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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能兒章與普通兒童阿爾法披

抑制延續時間之比較研究

球 學 有長

工精 髓

根攝 El1is (1963) 新近濟援冉的「茅草難臨述說 J (The theory of stimulus trace) ，低音它

發感知某一種熱j激按所激攏的f 刺識痠遮 J (Stimulus trace) ，與普插入想起鞍之下，其「鐵皮 j

f設進鐵站f'持續玲間 J也較昂脫響。蝕，所報諱的生理學之三生根說是:做能者的中樞神經系輪從麓磁

踴能當較一般人來得讓銬，因此，氓能發亮「姐智能擺 J (Short廿rm memory) 劣商，嶽然地

站普通人還得很犬，詛在r!是觀記協 J (Long-term memory):;方面意毫不太有盡換了。

為了主建立譚一種觀蹄， Ellis 教授發自「反應時間 J ' r雄作制約 J (Operant condition) , 

r 1講文學習 J ' r站接友聽 J (Delayed response)法及「腦電設 J (EEG)略研究領野，分割接用

…學詢盤:“男舟，也有贊干戀者，至于ZiJ設計各體實驗專輯來驗盤遣一種理論:如 Hawkin (1964) 

之有歸還合學智 (Associative learning): B在經i.neist肘， Beed峙， & Urguhart (196妙之「皮

牌電幣j駒.~ (GSR conditioning); Herme1in & O'Conner (196心的「記種廣農 J (Digit span) 

間及 Baumei坑前， Smith & Rose (1965) 的[鐘暫記憶 J實驗均是。但是道些食驅軸槃立豈不全

部支持 Ell泌的學膛。

播華是?所知， ~走路被實驗，尤罵是事發「間直賣書長被抑制起續時間 J (Alpha block duration) 來

警覺濟效繳證「刺激痕邀請 J '歸是一嚷很合蟬的芳草色。濫當…{因系有 R 擅陌藺草長彼之λ感如:光聽聽

時，從後頭部濟能測悶的阿爾怯手掌聽，顯然會發生抑啦J (Blocking) 混象。這…監聽都「電話動J

的變峙，適?會聽比原有光刺激的陳示時簡凍得持久，聽管光刺激B經辯說，很函數秒鏡除先到激所

。!謹的「阿灣投抑單位，仍然聽短讀一鹿綾暫時間。聽一聽聽音ß碧藍位括軍事的路聽說，做鸝於一種「來自

截肢遠 J '位缸茵機體妝態及刺激樣?守之三衣阿諾改變其鐘慶鼓起轉時間。 Berkson， Herme1in & 
O'Conner (1961)取及 Lindsley 離學發曾先注意吾吾ûf是龍諧與一般人在「何要買車長波抑制延續將觀 J

土之差異。接撞他們的質驗結果，怯懦脅的「阿潔書長被抑散經續時間 j 要比一般人來得經智。後

來， Baumeister, Spain &在llis (1963)等人也做照 Berkson 導人的輯學及支蝕，主義行愉驗結

覽勝 ， J?J, +位fß:能者和七位瞥遇或人為對象，基現 20m研c 之閃光刺激役，衡鞏各贅，說者之?阿

爾書長堂堂抑制程續時間 j 步實驗結果晶體明f厲害E者的成發:涯續時模較為觀瞥，但此聾發其只是我宣言皇島

次較綴顯著。

筆者聽錯， Berkson J.在及 Baumeist叮嚀學考研做的實驗只是一種豈是眾性報告，對方安影響

「阿齋主長波抑會提續時賠 j 的艷積:賽數，管如光制澈的頭皮， 1嘻皮鼓鼓樓雜性響，並來進一步加學

當辭去:較G故究竟還將變數與「僻吾寶路放手母親廷觸時聽 Jz聞係如何，實攪得做進一步能實驗研究。

e 三色研究之究1&1等關家科學畫:且會之柯: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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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1967)科研討rf是能兒童興瞥主義晃靈的F哼著窗龍說制輯反應 J 之閱臨時，也會組主童安目前都見黨在

f阿爾法立支持會I)尪續時間J 上的差兵，按當時只覺得還一種「抑制起續時間J 的畏妞，在兩組兒童;支

持，都有提六個別差異。我低能見盤中，其抑啦!起續時間，領然者較揭短暫的，但較長白色也不在少

數，泉之，在亨亨通兒童中，也有許多更提者的抑背景j語報時間單得非常聽會。因此，對於 Berkson 及

旬在in 導人的實驗耕果，仍然存有潛千f袋裝。當機華清且可使寫的究制教誼鹿是 6V ，陳污支持樹是 2

秒麓，和 Berkson 民 Spain 帶λ所使用的光制激發盟與畏蹺 (20 msec 的問光〉水間，故可能

有些不i司的結果。除了遺體由靡之外，其盤有星空間囊，如何蘭議波抑嘗到與苦的館是觀準，阿爾路改

秩嘴 (Alpha recovery) 的起算巔，但民有機體當時的輩輩輩狀態等學，都三多多少少會影響割讓驗

結果的。

是役，本研究賽，筆者接控制「輯激強度 j和「那激畏皮」轉轉數來研討f且能克黨與贊邁克章

程荷蘭在長說持制程磁帶閉上之餐具，藉此平等驗證 Ellis 的「刺激農謊言語 1 ，就提討誼兩項聲響數與

「阿爾混混抑制觀纜跨欄 j 立攤蕉。

1I 1i 法 (Method)

。 實驗，對象 {Subjects4

本質臨露，密布組智力1.k誰有聽著是真的先實做實驗。 f且能蘊謊言這揮這空白嘉 lt市*山國民學校特

殊班的兒麓，接一組盤棋壺，用 25 人受闕，很草草初步演IJm譯本一般爾放之擾，依照 Golla & Walter 

(1943) 之詞揍，將畫畫:.~勢更請者的問驚濤r&:分成三輛 :CDR型:遺體人在聽聽〈攻台盟會窒妻雙) J3:t竟是皇

她默按了，其阿E寶路律勳謹駕聽著字，也一開頭姆是付學聖神i滑雪輯時，持阿爾控待動:í扳機生「軒命I) J

幸免唉，學?型:聽些λ可全明體汶在心身孟德祂默說了，雖然也有顯著的阿青剪裁律勒，控措跟或要學究單I[

難時，詩時爾法律草嬰並不起「抑制 j曉漿。@話塑:是劈人不會是聽聽魂是攔腰，都沒有觀薯的悶

著舊書長平發動。依照本研究之間鶴，只有R鏘的投其鞍合蟬，萬俄能組曳詞中只有11人院時齋按波種楚

屢發R擻，拉木研究館!且還11借閱古巴掌?為分析對象。在這建立人提言之中，男接去是 8 人，女孩是 3 人，

他們的感官和動作能力都是正黨的。連一錢能粗的年齡範園是八提七個丹都十五載一個舟，平均

齡鑄十丈量是六{茵河， 1 Q觀園黃金30 ，....，79 ，其平均 IQ爵的。

發連親曳純是取自鑫it市內中小學的變鐘班學生，都試共i晨0727人，後依照了對立嗔錄件，也

只租用11瘟疫.詞之牆被記錄為分析材料。@數議年齡誰?午，還一和低棋盤受試敵對'@其時;教棋世史

觀也是麗於R挽著，萄心身館全而學業詩是體在班內膳於齡20%脅。至章)發遇麓的年齡翻閱路八歲七

禪月2革十五攝一{獨厚，其平均為十二三歲六{閏月。

每一位受煎吉普教完雪實驗之霞，均出主當這贈與→街牛奶騁，唯f蹲監組雪是說潑，對於此一報醉!興趣

較蠢，曾聽室里年齡事變犬受闊者舍不報接挽起…報醋，貝u改贈體諒。

2) 實驗接賢 (Apparatus)

繫個贊驗是在現立聲聲師親犬學心理實驗中心路汝貴驗室還行，是一f商投﹒測量竄計卦幫悶，一

間的3x2m' 路一完全討灘光ïlIT具有冷聽裝壤之自發章，毒案有今對官設題。見識善于部在起一室內摟

免費鐘， ~支內盤有靠背沙發楠，星聽光刺激潛之燭，畫畫，忠民一吾吾對窩i器。梧鄰之另一身醋的3x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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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具有半誰光互之話費投蹄。本賢驗研府之各種儷瓣，如髓設計 (EEG) ，計時議 (Timer) ，變聲

器)且又誤作，堵軍路等聽聽均安混血此。贊驗者即在llt議作路設計狀及聲音譯j究;聽激之強度及長度，

喜愛著去是聽-Jt按董於擺手詩詞歸之間的 11翼萬觀盟鐘 J (One-way vision glas的，來觀察對命者

之行動，並和思主~轉機與寬詞是乎連聲。

本實驗所使，帝的路設計是 OFFNER TYPE T Eight Channel EEG ，是一部使於散心理實

驗用的時街路淚針，包指增幅器 (Amplifier) 與紀錄器 (Recorder) 潛部份。 f 盤導子 J (Elec

trodes) 是一銀質富貴多物 cn堂館 6mm) 塗上「體導子軟膏 J (如ectrode-jelly) 後，緊貼在選結

之繭皮部位上，然?是蹲用白棋「粘膏 J (Bentonite paste) 點點，使「發言導子 J品於導嚕，並木容

易話頭皮上給落。本質是全跤，農活的紀錄車站囂踐是 3cmjs凹，雖髓的f衡量撩撥 J (Calibration)是

50μV口 8mm 。

究制激原來自一寞是0克魯光之燈泡，安裝於一餌園形煙草角，周題需譯法用黑概包紮，只在正中

央想叫“ ~1問， 1 2f"芳(J;;分之小孔，東u激先rUJ由此一小子L皺起，成叫先帶1)激離受誠的80皇之舟，與受踐

者的教緝哥是水平。光鞠種弦在藉一部費塵器 (Transformer) (1.25 amp. carrent) 烹調麓，

計用20V (賜) , 60V C 中lt) J2l及120V C ~純度)帶三種光刺激。 'It刺激的聽聽哥華鵲是黯兩部「計

時攝 J (Hunter Decade Interval Timer) 來控制，對冊。五靜〈鐘的) , 3 秒〈兮的〉談及15

秒〈畏的〉三攏。

的實驗程序 (Procedure)

本實驗係!去簡單防武逸衍，每一位受言之沒辦守40分鐘左右 e 賀喜愛聽行之前，先路設說明實驗的

性質，並讓每一位史提者有一次機會來參觀其他受聽者正在設實驗之覽會情形，藉此織少真繁發心

燼。 Hi'嘩苦苦是: 1還是一聽說鞘鼠的實驗，蒼蒼你坐在聽一摺沙發格上能移安安靜靜.她主義多久。我

暗室萬你蜜語灣股髓，放鬆你的身體和心情，背靠華沙龍樁，不撥亂動就可J2lT 。當皇室一個在你頭

麓的小燈亮的時蹺，你要很自然地者請它，不浴用力鐵腕'J2l免聽聽其投痕勞 Q 黨議議持中，你是

京擺闊意聽聽，有快看亂動身體，我在購艷的房筒，教讓器設計上悅飽銬，就會棄自纜的。如果你建

議草聽說的括來傲，贊驗接聽可扭聲對學更多的~妨糖〈實驗時當攀援主法令把糖〉。你懇求懇、做…位聽

錯的好孩子高教學雯U~蟬牛奶糖釋? J 

黨喜愛進行中，有好發控器能兒童相黑暗，京毅軍糊在暗望著麗，故只好轉載特殊環老歸黯伴他

們。導寄過艷的變試車是沒智還一種讀象。

在正武實驗之前，先擺手…fi預測(約豆豆分鐘) ，觀湖其阿爾龍徐勤在閉眼，閉獻時二三變化，闊

彤，君主意阿爾捨波控為R盟者，始進入正我贊驗，否貝告，靈p萬稽攪觀1JI1J 5 分鐘，館科明時鸝於 P

艷、接控告，即子停.d: o 每一控受戰者均聽接受三三十六次的光輯激 C !W三三攬京同磁盤輿耳聽不開刺

激畏E設立組合， 1話也成九種木間聽激錄件浩成一組，每…往更說奢望寄曳間組的幫激〉。木間刺散條

件戲?是鐘頭序，完掛偷聽隨機取樣2負責較快覺。主蠶各體制曲的階捕時鏘，樣報擴每一位受輯發覺到

難鍾的阿爾法律艷的號費情形而是。惡競選蹺，島等到其被揖鎖了的阿爾書長律草草，完握全怯生質服默之

後，平等事會手下一次光制澈。

』喝拉拉的說糟部位選聽了車輛命主黨之齡頭部 (Frontal lobe) (晨起觀1Jit眼膳食!館長F.:t背影) ，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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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Parietal lobe) JèL't克機視部 (Occipital lobe) C 可觀測阿爾出帶動的抑制情形〉等區蟻，用

釁驅講學法 (Bipolar pick up) 。另外，寫了攘，關辦受設者接受實驗抽樣是三J(:.-Jms'情形，特地用輪

車走軒的一挂電路 (Channel)寶路每一拉設者的心聽聽 (EKG) 。

革輯 學 (Result)

實輸至全部噁拳之後，轉擺擺下到攝主管 (Criteria) ，衡量每位受聽我每鑽刺激蹺拌了自f阿爾掛

被抑制延續時間@其間懇、發另一13 c. p.s. 的投妞，稱之 Alpha waves' 如鎧種周軍擎的腦說，成

LF-LC-

) 
。
。

{ 
(C) 

r'-如廿一門抖…k

60 V 
:ON' j 知你F 0" 

20 v 
3 Sft. 

(D) (E) 

獨一不符咒刺激舔件下之符衛正義波抑錦延績詩r.t變化圈

Figure 1. The infiu忠nce of variation弓 in the stimulus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n the 
alpha block duration 
According to this record. it seemed obvious that higher intensity stimuli 
produced Ionger alpha block duration under the conditíon of same stimulus 
duration a吟 shown in (A) , (B) , and (C).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ame 
stimulu哩 inten可i勻. longer stimuh的 resuIted in longer block duration as 
show說祕 (D) and (B) or (E) and (A) 
* “0哥哥"問appearance of light一
“OFF"抖。is誼歸結rance of light. 
"F~…坎"=alpha block 通 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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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纜 0.5 秒鑄J2;l上，自稱之阿爾法律勒 (Alpha Rhythm) , (g阿爾接投抑輔至少要豆豆輯 0.5秒

錯，芳算可建立 o 適時麓，另一韓偉恢繭時高遐荐的彭:擻，代替﹒了!家有高擴個白~J阿爾iiS支波'@抑制時

酷的腦混艦緒隨較大振梧的一悔改豆豆沙聽小投抑清目前的最小提幅能…個波的一半高度，芳能認為

發生了持教琨象;@細爾拉律酷的一次抑制 (a blocking) 通常是指一學阿爾緒波變化之最初一個

阿爾吉奏技至另一串「平等現阿爾法波 J (Re-emergent alpha) 之頭一個改為J!:.。但本研究所嗨，的

r~可jW識波抑制星星讀時觀j 是指光剩激消失，對另一帶 1- 平等現阿爾能波 J 冉說的道…說縫棋時間 o

「平等現何顯按波 J ?è少聽連輸 0.5和錯共兩個最大振瞞的再現波，至少聽和抑制前的幫做最小紅脂

的阿爾措波一攝犬，三方算成立。萄糖 i- 闢一 J 朱麗陰魂，阿爾法波抑制豆豆續時輯部指從F車及之造一

度時間 o 在各積和激能件下的阿富賞識說抑制時間之變化，亦可自此一棚子如其一體 o

根讓每一位覺我華曾在去聲木閃光軒?放強度了，訝得母之結果，再分別計算冉幫詛咒黨的平均悶

潛艇兒童在京向光刺激頸鹿下蹄惜之阿藤法波抑制延續時嚮之主主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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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品放約聽起饑持韻，則如「授…~J的統計結果，其單位是千分之一秒 (msec.) 。

遣一種桔泉，潛加予接寄三天，的知「聞工J 0 從 r 竄→ j華llr 獨立 J可在l濕，峙，芳iÚ激強度機弱時

(正好在科宗教竄跟上) 'í均每麗的問該接波抑棋時能位較發譜、祖來得經贅，僅剩激弦皮愈增加，低

能藍藍的「阿爾法改約每1)持摺呵!民11反而拉普通懿來得愈錢。還聾發抖，清鞠 Edward (1950) 的相得

安言之反覆ijlij堂皇華伴之難品，數卦掌f:今話來分析建議其f寄去多，其u可得「東二 J~J結果。

從「農二」的變異數分析軸聽得知，南誼免麓的阿斑按說拇雷11時問並沒有顯著的盡其 (F=:

0.458 , P>O.1) ;但不同刺激頸鹿對於阿輸棋波:jíp濤lJ詩譯路有IC穹冉的影響:也說是甜，先輯議

張巨變態增加，所激起之興奮喜鵲說抑制持自意授 (F:;;;6.719， P<0.01) 。此種越勢為見諸﹒於間組兒黨

之間，但若當智力間無(A) 與科激搔鹿因繁 (B) 的仁才說五作用 J (Interaction) 來膛，不向

智力71<擎的隅扭捏說，海思光刺激強度不i句話阿爾怯改抑晶石持鶴的主管其關保也絡站繳費，只是這一

聽意義，在麓善于上不丈翻著 (F= 2.121, P> 0.05) 。

表二在不向刺激疆農下謂誼投誠之間彌搖滾拇錯If娃輯時間之變主黨最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Alpha Block Duration of Normal and 

Retarded Group Tested under Different Stimulus Intensity 

-f?竺竺 Sum Squares Mean SquareF I P 

Between 1畫ltelligence (A) 2095.515 , 3095.515 。溺8 I >0.1 

Between Subjects in Same Group 13是892.849 6744.加2

Total Between Subjects 137988.364 21 

Between Stimulus Intensity (B) 金700.212 2 

Interaction (A x B) 3062.394 2 1531.197 么121 1 >0.05 

Interaction: Pooled Subject x Intensity 28870.061 40 721.751 

Total Wíthin Subjects 是1632.667 是是

Total 179621.031 65 

活根撮每一位受眾對我三種不同和激發度下所得冉的結果，分別計算肉謂蘊兒壤的平時闕，黨主義

被抑鵲起總詩筒，則如「錢三三 J~;統計糖果。

在不同先車Ù1設熹建了研組兒童之平均阿蘭語故抑棋起草愛玲問

理-- - Stirnulu詩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Durai切nl 0.5 sec 3 sec 15 sec Sum 
GrouD\_1 

tit-下 : 1- lii1-1:1吾土
報據「雪健三三 j 的輪奸數竿翻出曲線囂，師如「團支 J '能「衰立 J 和「臨去 j 能資料可j去驚

肉，我將漫長很短暫 (0.5 sec.) 的實驗情境下，低能粗的阿爾按設韓愈lt:延續時間但此亨穿過租來得

經贅，侃刺激時閉室去更重麓， 1且能餓的問要實說改抑制組續時館友商Jt驚:過租來得畏。晶體趨勢似乎在

1 sec.--3 sec. 之悶最爵鸝響。



116 

主800

1700 

付 1600
龜，
龜，

。日9 

...., 15∞ 

E E 自 14∞

g問 M∞ 
. 還包這 1200 

1100 

1000 

Retarded 的ildren

L 

A 
AR 

-.... ... 

叮叮叫一-戶-扭身

" N9I'l磁1 Children 

0.5 3 - i5 
srD館的 DURATION (粉紅}

廢話在不悶刺激長度下照粗受詞之F嚇法滋事事如誕樹:鵬比較滋

Figure 3. Mean alpha block duration of retarded and normal ss as related to lengths 
。f stimulus duration. 

農路兩組受拭在京向朝激畏皮下之間被控波抑制!時間之擇其;是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Alpha Block Duration of Normal and 

E~etarded Group Tested under Different Stimulus Durations 

卸的f… I Sum Squares I df I Mean 均純 lτ?
& 

Be 

reen Intellig師倍 (A) 犯錯.515 1 0.4~8 > 0.1 

~een Subjects in Same Group 134892.849 20 674是.惡毒2

)tal between Subj串cts 137錢當i3.36是 21 

~een Stimulus Duration (B) 78是5.121 2 3922.560 5.582 <0.01 

I.?< Dur. (A) x (B) 3190.031 2 1595.015 2.270 > 0.05 

ed Subjects x Duration 28105.515 40 702.673 

ltal Within Subje忘ts 391是0.667 44 

)tal 177129.Q31 

&t 

I 

Pool 

義盟主是根攘兩組琵拭乎全三種不向刺敢接度下部等悔之間藏語波都嘗到草龍時間，進行其聲響真是之

分析結果。

從踐上的分析結果得知，京再智戶均7k準的兩錯覺隸之阿爾路波拇啦!組織特闊並米有顯著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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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種結果和「裁之J棋南(即投議的個JjIJ糖果相間之放)。陳主豆漿請海三積木間科滋長皮下自~.~荷蘭路波

持糊起棋持筒，即有顯著的發其 (F品 5，582 , P <0.01) 。也議題髓，先刺激長皮愈槳，師1lIf織技抑

鵲起續時間室主裊，此種態勢雖然在兩組受試之間略成一致，也很能組段:增加位乎較快。智力服素( 1 ) 

與幫激畏皮(D)兩個毆素，對於持頁頁詩波將輯時聞之賴互作舟，位乎不文顯著扭扭 2.27 ， P>0.0的。

研討 鵲 (Discussion)

1) 智力間黨與阿散去告說抑制時路之關保。

視輯論牛會提及 E1lis 的「刺激痕邀請 J "放照他自空空麥麗啥，低錯者的[將激痕磁 j 當較…般

人來得體會。聞此，苦學腦皮質部的空監控變化來蹺，我-)控告已實驗能得了，低略者前阿富堅挂在主抑制

站接持但主要比暫攝入熬得短暫。但.本實驗屏得到的特果，並三伏龍安然支持 EIli s 恢語法，戲是翰，

只有在磁飯館或退讓F的光軒激烽停下，三穹略有此趨勢;但街棋教養度教畏'吾先按史意義強之實驗3是停

下， í淺嘗E攏的平均阿爾拉法:抑制起接待問反îfij要比勢還她來得長，但直怒聲{滋養警真還是分析站來~錯，

兩組受捕者之間的此報效果是沒有三字典的。

，正和 Wolfensberger & O'Conner (1965) 的部份實驗結果相吻合。

搗們會用三蘊光刺激發皮恨之 3， 15秒計和晴種先刺激膠皮 L 檻強與報弱)來軒激悶經不何智力

7k擎的受試者，藉此觀測這聯主曳。請者在 EEG 翼 GSR 立于茵的轉化i畸形。嗈們所接投!~手J結果

是低能組的阿爾織技掠告說時間反頭路比曾題成人組凍得爽些，只是在競計土此寧主真不顯著îfij日

(P 泣。.10) 0 Spitz (1963) 會引用 f考勒的能和嘴巴I (Köhler's Satiation Theory) 即主張，氓詣

者在街癒站波持制反勝之潛伏時間上，當較普通人來得獎;問時其抑制時臨街較一投入來得久錢。

蓋也能發喵皮贊部滑動自1;變rt顯然比普請人來得競禮之故。但報接新近若干企璁心瞌攀上的研究翰

，隅組不同智力程度的受試者(í是能誼與普遍女人幸的，在中樞神經系統 rCNSJ(如 EEG alpha 

blocking) 與自動神童車系說 rANSJ (如 GSR responsiveness) 的作用芳游飯乎是相畏的。也

蹺是錯，在何智誰說輔音Jj方函，提詣的反撞較價，同時持抑蜜月持開也較為支援暫;館在 GSR 反蟬方

臣，控能組的反撥就此發譜幸的的學快而按攜也穴。 ，或許可QJ.說明，低能者木{是f華主義智能

上有缺福之{固體，閑時其發憫的主拉克選機能也是真於一投入的。可惜，間主宮發入我還是發芳司研諾知道

自f還不丈多，故難免于古許多灌輸土之學諦，一直靈無路館等確切自主輯諦。

護者和 Wolfensberger 等人之實驗輸果，所以和 Baumeister， Spain & Ellis (1963) ; 

Berks仰， Hermelin & O'Connor(1961)帶人之賞驗結果不闕，其家搗汶許誠如 Wolfensberger

辟說，偉也於jj措灘上之不間使然。倒如f 悶m主義改抑制 j或「棋盤 j等現象之鐘別關准， I目及加

以數量主化之投街等等，確娃一六難輯。還…數凡從感於1箭波研揮之學者均有向樣始感覺。

揖攤點擻灌木闊之外，主義者認為各λ所使滑的光制議強度與長度之五兵，可能就是影馨實驗蛤果之

志主要但這素，譚一點接管持了一個摺聽來詳如撥討。

2) 光制激強度與阿爾說渡抑學旦時間之聽深

棋盤本實驗結果，先斜激鐵皮愈麓，兩組長裁者的阿蘭主義波拇拉姆間也都增加，想是很站起的

增加連李顯然地主閱讀組多的學犬。是…麓諦果和 Wolfensberger & O'Conner (1965) 之賀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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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議。 恤們丸，可j兩種光科議，…是揖光〈很顯然是在率已激繭E畏土) (0.22是 ft lambert) , 

是強光(雖乎51鶴痛覺) (251 ft lambert) ，兩種光奇特激即激起的阿爾、法控告中最i!特詣，顯然有很大

蓋其 (F:=詣，982 ， P:=O.OOl) 0 …舵學者，也都認錯，刺激鐘度點六，共刺識沒鐘也室主持久前振幅 lli

室主六;持經是，講好在機諸軍目激的賀喜蜜蜂件下，低捕者的梅爾揖波抑制時慢車毒草穿插入絃贅 '00在誼

民刺激樣件下，其抑制持照反而且普通報，來得畏。很讓 Berkson (1961) 的審法是，但捕者拉著迫

人對纖弱踐中畏的輯激較少反鑼，但懿聳聽的刺激支u特別容晨起反應。主義膛，去與做能是苦，均 f 組黨 j

{atte賊ion} 就蠶豆~r 輯拘謹向 J (( Orienting set) 帶機能有路。

在能弱的光刺激錄件下(如20V) ，不懂懂是向報法改抑制豆豆纜時鹿較為紐瞥，就是陪讀混混

按蠶的抑也i報授也不太激品，往組詩豈保存著阿爾給渡的如象，只是按鱷較{時聽話目。可是我想烈的

先刺激接件下〈如 120V) ，不lí1.單;絞肉爾法控拇制時豆豆較為持久，詞時荒振娟的拇龍口程度也較議

路，餌商品放的影蠶食接洽妞，只贊成一接小鶴說潛之樹蟻。像皇室一種潛袋口智商品難化，講詛咒

試位均相呢。可知，要組且闢體活動變化，亦有持刷品與豈是寫的輸送進攏。究竟1Jf能者的荒草一種

[刺激崩接J(Stimulus threshold)與(搔繡儷觀.J (Terminal threshold) 如何?與一控入低，差異

如何?也是才是事於研究懿能者的學者冊擬接討之問題。望目前為止，吝λE牙能知遠的是，做龍者的刺

激飼眠較一數人來得犬，對於較強的恥j識也較易感興不快。(根鐵 Berkson-Wundt hypothesis)o 

的 光刺激授史與開審法改抑鵲起棋時鶴立歸路

先刺激意霞，阿爾告說抑制短續時間磁盤長 (P<O.Ol) 。本質驗辦得到的是一種精來，正和

Wolfensberger & O'Conner (1965) 之質驗結果相吻合。他們認為光制激哀。腿之增認與阿爾按

說抑制延續時間之聽餘，係路輝成攬生華麓的蹺，帥 2 屆委較成…祟 d6叫起較叉另成一益。筆者訝

得糖果是做誰能的阿爾書長波抑制時間的增加活率顯然比曾聽組來得5元，尤其是在 0.5 秒歸 3 靜之間

的劉激發農餘的三下。在撞騙暫 (0.5秒〉的刺激援農下，低詩組的平均飼爾按持朝時間要比普通觀

來得滋 o Baumeister, Spain & Ellis (1963) , Berkson, Hermelin (1961) 每人芳芳，惡的光率已議長

屁巴是0.02紗，說其實驗結論是，緝毒每組的間廢品被掠懿起續時rm盤上t1穿插入紹智。為何在和激長皮

極為短暫之贊議條件下，低能麗的阿爾治改抑辦起聽持間要比普通線鐘，問:在科激長度重豆漿之緣俘

d底能組的阿爾主義波抑希11娃續時間反前聽此誓要露姐來得畏?對於是…伯爵疇，吾人吾兒可引F語言台商

所提萃的 Berkson (1961) 的審按: r í馬龍者此事于請人對徵摺或中搜科邀較少反應，的.對道烈刺
激起特別容品鵡反應J Q 主實輯激長鹿亦含有刺激強度之性質。接丟在者 (1968) 之賀，輸給棠 d底能兒

童的阿爾主義渡抑靚反應的潛伏時間姜昆導穿過兒竄來得挺 u惡毒自飽的中數是 250msec 誓站組是 188

msec) 鈍，若使用*鍾的刺激，民u阿爾書長波抑敵未發生之前，洗車1激己消失，故離去章，哥是前輔之

輯?設服述。平等貝lJ ，…{邁阿爾在長控約存在降臨的在 100 msec (法 10 c. p﹒ s. 的阿富接投為潛〉

，誨，消太輝的嚼蠟(如 20 msec 說 200 鉛se心，那所激起的變化也是不太清楚的，致使影響

~J實驗者的特餅與統計工作。(按:筆者深先也會考慮用 200 msec j毒組暫之稱道，但也正主嚀刺融

庚引起的餌1lroï失控抑制現象不說明轍，故再收瘖 500 msec 畏的科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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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輛警

本實驗閥的係轉變{的盼你能強史與長度等E思索來報討障組不i可智力提鹿的兒童在 f 何奮發控股抑

制起讀時描 J土之義臭，並驗挂在llis 教授騎擺出的「刺激痕波說」。

f反龍見重組譯是息室裝北市中山聽說特單表現學主裳，持平均純是嗨，平均 CA 為12歲 6 爾月，普

路組民IJ~護自講比市持中小學的普選班學章，名義祖噱 CA 典，逆耳目掃興f法吉普祖逐一酷對選峙。

使用一路鋪設計個民主也測站每一位受說給阿爾主義渡變化。去種:光料激頭還是(20V ，的V ，和120V)

是第一部向製變聲器*~海諦，三三種光刺激f寞，度 (0.5秒， 3 秒 115秒〉且IJ街兩部計持踐自動控制。

整個實輸是在師大心理實戰中心臨波實驗室道行。遣一望實驗設具有路全法光，正卡拉臂，給紅耳互之鱷

寵辱特別裝置，設便於起一雙鞍前進行。

報據本質是全結果得知 (1)光輯:激溫度愈強，酪組受黨的平均河藤涂改拇辦起境時題也愈授

(P<O.Ol) , (2) 光科滋長皮童車長，兩組的平均詢薇站在電抑如延續詩詞，也齒持久， (3) 在被溺輯激

(20V) 民說暫將激 (0.5 秒)棒賀喜愛提停下，氓詣報告~平均?可直直接投幸抑抑f勾仔~1呻M散散目散騏苦封j延攪持r眩?替在贊駝;草耍草土比七亨鬱宮邁姐略為

短暫， {但旦在較長 〈付3 秒， 1巳5彩秒>) }.民主較強〈扭G紛OV ，仆12詢OV) 的斜?激敘錐!件牛γ ， í氓段舖肯能E跡#艇庭含的台抖骰幫;持問反而而1土比乙亨替幸

聽詛來得畏， {拉豆就巒異

求能星全詮然3艾役持 EI口Iis 教技揖，的刺激叢純宣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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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IMULUS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N 
ALPHA BLOCK DURATION OF NOR措ALAND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YUNG-HWA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variations in the stimulus 

intensity and duration would influence the alpha block duration of normal and 

retarded children. 
The alpha block duration to photic stimulation was measured with an Offner 

Type T EEG from 11 normal and 11 retardedchildren matched on the CA. Three 
intensities (varied in three levels by delivering at 1.25-amp. current of 泊， 60 or 120 

volts to a 益。一watt bulb) and three durations (.5, 3, and 15 sec.) were employed. 
Each S received all treatment combinations of stimulus intensity and duration. 

As expected, higher intensity stimuli produced longer alpha blocks duration than 

lower intensity stimuli (p<O.Ol).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uration effect (p< 

0.01) , i.e吋 longer stimuli resu1ted in longer block. The alpha blocks of retarded 
group were slightly longer than normals in higher and longer stimuli, but these 

results were reversed in lower and shorter stimulus conditions. The resu1ts of 
this experiment could not wholly support Ellis' theory of stimulus trace deficit in 

mental retard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