後，說們舉出最新也最具權威性的一家智力理論，用以說蚵訊息處理論者如何解釋人類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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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美國耶魯大學教控斯嘴柏格(Sternberg 1985) ，在其所著「智商並非智力;人類智力三元論」
(Beyond IQ: A Triarchic Theory of Human lntelligence) 一書中，指出傳統標聳化測
驗所測得的智商不足以代表人的智力，故而從訊息處理論的觀點，將人類在認知歷程中的心智活動，

解釋為一種三面的分合功能。斯氏在三元論中所指的三個層面的智力分別是;組合性智1.J (comp

onential intel1igence) 、組驗性智力 (experiential intelligence) 與肆應性智力 (contex

tual intelligence) 。茲依次筒述於后:

1.組合性智力:指個體使用語文或動作技能，在解決實際問題時表現於思考、計畫、判斷、執行

等心智活動中的能1.J。組合性智力中文包括三種成分，分別各兵不同功能: (1)後設成分 (metacom

ponents) 具有對環境資源部署及解決問題策略運鑄的高層次功能。按此籤類似前女提到的後設認

知。 (2)作業成分 (performance ~omponents) 具有語文使用、基本運算、具體操作等黨際表

現的功能。 (3)求知成分 (knowledge-accquisition components) 具有吸收新知識並將舊知

識融會貫通而提高求知能站的功能。所謂「無師自通」者， ~pt恃具此種智jJ成分。

2.經驗性智力。指個體善於隨機應變，對新事務處理時能迅速進入情況，且能表現高度工作放率

的功能 G 經驗性智j]成分較高的人，對處理過的事很快~p形成習慣性的反暉，幾次練習之後，即可輕

鬆應付裕如，像自動化般地不需耗費太多心力。所謂「日理萬機」者，郎中華具此種智力成分。

3.肆應性智力。指個體肆應環境的綜合性能力。肆應性智力表現在三種形式: (1)適變 (adapta

tion) 能適度地改變自己以符合環境的要求。凡是新就學、新就業、新遷居、新結婚等因生活改變

而能適應良好者，均具此種能力。 (2)選擇 (selection) 能從多種可能的情境中，針對主觀需求與

客觀情勢能作出適當抉擇者，即具有此種能力。 (3) 改造 (shaping) 遇到不易適廳而又難選擇的

情境時，個體能改變環境以連成目的能力。凡是能夠及時轉系、重考、改行等改變環境限制以滿足自

己需求，從而實現其理想者，即具有此種改造能站。

斯膽柏格的以訊息處理為理論基礎的智力三元論，自提出迄今雖為時甚姐，在生理心理學上已有

充分證攘，支持其「智商並非智11j 的論調。倒加，某些人因意外事故儷及大腦前菜都位者，接受

標單化智1J測驗時測得的智商分數可能一如往昔，然就上述三個層面的能7的表現來比較，腦前葉受傷

者，街前原帝的組合性、經驗性、肆應性智力表現，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有的外科醫生因車輛傷及腦

前葉，雖智商毫米改變，去P喪失為病患動手術的能力。車拉推論，訊息處理論取向的智力理論，勢將

影響傳統智力測量理論與智1J測量的偏製技術。惟以顯搶拍格三元論為基礎的智力測驗，目前尚未問

世。希華國內的智力測量學者們，能及時在此取向上領先作些努克。

六、摘要與結論

綜上所論，本文之內容可歸結為以下二十二項要點:

1.在整個心理學的頓域內，認知心理學是一個新興學門，其名稱雖已共識，然而其內緬尚未確

定。本文所論，在界說上採綜合觀點，在範圈上作演義陳述;主義及認知發展與訊息處理兩大流淚論理

與實際。

2.認知心理學之名稱雖新，而對人類「知之歷程」中「人何以能知 1J 與「人加何獲知 ?J 的

認如研究理念，拇歷時已久 P 從認知心理學的壓史背景看，其理念出自十七與十八世紀哲學上的知識

論。知識論中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對人類知識來源的不同解釋，孕育了現代認知心理學的基本觀念 Q

故而，認知心理學是新瓶中帶有黨酒，其內涵不全是新創，而其中有些是舊理念的夜甦。

3.認知心理的研究起源於歐洲，其研究重點在探討認知活動的內在麗程。惟以本世紀前五十年行

島主義偏重外在歷程科學研究的影響，致使認知心理的研究受到壓抑而趨於式傲。直到武十年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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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又再度受到重視。

4.影響認知心理學復甦者有五大因素; (1)新行為主義， (2)資訊理論， (3)電腦科學， (4)心理語言

學， (5)認知發展心理學。

5.心理學與教育關係的演變，表現在教育心理學發展的三個階位:(1)教育哲學導向的歡育心理

學;其特徵是理念正確而方法不足。 (2)科學心理學導崗的教育心理學;其特徵是受科學化誤導失部獨

立性格。 (3)教學心理學導向的教育心理學;其特徵是已岡歸正途但尚待發展。

6.心理學是科學，教學是藝術'心理學的原理原則，不能直接用於教學，只宿間接有助於教學。

7.認知發展論者旨在研究見畫成長期中智力的改變。對智力隨年齡改變的解釋，認知發展論提出

了認知結構、組織、適應、同化、調適、失衡等概念。

8.按反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知發展分四個時期，而影響各期遲早出現者有生理成熟、自然環

援、社會環境、均衡能力等因素。

9.就認知心理學所研究的「人何以能知 ?J 與「人加例獲知 ?J 兩大問題看，反亞傑的認知發展

論，對第一個問題提供了較多的答案。

10.以訊息處理為理論基礎的認知心理學家，旨在研究個體如何運用生理上既有的「裝備」去「處

理」環境中有關「訊息」從而出獲「知J (knowing) ，而後發揮「適J (adaptation) 的心理功

能。

11.認知心理學家解釋訊息處理的肉在歷程時，布很多不同的理論模式;有採單一管道序列模式

者，有採接管道平行模式者，也有採混合模式者。本丈僅以第一種簡單的理論模式為例，用特說明訊

息處理的歷程。

12.在訊息處理的理論中，最常用到的有十個名詞; (1)訊息， (2)轍入， (3)撤出， (4)心理表徵， (5)偏

碼， (6)解碼， (7)短期記悟， (8)運作記憶， (9)長期記惜，但.0)檢索。

自.說認知心理學所研究的「人何以能知 ?J 與「人加何盤知 ?J 兩大間越看，訊息處理論的研

究，對第二個問題提供了較多的答案。

14.訊息處理論者所據用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從理論的架構去推理解釋訊息

處理的心理歷程;像電腦模擬法、訊息處理分析法、二事相滅法等均眉之。另一類是據控制實驗的方

式，設計躁縱有關變項，從個體反應中去分析了解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本丈僅從兩類型中各取一種

方法:從實驗控制類型中選取目光駐留法，從理論架構取向的一類中選取訊息處理分析法，用作解釋

閱讀心理歷程的例于。

15.訊息處理論者解釋閱讀心理歷程時，將閱讀區分為四個階層; (1)解碼認字， (2)丈義略解， (3)內

涵貫通， (4)心得檢討。本文僅以第一階層為例，用特說明兒童初學閱讀的心理歷程。

16.在解磁認字基本閱讀的心理壓握中，又分比對與補碼兩種歷程。前者是見字識蠢的直接閱讀歷

程，後者是以字音為中介的間接閱讀歷程。使用掛音文字的國家，因能按字讀膏，故而易於據用補碼

方式增進閱讀能力。中文字不能按字讀音，只能借由注音符號達到補碼歷程的功能。因此，注音符號

的設計，有其心理學的基礎。

17.近年來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不僅已成為心理學世界中的主流，其新近的研究取向，更進而影響

教育心理學內繭的改變。本丈介紹其中三個新的研究取向，並從而觀察其在教育上的特殊意義: (1)後

設認知研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 (2)社會認知研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 ;(3)認知心理學對心理測量學

的影響。

18.後設認知是指「對認知的認知J '是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配、監督、評

鑑的另一種知識，是在已有知識之後衍生的能統御已有知識的新知識。後設認知的名稱內蝠，說法迄

末一致。本丈所論揉最通常的說法，將後設認知的肉涵分為兩部分為後誰認知知識，一為後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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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經驗。前者指個人能支配自己配有知識的知識，後者指個人能自行評判已有經驗的知識。

19.認知心理學從認知的觀點研究社會行為者，認知發展論的研究，偏重在道德行為的發展;訊息

處理論的研究，偏重在社會知覺的發展。

20.認知心理學復甦後，因其知識不等於智力的觀念，影響心理測量學上智力理論的改變，引起心

理學家質提;傳統智11測驗所測到的智商究竟能否代表智力 o

21.按認知發展論的看法，只有運作性知識表現續是智力;按訊息處理論的看法，只有策略運用時

的程序性知識表現續是智力。傳統智11測驗中並不包括此類知識，故而測得結果不能認定就代表智力。

泣在訊息處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新智力理論是三元論。所謂智力三元論者指的是，人類在認知

歷程中的心智活動，具有一體三面的分合功能;智力的三面包括: (1)組合性智力，指個人運用語文與

技能從事思考解決困難的能站。 (2)經驗性智克，指個人善於運用經驗處理新事物的能力。 (3)肆應性智

力，指個人善於肆態環境隨機應變的能力。按訊息處理論者主張，理想的智力測驗，在設計上應考慮

包括以上三方面智力的測量。只是此類新式的智力測驗，迄今尚未問世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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