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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刺激強度對低能兒童與普通

兒童 ALPHA 披抑制反應之影響

F求學羊

I 緒論

已住，一般人總認為低能者是一輩因智力不足而不荐於學習的人們，尤其是愈需要智力的主

作，其學習成效愈比一敵人低劣。還一種看法，因循已久，乃成低能者的一種定義。然而，在許多

更嚴密控制的實驗情境裹，對這一項看法，目前並未干予以一致的認定，實驗結果俏很粉耘 o 蓋吾人

若將一腿的學習歷程再細分為 r 朝向刺激 J (Orientation to the stimulus) 1- 感知刺散」

(Stimulus intake or perception); r 處理過程 J (Processing) ; r 學習或調整 J (Learning 

or mediation) , r 保存 J (Retention) 以及「再生 J (Reproduction) 等不同階臣，則已柱若

干學者所體知的兩組間〈低能組與普通組〉之學習差異，只能說是屬於學習歷程上的某一階臣之成

積差異，在其餘階世上並不一定有何差具。令人注目的是，根接 Wolfensberger 和 O'Conner

〈一九六五 7 之綜合報導，至少已有六項研究結果證賀，在某一種貴驗情填下，相等 CA 之兩組旻

試者u及能組與普通組) ，在學習成效上並未有何差異。因此，已經有若干學者特別強調，低能組

與普通組之間的學習差具〈相辱的 CA或相辱的 MA) 並不能全然歸因於智力上的眼制，而j應該往

車到其他因素之影響。例如， Bijou (1952); Zigler (1962) 認為兩組之間的學習差具，部份該歸

因於動機或誘因之影響。又如 Zeaman 和 House (1959, 1960); Dunn & Kirt (1963); Luria 

(1959) ，則認為低能組在學習成效較低劣之原因，係因低能者的注意力較劣，或說是其J 朝向意向」

(Orienting set) 薄弱之效 o Berkson (1961) 經分析綜合有關文獻之後，提示「智力」與「刺

激強度」之相五作用對於「激勵作用 J (Arousal)之影響。他認為，低能者雖然對「輕度」或「中

皮」之刺激較步反應，但對「強皮」刺激且u比一般人較多反應。如果這一種假設被證寰的話，對於

調和1過去那些理論上之守主論，或許有很大貢獻，就是說，如果用兩組相等 CA 的旻試做實驗，若低

能組的學習效果比特通組劣，或可歸因於用了「輕皮」的刺激使然 Q 由此推知，在兩組之間若其學

習成效有所差異的話，吾人或可藉增加刺激強皮來誡步其美具。 Spitz (1963) 則認為，要激質低

能者腦皮質細胞之「電的 J , r 化學的」以五「物理的」變化，不管是長久性的，成是短暫性的，

都需要較長的時間。

據目前J股所知，腦電改 (EEG) 的記錄是說明有關腦皮質部 i 電話動 J (Electrical acti. 

vity) 變化之一有效芳怯 Q 尤其是阿爾法改 (Alpha wave) 的變化，和個體的意識扶起諸如覺醒

或睡哦，注意或不注意等闊係至為密切，儘管過去有些學者如 Kcnnedy (1959) 等人主張阿爾法

改可能是腦波記錄上之人傌錯誤，但是誠如 Mi11er (1968) 所起調，目前一股研究結果都證明阿

爾在改是一種「基本的細胞活動程序 J (Basic Cellular process) 的表現，尤共與「感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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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ability) 有闕，當一個人處在拉抽而平靜之情埠宴，從後頭部所誘導出來的腦控 (Brain

waves) 是高振幅 (High amplitude) 的阿爾混混; {旦個體祖覺-IJ受到光刺激，或是進行心算

每心智活動，則其腦故型狀馬上變成低振~JR; (Low amplitude) 的高過至寧波 (High frequency 

waves) 。這一種現象，一起稱之為「阿爾控股抑制反應 J (Alpha blocking response) 或稱之

「非同投狀化 J (Desynchronization) 。筆者曾根釀造一種現象來接討低能兒童的「阿爾法控制

約學習問題 J (Conditioning of Alpha blocking) ，接藉此明暸這些見宜在古典音11I納學習芳式

上之成效;最近一年來，又為了驗證 Ellis (1963) 等人所挂出的「刺曲直通說 J (The theory 

of stimulus trace) 會藉改變光刺激的「姐皮」和「長皮」來觀測「阿爾法改抑制起韻時間」

(Alpha-block duration) 問題。從這些實驗中，筆者會注意到，不同的光刺敢想度對於低能兒宜

的「阿爾法改抑制反應時間 J (Alpha block latency) ，有明顯的差具;同時，其[抑制形像」亦

因刺激強度而異:這些現象質值得進一步之探討 o Sokolov (1963) 甘以一般成人為對象，對這一

種現眾做了若干研究 Q 根接其實驗結果，光刺激弦皮增加時， 1阿爾告說抑制反應J也都隨若費lJ.已 Q

是故，筆者認為，如果 Spitz; Berkson 等入的假設是對的話，自光刺激所引起的低能見宜

之「阿爾法改抑制反應 J '在平均數上應該比普通兒童祖來仲臣， rwj時，兩組間的差具程度，亦因

光刺激強度之增加而逐漸減少 o 本研究~p針對上面這一種假設，從變化光刺散強度來接討這兩組兒

童在「阿爾混混抑制反應時間」上之差具，並分析「智力」輿「刺散強皮」兩壁畫臂之相五作用，對

於「阿爾法改抑制反應時間」之影響 o

E 方法

1) 實驗對集 (Subjects)

本實驗係根攘智力因素，選取兩組兒童做質驗對象:一組是十二位低能兒童，選自臺北市特殊

班 O 其中男咳八人，女咳四人，平均年齡為11直接10個月，平均智商為62 。另一組普通兒童是擅自罣

北市內國民中學之在學兒童， 12位里說者均依照性別，實足年齡，起一和低能組受試者配對。普通

兒童組的平均年齡為11歲111閏月，其平均智商為1040 兩組兒童的觀覺、聽覺都很正常。從後頭部

位描記出來的阿爾法律動都較清楚，對於光刺激的抑制，反應也鞍馬確實而顯著〈每一位受試者革前

都接受腦故頡測，若有下列諸條件者，由于掏汰:(J)阿爾法混不太清楚者;@雖然有阿爾法肢，但

對於光刺激的抑制反應不太明確者;@具常設顯著者 o ) 

2) 實驗裝置 (Apparatus)

本實驗保在師六心理實驗中心的腦控實驗室進行 o 該實驗室具有完全遮光、遮電以及牟助音設

備，並可藉一部冷氣機調節室內溫度。實驗者是藉一片「單面透靚鐘 J (One-way vision glass) 

來觀察受試者之行動，並利用對講機與支試者連續 o

本實驗使用腦設計 (OFFNER type T 8 Channel EEG) 一部， r電動計時儀 J (Hunter 

Decade Interval Timer) 兩部，先聲刺敢器 (Sonic and photic Stimulater) 一套。腦設計

記錄紙速度是 3 cmfsec. ， 振幅的衡量頓準 (Calibration) 是 50MV==8mm.

電導子 (Electrodes) 是一銀質圓形物(直徑 6mm) ，藉自行調盟的粘膏 (Bentonite pas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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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貼在左腦半球之前頭部 (Frontal)戲中心有ß (Centra l) 'l!l'i頂部 (Parietal) ，後頭部 (Ouipi

tal) 。採清「雙極誘導法 J (Bipolar pick up) ，同時描記閻健電路 (Channel) , G，資比較。

光刺激強度計用 20V (弱光了，的V( 中皮了和 110V (強度 7 等三種，藉一部變壓器(1.25

amp Carrent) 來調整。光源是一主40五特光-的燈泡，故挂在圓形煒軍內，周圍完全用黑紙包紮，

只在正中央皆出 1 cm2 大的小于L---{目。刺激光QfJ由此射悶。光刺激劑I 開曼可志者 80公分，與受試者

的觀線成水平。光刺激長f:t固定為 3 秒鐘，藉 Timer 自動控制。在腦世記錄器上，與記錄針並排

安裝一斐「符號記錄器 J (Sign marker) ，以資標記光刺激閃現之是且終!那i 0 

3) 質驗程序 (Procedure)

本實驗原以個別芳式進行。每一位受試者均要多與三脅不同光刺激頑皮之實驗。每一種光刺激

間皮呈現10次，古文每一位受我者共計史30次光刺激。三碼，不同光刺激強度的呈現順序係依照「分組

隨機接(B1ock randomization) 來決定，藉此隨便「練習]與「疲勞」之影響獲得「相對均衡 J

(Counter balance) 。每.，{立更請者在質驗室內之時間約為30分鐘。

質戰進行之前，先mX1JII說明質驗的性質，並使每一位受試者有一次機會旁觀其他旻試者正扭扭

史實驗之質品。這一措施，根據筆者已往之經驗，很可以ìJr命令雯，有者的緊張情緒。

每一位受請者;在正式質臨之前，都先接受三至充分鐘;把右的例行檢查 (Preliminary routin 

test) ，問測其阿爾法律悶在閉眼、閉眼時之贊化情形。受試者的阿爾在套設型經判定為R揖1J者，始

進入疋式實驗。

實驗進行中，盡量使受詞兒實話t鬆心情，背穿若沙贊峙，平視刺激燈，但不必用完鐸靚'問免

眼睛的疲勞。刺激光之星現，木帶于頁嘴，以主要問YJliJ阿爾、在恆的自然抑制反應現象，並旦叉可避免

「頭期反應 1 (Anticipatory response) 之費生。呈現各刺激的問隔時﹒間，巧根接受試者的阿爾

注律間的恢復哼哼而是，通常是帶到刺激光南說，而被抑制7前阿爾拉律，動完全恢復原狀之後，再

呈現了一次光刺激 C 有些受試者的阿爾法律吉哇!恢復較快，故:其間隔時:間也只有十秒左右;有些受試

者恢復較i霆，所以其間閑時間也得較長( 20-30秒先右了 O 每一位受試者做完15次試驗之後， @p請

他就可E閉眼休息 2 分鐘。這時候，實驗~l.內的借光也l啟亮，主試者叮藉對講機和受試奢談話，以便

鬆抽~~.Ä;.者之情緒。

E 結果

本實驗所梧的「阿爾也被抑制反應時間 J (Alpha block latencies) 是揹光刺j做出現，到阿

爾注鼓起抑制變化的一段押伏時間。第使用 Jasper and Cruikshank (1936) 所創用之術語:

“Alpha Blocking Time" 來說明，係指光刺散射入視覺到靚覺中相皮質部白令阿爾、法控噩生抑制

變化的是一ßt潛伏時間 O 有些個案的阿爾注~抑制反應非常明顯，藉肉眼即可判斷，但有些個案的

抑制反應，其界線不幸顯著，開此位專這一項研究生作的人們，在判斷上每回缺步一定之標準而發

生困惑。本實驗為了減砂i誤差，特參酌斯界專家所使用過之標準訂走了歹U標準，藉此衡量每位更說

若在每一刺i致強度下的「阿爾注世抑制反應時1問 J : CD以光刺激的閃現!虛偽起點 L 藉符號前錄針有

記錄紙 1二付出頭記號，亦~jJ固-、二、三之 ON 屯) ，並以阿爾法律前最和發生抑制變化的彈，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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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眼為終點〈姐圖一、二、三上之R點〉。計算這一度潛伏時間，即為阿爾在長波抑制反應時間。@

光刺激出現之後，阿爾法波抑制至少要延續 0.5秒鐘斟上，方能算是正式的對光刺激質生抑制反

應，藉此與 r' 自發性反應」相區別;@抑制期間的腦世振幅，共最大振幅的一個波，至少要小於抑

制前的阿爾法律動中最小振幅的一個肢的二分之一振幅，芳能認為發生了抑制現象。這一個頓準是

用來幫助確定那些抑制不太明確的個案。有些個案的抑制反應非常徹底，波形直屬乎成為一條水波

曲線，如圖一、二之第→、二、三各線路，其變化界眼很清楚。但如圖四這一個個案就較難確定其

變化之界眼，有頓於此一攝準立運用。

質驗f垂直P根撮每一位受裁者三十次試驗 (Trials) 結果已每一刺激強度10次，共三種光刺激強

度) ，分別自腦波記錄紙上計算出三種.不同光刺激強度下所得出之阿爾法波抑制反應時間，然後求

自其個別的均數。從這些個別的結果看來，此等阿爾法波抑制反應時間的個別差異非常大，但光刺

激頭皮愈強，抑制反應時間愈鈕，這一種傾向似乎是每一個案間共同的現象。

例如，園一、二、三是低能組第四號受請者的三次試驗記錄圖，在光刺激長﹒皮固定為三秒鐘之

情況下，三種不同的光刺激強度，各有其不同的阿爾在在波抑制反應時間。園一是最弱光刺激(20V)

候件下所得肉之記錄園，其抑制反應時間為 100 msec. ，由此一倒子而知，此等阿爾法波抑制I反應

時間j之長鈕，常因光刺激強度之不同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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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是根據每一史試者的質驗結果，分組計算111來的各項說計常賊。

去一 兩組兒童在不同光刺散強度下所得問之阿爾在主改抑制反應時間之比較

(單位 msec.)

Retardεd ch.ildren 

Normal children 

Total Ss 

從去上的集中量頭:看來，很顯然地，兩組兒賞的阿爾器設抑制反應時間，均因光刺激強度之增

加而揖低， (拿平均數來說低能組是 451>205>131 ;普通組是 387> 151>98 可就組別間之差異而

霄，還是普通兒童組的此等反應時問比低能兒童組來得極暫。(低能組的均數是263 msec. ，中數是

260 msec. ，普通兒童組的均數是212 msec. ，中數是209 msec 可

土述兩種比較F惜果，若藉圖示起來表示，即如「圖五」的曲線圖。光刺散強度極價耳目時， (正

好在刺激闋眼上亨，兩組兒童的抑制反應時間最長。因光刺激強度之增加而此等反應時間也愈短 o

這一種趨勢，尤其在 20V至60V 之間最為顯著。 60V以上變化較嚴慢。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tion of Alpha Blocking tatencies 

of Normal and Retarded Group Tested under 

Different Stimulus Intensity 

Sourc:'! of Vari<.tion 

Between Group (Al 

B~tween Subjects in S立me Group 

Total bεtween Subjects 

Between Stimulus Intensity (B) 

Inter2.ction A x B 

Intercation: Pooled Ss x Intensity 

Total within Subjects 

Total 

* P<::.05 
** P<.OOl 

IS川 S…I df 1
M……[ 

46411 46411 

234156 22 10644 

280570 23 

1236242 2 618121 

3035 2 1518 

165498 44 3761 

1404775 48 

1685315 71 

F 

0.4036 

表二是藉 Edward (1950) 的相同受詞，皮覆測量保件之實異動分析芳起所得出的費異動，分析結

果，兩組間的書異是有意義的 (P<0.05) , I.'!P普通兒童組之反應時間，顯然地此低能兒童組來得

臣。再就光刺激弦更對於抑制度應時間之影響來說，光刺激嗤皮愈強，其抑制反應時間愈短，此等

差異，在統計上非常顯著 (P<O.OOl) 。

若自京同組.81j之巨素〈也可以說是智克同!素 1 頁。光刺激強度胃素之「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來說， w組兒宜i訶睬，阿爾在去世抑制政應時間之聲具，並不因光刺激強度之實化而發生改變。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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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性;在極做革的光刺襯下 (20V) ，低能兒童組的阿爾法改抑皓iI反應時間比臂一通兒童車且來得慢，

即是在極強烈的光刺激的、皮下， 1J!:肯~)己主祖的此等反應時間仍然比普通兒童組來得說↑壘。 (F=

0.4036, P>O.l) 們

1v討論

1) 光刺激強皮與阿爾法﹒波抑制反應時間之閱係:

根撮本實驗結果得知，光刺激強度愈阻，兩組受試者的阿爾、主友誼閉口信11反應時間都愈短暫。同時

兩組見宜的遞?我速度六約相同。這一種結果和一般實驗JC'"理學士‘所接去的「反應時間 J (Reaction 

time) 之質驗結果相吻合。 Woodwooth & Schlosberg (1954) 會討論到反應時間與刺i激頭皮

之間保。他們棕合若干實驗結果詮實:當刺激強度極做弱時〈約在刺激閩限上 7 其反應時，間最長，

刺皇宮。強皮增加到中度和極強度時，其反應時間也愈加短暫。筆者(1968)會分析這兩組木同智力水準

兒童的反應時間?認，向「阿爾挂在空抑制!反應時間 J 應該是屬於整個「反應時間 J 上的「輸入時間」

(Input time) 和「中棺靚τ盤時間 J (Central Integration time) 之總合。因此，整個「反應時

間 j 之長短既然受到刺J粥:r(~之影響，則是一位「阿爾在被抑制反應時間 J 之長短自然也京帶例

外 o Cruikshank 竿入的早期質驗結果也會ß~'旱示:程「刺激長皮 J (Stimulus duratiøn) 聞史之

條件下，光刺噱頭更令、哇， α 波抑制反應時間愈盟。根據 Wolfensberger & O'Connor (1965) 

之實驗結哩， I 強光刺激: J (251ft Lambert) 所得煦的 α 世抑制潛伏時間 (Alpha Block Late

ncies) 也較「眉光刺激J (0.224ft Lambert) 之抑制潛伏時間來得短暫，前者的中數價為 167msec.

使者為267 msec. ，怯煦本實驗結累，兩組兒童(24人 7 對頭光刺激 (120V ，一公尺遠 7 的 α世抑

制反應暐間之中對值是 105 msec. ，弱光刺激(20V) 之中數:值是 427 msec. ，中度光刺激(60V) 之中

歌值是163 msec. 。顯然地，木同先:叫激強皮間立 α 被抑制度應時間之差異非常犬 (P<O.OOl)。

不同光刺激強皮木何影響阿爾也改抑制反應時間之長短(就數量上之分析來說了，而且在α麓

的抑制形像土也有所差異 L 就質丘之分析來說可。換言之，在中[Íf.或強闊的光刺?對條件下 (60-

120V 可， α 冒金振帽的抑制哲.ræ較為徹底， α 潰的形集全然冉、訝，只贊成一候小釋放形的曲線。反

應與苔，其界線至為明情已如周二、三可。但是有有光刺1投降件下 (20V) ， α 設發生抑皓11反應的

形象變化較為接適?振帽!示:抑制程度木太徹底， ;g~阿爾、屆世振帽的實;小似乎是逐步的。此帶典現的

個棠， E!P如圍呵，一般入實在很難割完其幸「時11趕著化草草杏之界眠，這一輯現象或許與「朝向反應」

(Orientation reaction) 有關。根據 Sokolov (1963) 等人之研究，小極眼頸鹿(liminal inten

si.ty) 刺散啥加「朝向反應 1 的持久期。也就是說。微光刺激〈在刺激闋眼上 7 要帶被感知，就得

延長程研覺分析帶 (Visual analyser) 之情脅。吏，項起畏精酌，導至阿爾在安放抑制度庸之遲蟹。

微事先刺激所引殼的阿爾起世抑制反應之程庫 (Extent) 和持伏期所問此強烈光刺帝所引起之此項

反原來得木徹底而長久，即是遺個道理。蓋祖光刺激剎那間即被感知，故朝向反應也就木丈顯著，

不Ëñ!見覺外析器上之情動也社較為短暫。

2) 智力開素血阿爾法被抑制反應時間之間保:

本質驗結果是在「醉皮 J ' I 中度 J 和「強皮 j 三釋:光刺激傑伴上，都是1H:能粗自Çl抑制夜磨時



66 心理與教育

間比普通組來得遲蟬，兩粗的中數值為260 msec. (低能祖)與 209 msec. (瞥通組可， (P<0.05) , 

差異算是很顯著。筆者( 1968 )曾做過試探性的實驗，當時只用一種光刺激強 (6W， 110V, 1m 

還可，兩組見章所提得的平均數各為 263 msec. (1民能組可與217 msec. (普通祖芳，也是1Jí;能租較

為接慢。只是兩組間之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根接 Wolfensberger and O'Connor (1965)的質

驗結果，低能粗的阿爾、法波抑制反應時間也是比普通組凍得按慢，低能組的中如{直是267 msec. "l于

通祖是 200 msec. ，雨中且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 (P=O.OOl) 。本實驗結果和 Wolfensberger 的實

驗結果很相似，這些實驗結果，似乎叮證驗 Spitz (1963) 之假設。 Spitz 從各項飽和說 (Satia

tion theory) 的實驗結果提出四個假設，藉此說明低能粗的生理特價已和相同 CA 7k準之普通組

1世較下所提問之假設可 O 其第一條假設即為要成龍低能者腦皮質細胞之「置的 J ' 1"化學的」丑

「物理的」變化，不管是長久性的，或是短暫的，都需要較長的時間。自光刺激所激起的阿爾拉波

抑制反應，似乎即為 J種腦皮質部「需的」變化 O

另就 Berkson 乏假設來說: 1"低能考雖然對輕皮攻中皮之刺激較今反應，但對強皮刺激Jil.1J此

一般人較多反應。 H丘吉恭賀驗結果，兩組之間的阿爾法改抑制反應時間之差具，並末因光刺激強度

之改變而有何求同。也就是說，智力因素 (A)與光刺激強度 (B)之間，並未有[相五作用 J 存在。

這一樹吉果，只能說明某一宙之事實;蓋根接新近若干生理心理學上之研究結果， 1Jí;能者與辛辛通

一駛入相比較下，在「中樞神經系統 J (CNS) 與「自動神經系統 J (ANS) ::;方面之作用，似乎是

京同的。因此， W olfensherger 和 O'Connor 帶入擬用二間說 (Bi-factor theory) 或多因說

(Mu1ti-factor theory) 來說明遣一種聲異。即從他們的質驗結果得如在阿爾接投抑制反應上

(CNS) ，低帶好的反應較慢而持積時間也較為短暫，但在 GSR 等反應上 (ANS) , 1Jí;背粗的反應

就比千辛星電祖來得快而振帽也犬。但是如 Katler (1966) 綜合各項有關低能者的自動神經系統活動

之研克報告後，指示低能者比普通入至步對於微弱或短暫的刺激較lþ反應。由此可知，這些問題尚

待更多學者進一步之虹較研覓。

V. 摘，要

本研究係藉變化光刺激強皮來分析低能兒童與普通見童在阿爾陸改抑制反應時間上之余具，並

討論「智力」與「光刺激強皮」閉嘴導致在激起阿爾法波抑制反應上之相互作用。

低能兒貴手且(12人可擅自臺北市特殊班學章，其平均實足年齡為11歲10個月，平均智商為620

男 A組普通見宜選自薑北市內國民中小學之司生學兒童，其平均實足年齡為11歲11個月，其平均智商

為104 。兩組兒童原依照實足年齡與性別逐一配對 O 每一位受試者的阿爾法律動 (Alpha Rhythm) 

都較清楚，對於光刺激的抑制反應也較為明確，革前都經過 EEG 頡測，的阿爾法律動變化不太明

確的個案掏汰掉)。

使用 Offner 8 Channel EEG 一部，個別地自旻訶者主腦半球之後頭部，直買頂部等部位措

記凹阿爾陸改變動。三種yt刺激強皮各是為弱皮 (20V) ，中皮 (60V) ，和強度 (120V) ，僻、籍貫﹒壓

器來調節。光刺激長度固定為 3秒鐘，藉 Timer 自動控制。整個實驗係柱師大心理實驗中心腦君主

實驗室進行，此一實驗室具有完全遮光，~主肋骨﹒冷氣以及起電等特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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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8位更可寄昔接受三 j-次光刺激已每一刺激頭皮103是〉各光刺激的呈現次序，用分組隨機器決

史

根接貿驗結果得知:0)光刺激弦更愈強，兩組兒童的阿爾法改抑制反應時間愈短暫(P<O.OOl) 。

@低能兒童祖的阿爾法控抑制反應時間顯然地比勢通兒童組來得長 (P<0.05) @智力因素與光刺

激強皮之間，未能稜現有何顯著的相五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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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US INTENCITY EFFECTS ON EEG ALPHA 
BLOCK LATENCIES OF NORMAL AND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YUNG-HWA CHEN 

This paper reports a pilot experiment concerned with the effect of light stimulus 

intensity on EEG alpha block latencies of normal and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The alpha block latency to photic stimulation was measured with an OFFNER 

TYPE T EEG from the parietal and occipital lobe of the left hemisphere of each 

subject. Twenty four children, half of whom were mentally retarded,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No children with known EEG abnormalities, gross sensory or motor 

handicaps, or with unscorable alpha rhythms was inc1uded in the sample. Subjects 

were presented with a series of photic stimulus varied in three levels by delivering 

at 1.25-amp. current of 20，的， or 120 volts to a 40-watt bolb. The order of stimuli 

was randomized within each block for every subject, and each S received ten blocks 

for a total of 30 stimuli. Stimuli were presented when alpha rhythms appeared to 

be pres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intensity stimuli resulted in shorter alpha block 

latencies than low ones (p<.OOll; normals had shorter alpha block latencies than 

retardated ones (p<.05) , the two median latencies being .209 and .260 seconds. There 

was not, however, a significant interact. 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inten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