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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結構與學習次數對智能不足兒童

記憶與推哩之影響

陳學莘

本研究著重於討論故事結構與學習次數等因素對智能不足兒童記憶與推理之影響。受試者

是84位智能不足學童(就讀於台北市園中益智麗〕與 2∞位就讀於台北市函中的普通兒童。

實驗採用 2x2x4混合設計( I'!p智力水準x故事結構x 學習次數〉。實驗結果指出: (1)大部

分可教育性智能不足見童對於已習得之知識還是有相當高的保留量; (2)較有條理的故事結構

非常有益於提高智能不足兒童的學習成績; (3)若學習材料的難度適合於智能不足兒童的學習

層次，則學習次數的增加確實有助於提高兒童的學習放果;反之若教材難度遠超越見童的現
有能力，則練習次數之增加還是徒勞無功; (4)在我國亟需發展一套適合於智能不足兒童的語

文發展教材。

一、結論

9 

新近有些學者特別強調，智能不足見童語文學習效果較差的原因雖然有好幾方面，但是其主要原

因之一，乃是他們的組織能力特別題拙，使輸入的材料雜亂的堆積，互相干擾，所以要應用這些舊經

驗時，無法做有欽的問憶 (Lipman ， 1963) 0 Spitz 等人 (1966 )經過一連串實驗之後，也證質學習

材料若有適當的組織，就可以提高智能不足見童的學習效果。有關智能不足見童語文組織能力之研究

，目前較偏向於「類聚 J (Clustering) 問題以及配對聯想學習之研討。就類聚方面的研究來說，如

Gerjuoy & Alvarez , 1969; Gerjuoy & Spitz , 1966; Borys & spitz , 1974 ，以及陳榮華(民63年A ，

民63年B) 等人之研究結果，特別強調在自由岡憶的實驗情境里，智能不足兒童比普通見童較缺乏額

聚能力;類聚分數較高的智能不足見章，其同憶成績也較高 o 所謂「額聚」能力係指學習者善於利用

語文媒介體 (Verbal mediator) ，尤其是各類自名稱( Catergory name )如「動物」、「植物」、

「讀物」等，將轍入的訊息先做有系統的串連歸巔，以便保存。學習者於輸入過程中，若先做歸類

存檔工夫，則於間體遣些訊息時，只要能想出類目中的某一項訊息(如想出動物類中的老虎) ，就更

易成串提出同一類目下的其他有關的訊息(如想出動物類中俏有狐狸、牛、羊等〉。因此，愈善用類

聚策略的學習者，不僅顯示其組織能力高，同時應用抽象概念的能力也高。有些研究進一步強調，智

能不足兒童的這一種組織能力是可以增進的。根接 BiIsky and Evans ( 1970) , Bilsky , Evans and 

GiIbert ( 1972) ，以及陳榮華(民63年A)的研究結果顯示，智能不足見童的學習次數愈多，類聚分數

也愈高。因為反復學習的效果，不僅加強刺激與反應間的連結，而且還提供足妙的時間讓學習者去組

織學習材料以利於保存。新近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以及從事智能不是心理學的研究者，特別致力於發展

各種語文組織策略，以利於提高智能不足見章的語文學習妓果。

綜合上述若干有關類聚學習的實驗結果得知: (1)智能不足見童不善於組織外來的零亂輸入材料，

乃是其語丈學習成教較為低劣的主因之一。因此，若欲提高智能不足見童的語文學習成效，倒應特別

注意學習材料本身的組織; (2)經過訓練也可以增進智能不足見童組織輸入材料之技能; (3)在某一種學

習情攬所培養的組織能力可以遷移到男一種學習情境，但長期性的還移效果，尚未能確切驗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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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智能不足見童的閱讀理解成績可以從矯治其轍入組織能力之缺點而獲得改進 O

在另一方面，已有若干研究成果證賀，中介策略( Mediational strategy )的適當運用，可以布

放地提高智能不足兒童語文配對聯想學習的成績 ο 如 Milgram & Riedel ,1969; Turnure & Walsh , 

1971等人的研究，曾提供斤語、句子，或一段文字來做為中介體，以促進刺激字典反應字之連結;

MacMillan (1970 、 1972) ; Taylor , Josberger & Knowlton , 1972 等人的研究則要求受試者自

行想出語文中介體，以增進刺激字與反應字的連結 Burger & Blackman ( 1976 )則綜合各家之長
處，提出一套語文中介策略的訓練程序，並研討這一種訓練程序在實際智能不足教育之可行性。總之

，新近的研究趨勢是:如何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直接應用到智能不足見童的教育與訓練方面。誠如美

國智能不足學報( American Journal of Mental Deficiency )的主編Dr. H. C. Haywα站( 1976) 
所宣稱的. r 我們不再只著重於研究智能不足者究竟有何種缺陷，或比較他們是如何和普通智力見輩

有所差異。相反地，我們需要不斷地埋頭研究和發展有效的策略，以便提示教師如何安排「人員」、

「方法」、「設備」和「教材」等因素，來增進智能不足者的最大學習效果( P315-316) 0 

鑑於上述研究文獻之探討，不管是類聚問題研究，或是配對聯想、學習之研究，所使用的教材大部

分只限於名詞(如動物、植物、工具、交通工具等名詞) .而學習情境也都屬於較為獨特而孤立的質

驗情境，故若欲將這些研究成果直接引用到實際的教室情境，尚有一段距離。儘管Samuels & And

erson ( 1973) ·以及 Burger & Blackman (1976) 等人曾強調，配對聯想學習和初步閱讀技能訓練

之間有密切的關連，但若要在教室里訓練智能不足見童的語文能力，以增進其閱讀教率，勢必考慮到

與閱讀妓率有直接關連的整篇文章的結構，以及文章內容的深淺程度等條件之適當安排。

根攘 Bruner ( 1966 )之分析，任何知識的結構，均具備三種特徵足以影響閱讀教果:郎(1)表現

方式( Mode of representation) • (2)簡明條件 (Economy) .和(3)劫力條件 (Effective power) 
。根據各方面的研究結果得知，在智能不足見童的語文教學上，若語文學習材料的結構愈簡明，文章

內所敘述的事實間之關係愈加明顯而有條理，所提示的知識概念文是符合於見童的學習層次，則更容

易增進其學習放果。

本研究郎以整篇的故事為學習材料，著重於研討智力、故事結構，及學習次數等因素，如何影響

學習效果(理解與記憶教果) .並進一步討論如何編製較有組織的語文教材，以增進智能不足見童的

語文學習效果。

二、芳法

1.實驗對象:

本研究係以兩組學章為實戰對象。一組是智能不足見章，選自台北市明倫、螢橋、弘道、金華等

四所園中的益智班學畫，共84人;其中男的人﹒女44人。這一組學童的平均實足年齡是 159.1月，標

準差是15月，其平均智商是64.82. 標準差是12.38 ·係根攘比西智力量表的測驗結果。另一組是普通

學童組，也是選自明倫、螢橋、弘遣、金華等四所園中的普通班學生，共200人，男女各100人。這一

組見童的平均實足年齡為 152.3月，其標準差是8.14月，均就讀於園中一、三年級的學生，其學業成

績均在中上者。

2.實驗器材:

(1)學習材料:計有甲乙兩篇敘述動物的故事，係由筆者自行編寫的。甲乙兩篇故事所敘述的事實

完全一樣，只是組織方式不同。甲篇故事的結構較為簡明而有條理(據用操作性定義)。全篇共分六

節:第一節是敏述小主人翁一家之特色，其餘五節各描述一種動物的年齡、身材、身體顏包及行動特

徵。這些要件的故述順序都是一定的。五種動物的出現先後，郎以年齡為準，由年齡最小的小狗到最

大的小牛。各種動物的年齡只有小狗是用直接敘述法，其餘均用比較法，即如「小狗」是剛滿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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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猶 J 是比「小狗 J 大一個月 r 小羊」比「小貓」大兩個月 r 小馬」比「小羊 J 大兩個月;

「小牛 J 比「小馬 J 大一個月。這一些知識的排列較有規則而簡明，學習者較易理解而記憶。其全篇

內容如下:

用篇故事(結構較為簡明而有條理) • 

「心怡-家六口全住在小鎮上，父母都是教員，房舍相當寬大，後院有一斤綠油泊的草地，家襄飼養五種動物

，都是剛出生不到一歲的小動物，所以特別令人喜愛。

小狗全身是白色的，出生剛滿五個月，有一對下量的耳朵，脖子帶著一副小鈴，每天不是在前院里臨跑跳跳，

就是跟著心恰玩耍，在五種動物中表現得最為頑皮。

小貓全身是黃色的，年齡比小狗大-個月，但身長則短七公分，有一對亮晶晶的眼睛討人喜歡，每天不是躺在

鬥前的沙發椅上晒陽光，就是爬在祖母的膝上打瞌睡，顯得最為懶散。

小羊全身是黑色的，年齡比小貓大兩個月，身材也較長十公分，常搖動可愛的小尾巴，在後院的草坪上走動，

一面吃萃，一面!亨小調，顯得最為悠閱。

小馬全身是白色的，年齡比小羊大兩個月，身材也較健美而修長，每天都在後院跟著哥哥奔跑，發出悅耳的馬

蹄聲，在五種動物中，算是身體最長而幅等最快的。

小牛全身是福色的，年齡比小馬大一個月，身體最為笨重，約有一百二十公斤，每天都和小羊在一起，一面吃

萃，一面合唱，顯得非常友好。 J

己篇故事(結構較為雜亂) : 

乙篇故事的結構較為雜亂，全篇分成六節，第一節描述小恰一家之特色，其餘五節亦各描述一種

動物的年齡、身材、身體顏色及行動特徵等。這些肉容在各節內所出現的!順序完全不一樣。五種動物

的出現先後，亦未依照其年齡大小排列，所以要推算各動物的年齡或是計算動物的身長均較困難。 tm

第三隨在描寫小牛，其中有一句話是教述牠的年齡. r 年齡比小馬大一個月 J 有關小馬的教述則排

在第四段，而小馬的年齡也只提示說. r 小馬的年齡比小羊大兩個月 J .........這樣要一直向後推算「

小羊比小抽大兩個月 J ' r 小站比小狗大一個月 J '最後知道「小狗出生剛滿五個月」方能推算小牛

的確切年齡。這一種過分迂迴的故事結構，不僅有礙動物年齡及身長之推算，且易干擾其他內容的記

憶(簡易知識之保留)。其全篇故事如下:

「心怡一家六日全住在小鎮上，父母都是教員，所居住的房舍相當寬大，後院有一封綠油泊的草地，家里飼養

五種動物，都是還不到-歲的小動物，所以特別令人喜愛。

小狗全身是白色的，出生剛滿五個月，有一對下蠢的耳朵，眸子帶著一副小鈴，每天不是在前院里跑E包j)k跳，

說是跟心怡玩耍，在五種動物中表現得最頑皮。

小牛全身是褐色的，年齡比小馬大一個月，身體最為笨重，約為一百二十公斤，每天都和小羊在一起，一面吃

草，一茵合唱，顯得非常友好。

小為全身是白色的，身材健美而修長，年齡比小羊大兩個月，每天都在草坪上跟著哥哥奔跑，發出悅耳的馬蹄

聲，在還些動物中算是身體最長而跑得最快的。

小羊的年齡比小獨大兩個月，身材也較長十公分，全身是褐色的，常搖動著可愛的小尾巴，在後院的草坪上走

動，一面吃草，一面哼著小詞，顯得最為悠閉。

小猶有一對亮晶晶的眼睛討人喜歡，每天不是躺在門前的沙發椅上晒陽光，就是爬在祖母的膝上打瞌睡，顯得

最為懶散，其年齡比小狗犬→個月，但身長則短七公分，全身是黃色的。」

甲乙兩篇故事均分別排印在單張紙上，並錄製於錄音帶，以資在課堂襄播出，以便控制閱讀時間

之長鐘。

(均測驗眉目:為了測驗見童的每次學習放果(即指理解成教與保存) ，事前編製A 、 B兩套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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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各套題本均包含四十題五選一的選擇題。 A 、 B兩套測驗題本的題目完全相間，只是各題的先後

順序不同。這兩套測驗題本可以交互使用，以免見童在測驗情境里只呆板記憶答案號數。

四十個測驗題的內容分成兩種:一為測驗簡單的理解能力和簡易知識的保存。這一類題目如. r 
小狗最喜歡跟誰玩耍?J 答: (1)父親， (2)哥哥， (3)祖母，“)心怡， (5)不知道。「小站在五種動物中表

現最為怎樣 ?J 答: (1)懶散， (2)頑皮， (3)友善， (4)悠閒， (5)不知道。「小馬全身是什麼顏色? J 答:

(1)黑色， (2)白色， (3)黃色， (4)福色， (5)不知道。這一類題目共二十三題，其答案都可以直接自故事中

找出來，所以說只能測驗見童閱讀理解力及簡單記憶。另一類題目是測驗數字推理，含有簡單數目的

計算應用。例如「小羊的年齡有多大? J 答:位)二個月， (2)五個月， (3)七個月，但)八個月， (5)不知道

。在本故事中並未直接提示小羊的年齡是幾個月。故事中只提及「小羊年齡比小猶大兩個月 J r 小

貓年齡比小狗大一個月 J ; r 小狗出生剛滿五個月」。要見童閱畢全篇故事後，利用這些間接的資料

方能推算「小羊的年齡是八個月」。也就是說，受試者要能充分理解全篇故事的內容，推演各事實闊

的關係，並善加記憶這些事實方能解答這一類推理題目。文問. r 小馬的身長比小羊長多少? J 答:

(1)十公分， (2)七公分， (3)五公分， (4)三公分， (5)不知道。小馬的身長有多少公分，誠無法自故事中獲

得資料，所以要見童理解故事內的數字關係後方能推斷說「不知道」。這一類的數字推理題目共有十

七題。

(3)答案軾:每閱讀一次後，就讓見童逐題將正確的答案編號寫在預先設計的答案紙上。每張答案

紙可以記錄四次學習成績。

“)錄音機與錄音帶:用以播放故事及測驗題目，以便控制每一位兒童的閱讀時間與做答時間。

3.實驗設計:

本實驗操用 2 x 2 x 4 多因子混合設計 C Mixed design )第一個因于是「智力水準 J '分智能

不足見童組和普通智力見童組;第三個因子是「故事結構」﹒分兩種即「甲篇故事一一結構有條理」

'與「乙篇故事一一結構雜亂」。第一、第二因于均採受試者問設計。即有42位智能不足學童及 100

位普通見童學習甲篇故事;另有42位智能不足見童及 100位普通見童學習乙篇故事。由此而言，實驗

組共分成四組 :CDf 智能不足一一甲篇故事組 J ， @r 智能不足一一乙篇故事組 J ， @r 普通見童一

一甲篇故事組」以及@r普通見童一一乙篇故事組」。第三個因子是「學習次數 J '每位受試均要閱

讀四次，為受試者內設計。

依變因是受試者每次閱畢故事後，在測驗題上做答的正確題數，以此分數多寡評定受試者學習成

效(包括每次閱讀故事後的理解、推理與記憶成績)。此種分數萬被分成「總分」、「簡單理解分數

」、以及「數字推理分數」等三種以做進一步的討論。

4.實驗程序:

本實驗是分別在受試者所就讀的特殊妞，或是普通教室內進行。實驗採取小組方式，每紐約10-

25人。每一位受試者參與實驗的時間約為五十分鐘。全部實驗均由實驗者與男一位研究助理主持。全

部實驗在一週內完成;另有一部分受試者在一週後再接受岡憶測驗。

為7統一指導語，特將預先撰寫之指導語錄音在卡式錄音帶，以資使用於各實驗組。本實驗所使

用的指導語如下. r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要做一種很簡單的語文實驗，希望大家能認真的做!我要先

唸一篇小故事，請大家一面注意聽，一面注意看剛才發給大家的一篇小故事。每唸完一次，就要請各

位同學來罔答四十個問題，所以每一次大家都要注意聽，並記牢這一篇故事的內容。能記得愈多愈好

，但也不必太緊張。現在請翻開故事，注意聽並注意君。 J .........唸故事.........

「好!停!請把這一張故事暫時放入抽屜里。現在我要發給每一位同學一本測驗本 CA式)和一

張答案紙，請在答案紙上寫上你的姓名、學校、班級。寫好的同學請放下筆，注意聽我說明。現在我

要還題唸題目，每唸完一題，下面就有五個答案，要請各位同學在答案紙上的括弧內寫上該答案的編

號，例如寫(1)(2)(3)或任)等數字就可以，若是不知道答案的，就選(5) 。每一題的做答不要花費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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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著我的指示做下去。現在請注意君第一個問題。 J (逐題唸) .........。

「現在停!把答案紙蓋起來，並拿出那一篇故事，我再唸第二次，請大家一面注意廳，一面注意

君故事......... (以下略) J '第二次唸畢故事後，實驗者再發B式測驗題本，然後再逐題唸題目。每

唸完一題，就要受試者馬上在答案紙上做答。以同樣方式進行第三次學習及測驗(用A式) ，最後做

第四次學習及測驗(再用 B式)。實驗全部完成後，實驗者方根據測驗結果加予評分，每答對一題算

一分。

三、結果

本研究所採用的依變因是每次學習後的測驗成績，以及一週後的再測成績。測驗題目共有四十題

，答對一題算一分。這一種表示學習效果的分數，叉分為總分(滿分為四十至于) ，簡易理解及記憶分

數(滿分為二十三分) ，以及數字推理卦數(滿分為十七分)。茲分別提示實驗結果如后:

1.智力因素、故事結構以及學習次數與總分之闢係:

裹一是兩組受試者在不同實驗條件下的學習總成績之變異數分析結果。由表一的結果可以君出，

本研究中的智力因素與故事結構二變困的交五作用效果未達顯著水準(F =3.03 , 1/280 df , P >.05) 

。第一個自變因「智力因素」的主要按果連極顯著水準( F = 1528.31 , 1/280 剖， P<.01) ，亦即

智能不足見童組的學習妓果顯然低於普通智力見童組。第二個自變因「故事結構」的主要效果也達極

顯著的水準( F=121.詣， 1/280 剖， P<.01) ，即閱讀甲篇故事組的測驗總成績顯然優於閱讀乙篇

故事組的成績。第三個自變因「學習次數」的主要按果仍連極顯著水準( F =67.01 , 3/840 剖， P<

.01 ) 。亦即見童學習次數愈多，學習成績均有顯著的進步。學習次數變因與智力變因之交互作用則

剛達顯著水準( F =2.61 , 3/840 df , P< .05 )即智能不足見童組與普通智力見童組在不同學習次數

所得學習總成績之進步情形顯有不間，的普通見童組的進步較為快速。故事結構與學習次數變因之交

五作用教果則未達顯著水準( F=0.21) 。這一些變因間的主要按果與交互作用教果，又可自圖一察

知其一斑。

表一 各組曼試者在不同實驗侮件下所得總成績之聲異數分析表

變 其 來 源 SS df MS F 

曼試者間 | 妞，127.08 283 

智力 (A) 詣， 686.03 1 I 35 ,686.03 I 1 ， 528.31料

故事結構 (B) 2 ,833.13 1 2,833.13 121. 33料

智力 x 結構 (AB) 70.74 

組內受試(誤差) 6 ,537.18 

要試者內 91 ,311.23 

學習次數 (C) 17 ,486.43 

智力×學習次數 (AC) 681.05 

結構×學習次數 (BC) 55.63 

智力×結構×學習次數(ABC) 41.94 

學習次數x 組內受試 73 ,059.22 

**p< .01 *P<.05 

1 

280 

852 

3 

3 

3 

3 

840 

70.74 

23.35 

5,828.81 

227.02 

18.54 

13.98 

86.98 

3.03 

67.01** 

2.61* 

0.2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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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一之變異數分析，智力因素與學習次數二變固的交五作用教果已達顯著水準，所以需分組

做進一步分析。智能不足見童組的學習成殼的分析結果則如表二所示。從表二的結果得知，在四次學

習情況下，智能不足兒童在甲篇故事(結構較為簡明〉的學習效果，均優於乙篇故事(結構較繁雜〉

。例如，第一次學習的四十二位智能不足見章，在四十個選擇題當中，平均答對16題〈答對百分比為

40% )。但是學習乙篇故事的四十二位受試者，平均只答對 12.58題(答對百分比為31% )。二者相

差 3.42 題(答對百至于此相差 9~右)。此等差異已達顯著水準( t = 2.72 • df= 82. P < .01 )。到了
第四次的平均學習成績相差4.67題，也均達顯著差異水準。若從不同學習次數的成績來比較，則智能

不足見童也都隨著學習次數之增加而提高成績，尤其是讀甲篇故事的實驗組進步率較大(進步 8.17

題〉。智能不足組學習甲乙兩篇故事的成蠻差異確隨著學習次數而加大。

表二智能不足兒童組在不同實驗條件下之學習組成績

故 事 結

學 習 次 數

(M f-5Utad-市fSD
N 

** P<.01 

表二是普通見童組在不同實驗帳件下之學習成績。很顯然地，一般國中學童學習甲篇故事(結構

有條理〉所得成績，也都優於學習乙篇故事(結構繁雜〉的成績。例如學習甲篇故事的100 位學童在

第一次學習後，所答對的平均題數是25.45題(答對E分比為 63%) ·學習乙篇故事的平均答對題數

是23.10題(答對百分比為58%) ·二者相差2.35題，已達極顯著差異水準( t =3.筍， df=198 , P 
<.01) 。第三、 5 、四次的兩組學習成讀之差異亦均達顯著水準'但卸隨著學習次數而誠少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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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普通兒童組在不同實驗儼件下之學習組成績

學習次數

故事結構類別 N 
1-.1 2 一---3----i----4- 于

! M '. SO M I so M SO! M ! SO 

主主主Ji|:生J戶;再?!!(一些「叫示lhij一支
乙篇故事 1竺卅.10I 3 圳叫 4圳 2713 圳 8413.14

平均數之差值i
兩組成績比較

t 值|

***p< .001 

2.35 3.61 3.17 

叫:[…::-1一…一 i
2.21 

5.67*** 

2.智力、故事結構以及學習次數等因素與簡易知講固體成績之闢係:

如前所述，在40個題目中，有23題是用來測量受試者閱讀故事後所得簡易知識的岡備成績。表四

是比較84位智能不足兒童與84位普通見童在不同賞驗條件下所得簡易知識的同備或績。表五則為其變

異數分析表。各實驗組在各學習次數所得成績，若加于圖示，則如圖二。從表五的變異數分析資料及

圖二得知，智能不足見童與普通見童一樣，閱讀甲篇故事的岡憶成績均優於閱讀乙篇故事的同憶成績

(F=36.92 ,lj164 df , P<.Ol) ，同時其岡憶成績也一直隨著學習次數的增加而提高( F=236.20 , 

3/492 剖， P<.Ol) 。專就「智能不足見童一一甲篇故事」組的學習欽果來說，第一次平均答對

12.17題(答對百分比為53%) ，到第四次時進步到17.79題 (77%) ，愈接近普通兒童組的成韻。從

這一點可以強調說，若是學習材料(語文)有適當的組織，結構較有條理，而要求智能不足見童輸出

表四 各組受試者在不同實驗條件下的簡易知講回憶成績

I l\.T ! 學習次數
智力水準 l 故事結構 IN 一一一一一

1 234 

( 1 l M (1叩〈呦). 1叫晰)1 1似的)'11問(向〉
l 甲篇故事 I 42 ! _ 

SO 3.97 4.64 I 4.73 4.55 
智能不足見童!一_.一一( 一一十 一|一一一

M 8. 8O(38%)! 12.38(54~的I 13.52(5θ%)1 14.60(63%) 
乙篇故事 42

SO 3.37 3.86 I 3.96 4.40 

l 甲篇故事 ;42;M!hM叫8.48峙8叫州9叫叫盯晰克4戶收山22仰叫2μ2
SO I 2.72 2.06 1.02! 1.6ο 

普通見章)一一→斗 一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J 一
M ! 15.白(的結)1 18.45(8%)! 19.95(875右)1 20.81(即席)

|乙篇故事| 42 l ! -- j 
SO i 2.78 2.37 1.56 1.19 

附註:括號內數字為答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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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識或技能是他們能力所及的，則學習次數的增加，是可增進其學習欽果，甚至可以逐漸接近普通

兒童立學習成績。這一點叉可以自「表五」智力( A)與學習次數( B )兩個因子間的顯著交互作用

效果( F =2.60 , 3/492 df , P < .05 )知其關係。
反過來說，若是語文學習材料的結構較雜而亂(如乙篇故事) ，則不僅第一次學習成績較差(只

答對38%) ，到第四次的學習成績也只能達到63%左右。

表五 各組要試者在不間實驗條件的簡易知議記幢成績要異數分析表

贊其來源 SS df MS F 

要試者問 12546.75 167 

智力 (A) 5946.43 1 5946.43 181. 74** 

故事結構 (B) 1208.04 1 1208.04 36.92** 

智力×結構 (AB) 25.54 I 25.54 

組內受試(誤差〉 5366.74 164 32.72 

受試者肉 4368.25 504 

學習次數 (C) 2543.84 3 847.95 236.20** 

智力×學習次數 (AC) 28.00 3 9.33 2.60* 

結構×學習次數 (BC) 13.91 3 4.64 1.29 

智力×結構×學習次數 (ABC) 14.07 3 4.69 1.31 

學習次數×組內受試 1768.43 492 3.59 

**p< .01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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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組受試者在不同實驗條件下的簡易知識罔憶成績比較圖

3.智力、故事結構以及學習次數等因素與數字推理成績之闢係:

表六是倒位智能不足見童與84位普通見童在不同實驗條件下所得的數字推理成績(包括各組的平

均答對題數、標準差及平均答對百分比〉。在數字推理方面，智能不足兒童的成蹟特別差，與普通

見童組的成績差臣特別大。智能不足見童組在第一次學習的成績，不論是學習甲篇或是乙篇故事的，

都只答對23%( 即3.8題左右) ，但「普通見童一一甲篇故組」的第一次學習成黨則達 46~右， r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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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一乙篇故事組」也達 39% 。到了第四次學習， r 智能不足一甲篇」故事組只達 38ß右， r 智能不

足一乙篇故事組」的成績更低，只連29ß右，經過四次學習，進步甚徵。反之，普通見童組的進步非常，

顯著，第四次的學習成績分別為86%( 替一甲組) ，與82克(普一乙組)。這些學習成績的進步情形

，可自圖三看出其一斑。表七是各組受試的數字推理成績變異數分析表。第一個自變因「智力因素」

的主要放果達非常顯著水準 (F=429.91 ， 1/164 df, p< .01 )﹒表示智能不足見童對於數字推理格

表六各組曼試者在不同實驗候件下的數字推理學習成績

智力水準(學習材料 I N 1 學 習 次 數
1 23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i 一一一一一

甲篇故事 I M 3.88(23%)1 5.閱(32ß的1 5.86(34%)1 6.的(38%)
1421 

(結構有條理) I 1 SD ! 1.71 1 2.63 I 2.83 [3.77 

智能不足見童 1一于一一斗斗一一卜一一「一一十一一----
乙篇故事 M 1 3.86(23%)1 4.40(26%)\ 4.叮(28%)1 4.95(29結〉[421--1 --[ ---[ 
(結構雜亂) 1 SD 1 1.76 1.54 2.02 1 2.21 

l 甲篇故事 M 1 7.叩(46%)1 12.00 i 13.29(78%)1 14.60(86~的
142 1 

〈結構有峰理) 1 1 SD 1 2.90 1 3.372.69 1 1.62 
普通見童卜一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卜一 ( 一一(一一-一

變 其

乙篇教事 M I 6.的(39%)1 9.57(56%): 12.31(72%)1 13.98(82%) 
142 I 

J( 結構辦L) i SD lω 2.91 2.47 1 2.88 

附註:括號內數字為答對百分比

表七各組憂試者在不同實驗條件的數字推理成績變異數分析表

來 源 55 df MS F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受試者問 9510.38 167 

智力 (A) 6732.34 1 6732.34 429.91** 

故事結構 (B) 204.82 1 204.82 13.08料

智力 x 結構 (AB) 5.18 1 5.18 0.33 

組內受試(誤差〉 2568.04 164 15.66 

受試者向 42叩.25 切4

學習次數 (C) 1842.34 3 614.11 174.姆林

智力×學習次數 (AC) 655.03 3 218.34 62.21*'" 

結構×學習次數 (BC) 30.91 3 10.30 2.93* 

智力 x結構x 學習次數 (ABC) 33.13 3 11.04 3.15* 

學習次數×組內受試 1728.84 492 3.51 

**p< .01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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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到困難。第二變因「故事結構」的主要被果也達極顯著水準( F= 13.08, 1/164 df, P< ~Ol) 。

第三個自變因「學習次數」的主要被果亦達極顯著水準。在智力與學習次數二變因闊的交互作用仍達

非常顯著水準 (F=62.21 ， 3/492 df, p<.O日。這一點值得進一步說明:即在數字推理的成績方面
，學習次數愈多，智能不足兒童與普通見童間的差異愈大。摸言之，對一般智力正常的見童而言，學

習次數的增加，除了幫助見童記憶更多簡易知識之外，尚可提供見童更多思考的時間，以利連結各事

件聞之關係(如數量關係〉。這些都是提高數字推理成績不可缺之重要因素。但對智能不足見童來說

，若是學習材料的難度遼超過他們的學習能力時，學習次數的增加並無助於提高學習效果。這一點留

待後段再詳加討論。故事結構與學習次數二因子之交五作用，以及智力、結構與學習次數等三因于之

交五作用均達顯著水準 (p< .05) 。

2 3 4 

" J1 次數

圖三 各組受試者在不同實驗條件干的數字推理成績比較圖

4.各組要試者一週後的保留量:

為探討各組受試見童較長期的記憶效果，特於學習結束後相隔一週，分別再于測驗一次，其再測

成績有如表八的結果。若拿一週後的再測成績(答對題數〉與學習當天的成績〈取第四次的答對題數

表入各組要試者在一週役的保留量

智力制IJ I 故事結構 IN

甲 篇

智能不足

普通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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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可以計算其保留的百分數，即為其保留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週後再測答對題數÷學習當天答對題數) x100=保留暈

保留暈愈高，表示其遺忘量愈低。智能不足見童組在一週後的再讀)J成績雖然比學習當天第四次測驗成

績略為退步OlU遺忘現象) .但其保留量仍然相當高。除了學習甲篇故事後的簡易知識之保留量較低

為88.92克之外，其餘各項之保留量均在90克以上。由此可知，智能不足見童一旦習得之知識，仍有

很高的保存 o

智能不足兒童與普通見童組學習乙篇故事後的保留量反而比學習甲篇故事之保留量大些，其原因

是因為一週前的學習乙篇故事的成績特別低，所以遺忘也較少之故。一週後的再1I\U成績仍然以學習甲

篇故事的成績較優。智能不足組的數字推理成績的保留量以較簡易知識的保留量為高，其原因是一週

前數字推理成績特別低(平均只答對五題到六題) ，週後再翻時已變成純粹的數目記憶，所以不易忘

得一乾二掙。

四、討論

綜合上述結果的分析，費提出于列三點做進一步的討論。

第一、語文學習材料的組議結構確實影響學習致果:就本研究來說，不管是智能不足兒童或是普

通兒童，學習有組織有條理的故事之學習成績(包括學後即刻的同憶，以及一週後的同憶成績)都較

優。這一種結果完全與前面所援及各學者之研究結果相助合，也是常理所能判斷的。惟本研究所要強

調的是:特殊班教師在編訂語文教材時(如編寫一篇故事或值文) ，可能會採用相同的內容(如相間

的知識、概念或簡單的語句、辭彙等) ，但其組織方式不一定會相同。關鍵在於如何組織這些內容，

以利見童容易吸收和應用。這一種組織學習材料的技能，位非一般特殊班教師人人所兵備。在本研究

中，筆者是據用操作性定義，指陳甲篇故事的結構較乙篇故事的蝶理而簡明(即指甲篇故事是較有組

織的學習材料)。實驗結果果然證賣學習甲篇故事的受試者之間憶成績均較優。其他國語文教師，或

是心理語言學者，也可能根攝甲篇故事的內容編寫一篇比甲篇故事更右條理，更有組織的故專，以幫

助智能不足兒童暸解與記惜。在日常教學上，特殊班教師較易忽略語文學習教材的結構對於學習效果

之影響，而常將智能不足見童語文學習成績之低劣歸究於他們智力之低劣原因。智能不足兒童的智力

較低於一般見章，這是事實，但是他們還是有若干學習潛能，只問教師如何幫助他們學習。援供較有

組織之語文學習材料;或提供循序漸進之教學方法，讓見童先學習有組織之語文材料，然後逐漸移轉

學習較無組織之材料。這些都是教師幫忙智能不足見童增進學習殼率之有教策略。

第二，學習內容若適合智能不足兒童之學習層次，則增加學習次數目能提高學習懿果:根據本研

究的資料顯示，普通見童在簡易知識的岡憶成讀，或是數字推理成績都隨著學習次數之增加而提高，

而且在第四次學習即已到達90ß百，..，97% (簡易知識〉與82ß右--86ß右(數字推理)之學習妓果。反觀智

能不足見童組，只有簡易知識的記憶成績隨著學習次數之增加而有顯著的進步(即第四次申篇故事學

習成績連77ß右，乙篇故事成績是63ß右) ，而數字推理的成績卸進步甚徹，在第四次甲篇故事學習成績

只達385右，乙篇故事的學習成績更低只達295右。根接智能不足見童簡易知識同體成績之進步率來推斷

，若再多給子幾次學習機會，他們學習甲篇故事之成績不難達到955右左右(和普通見章第四次的學習

成績一樣)。這一點正和前述配對聯想學習及類聚學習之研究結果相助合，足以佐證「動能補拙」之

道理。但若就本研究的數字推理的成績來說，學習次數的增加並不能幫助智能不足見童的學習效果，

這一點叉可證明，若是學習內容的難度遠超越智能不足見章之學習能力，則無論增加多少學習次數

，均無法增進其學習殼率。就這一方面來說「動不一定能補拙」。過去已有很多研究指出輕度智能不

足見童學習數學概念及數學應用題特別感到笨拙，但簡易連算技能之習得甜可達到相同智齡 (MA)

的普通見童水準 (Burns， 1961; Finley, 1962; Kirk, 1964; Noffsinger & Dob恤， 1970) 。在特殊教



• 20 • 教育心星星學報

育界及心理學界裹， Cawley & Vitello ( 1973 ), G仗地stein， kahn & Cawley ( 1976 )等人抱著較

為積極之態度，強調智能不足見童學習數學概念及應用題之成放所以特別差，固然與其智能構造有關

(不善於傲抽象思考) ，但一般教師及家長放棄提供充分的訓練抽象思考機會，也是一大原因。因為

一般教師認定智能不足見童既然不善於學習抽象的學科，何必多浪費時間與精力去教他們?結果使智

能不足見童更沒有機會從事抽象的思考活動，形成惡劣性價環，而愈、導至抽象思考及推理能力之低劣

。 Gαxistein， Kahn and Cawley ( 1976 )等人曾利用 Key Math Test 來研究227位可教育性智能不

足見童的算術特性，結果發現年級愈高，其算術能力之發展與普通見童的年級常模之差距愈大。基於

這一種認識， Cawley 等人曾在Cannecticut 大學成立一研究小組，並在美國教育署特殊見童教育司

之支助下，花費五年之功夫，發展一套有系統的算術課程( Project MATH) 及全套教具，以資系統
地訓練可教育性智能不足見童的基本數學概念及解決問題之能力。這一套課程除了包括(1)數字， (2)幾

何圖形， (3)集合(色的，任)分數， (5)組型( Patterns) ，及(6)割量等六大學習領域外，還特別設計一

套語文應用題( Verbal problem solving material) 。這一套語文應用題分成四級。其編製重點是第

一級(適用於智齡四至六歲〉及第二級(適用於智齡六至八歲〉的教材偏重於利用故事圖片及操作物

件，並載勵學生用口頭同答問題，到第三級(適用於智齡八至十歲〉及第四級教材(適用於智齡十一

歲以上)始著重文字應用題，並安排使用不同難易層次的算術字彙及句子。根接其實酷應用後之評鑑

資料顯示，可教育性智能不足見童在這一種循序漸進的訓練方式下，其基本的數學概念及推理能力是

有進步的。

第三、極需編製一套適合智能不足兒童學習層次的語文課程:筆者認為推理或解決問題需要靠各

種概念及原理之應用，而大部分概念及原理必讀藉語文符號來表達。故要培養智能不足見童的推理及

解決問題之能力，先得增進其語文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種目的，在我國目前極需發展一套有系統的，

適合於智能不足見童能力的語文訓練教材。在美國已有好幾套這一類的語文訓練教材，如 Dr. Dunn 

& Smith 所編訂的畢保德語文發展教材 (PLDK) 等。根挨心理學上之實驗研究，學習一套意義度

愈高、熟悉性愈高、感情值愈高、單位間的聯想值愈高、叉愈好念的語文教材，當比學習一套意義度

低、不常見、難發音、感情值低、單位間聯想值低的語文教材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教果(莊仲仁、民

國61年)。所以我們若要著手於編訂有系統而放度高的語文訓練故材，必讀先得對本圈語丈的特性有

充分的研究，並還步訂定常用字彙、常用詞以及分析句于結構和文章結構之學習層次。這項工作是非

常艱難，似非少數人之能力及精力所能達成。好在近十年來，已有若干心理學者開始致力於做這些奠

基的工作，並陸續將研究結果公諸於世。其主要研究項目有如黃堅厚等人(民國56年)所從事的國民

學技常用字彙研究(已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劉英茂與在仲仁(民國59年)等人的一干二百個本國丈

字有意義之評定;張春與與邱維城(民國61年〉所傲的國小中高年級見章作文常用字彙研究;葉重新

興劉英茂(民國62年)所傲的影響本國丈字認識闢的因素研究;楊國植、楊有推及蕭音粉(民國62年

)所提出的學前與國小見童口語常用字彙表;鄭瓊英、輯美味及劉英茂(民國62年〉所傲的中文及英

文的類常模之研究，以及劉英茂、莊仲仁及王守珍(民國64年〉的常用中丈詞的出現次數之研究等等

。今後蝕了繼續補充本國語文特性之研究外，如何將上述研究成果善用於騙製智能不足適用的語文教

材，當屬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從事特殊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總而言之，本研究因受到人力與財力之限制，未能在「文章結構」方面提出更具體的原理原則，

以做為一般特殊教育工作者編製語文教材之依據，誠屬憾事。但師大特教中心巳訂定計畫逐年從事有

系統的語文發展教材之研訂工作。就本研究之結果來說，{b(足以搞示: (1)可教育性智能不足見童是可

以做適當的語文學習，一旦習得的知識，一週後的保留量還是相當高。(局較有條理的故事結構非常有

益於提高智能不足兒童的學習成績。 (3)若學習材料適合智能不足兒童之學習層次，學習次數的增加可

以提高他們的學習欽果。 (4)在我國極待發展一套適合於智能不足見童的語文發展教材(包括語文與算

術推理之訓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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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TORY STRUCTURES AND STUDY TRIALS ON 

MEMORY AND REASONING IN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YUNG-HWA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tory structures and study trials on memory and 

reasoning in mentally retarded and non-retarded children. Eighty-four retarded children from 

special classes and 200 non-retard吋 children from regular classees were used in the present 

experiment. Within each of these two IQ groups, the subjects were further divided according 
to two types of story structures into two subgroups (one subgroup read a highly structured 

story, and another read a poorly structured sto叮).

Analyses of the da個 showed that recall and reasoning obta泊ed from the highly structured 

story were superior to 曲曲e obtained from the ,poorly structured story, irrespective of the 

iretarded or non-retarded subjects. The use of easy materials led the re個rded subjects to 

mprove at a faster rate than the non-retarded, although the absolute performance level of 

the former subjects remained lower than the latter.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were discus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