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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話交習慣之種雜度與其聯對學習
及學後保留關係之實驗研究*
張春典

郭生玉

心理學者們研究有關「學習」問題時，多從兩個方向入手:其一是控制線習情境而後觀察測量

個體行為改變的情形;另一是很接因練習而業經改變過的行為，停止練習後經過相當時間，觀察制
量個體學得行為的保留情形;前者揭於學習歷程的研究，後者屬於記憶的研究。假若研究的對象層

於同一個體，而且觀察普車j量者文層層於同一行為，則儘管研究方向不同，而事實上所探討的乃是闖一
個問題;即個體行為的建立(學習)及保留(記憶)的變化與練習情壇的關係。假若我們能妙測量;

到個體國練習而在行為上改變的量，而後又在停止練習後相當時間測到個體該種學得行為保留的量

，二者之差就是通常所說的遺忘。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學習心理學所研究者不出學習、記憶、遺
忘三方面的問題。從學習心理學發展的歷史看，以往學者們研究最多貢獻也最大的是學習歷程的研
究，其次是記億的研究。對於遺忘現象的產生，雖然早屬確認的事實，但系統性的遺忘理論，卸一
直缺如。此種現象足可說明遺忘問題的直雜性及其研究的困難性。本研究擬先從歷史發展的過程敏
述遺忘理論演變的情形，而後由之演繹出本研究之目的與假設。

問題之背景與研究目的
歷來學者們企闢對遺忘現象從事系統而又普遍解釋者，大致可歸屬於三派理論: (1)為完形心理
學者所倡議的遺跡論(

;

trace theory) ;

(2)為心理分析論者所倡議的壓抑論(

(3) 為刺激反應聯結論者所提議的干擾論(

interference theory

repression

th的ry)

)。假若從科學理論建立的過程

與其應具備客觀性與驗謹性等特徵的觀點來比較衡量，在科學心理學的領域內，一般學者公認只有
干擾論共有科學理論的條件。因為本實驗研究的理論基聽係出自干擾論，故而問題背景的討論也以

干擾論的發展為範圈。
健軍目前到費國繭

議的「反應競爭輸 J

干擾論之正式成為遺忘理論，應始自J.

(competition-of-response theory)

0

A. McGeoch ( 1932

)氏所倡

McG切ch民認為遺忘絕不會在孤立的

情況下發生。偎如個體所學到的只有一件事，一個刺激引起一個反應，這個學得的反應是永遠不會

遺忘的。換言之，某一刺激與某一反應間一且建立起聯結的關係﹒其後永遠是存在的。至於學習活
動停血後過一段時間，個體之所以不能同憶某一反應，並不是由於刺激反應間聯結減弱，而是因為

原來的刺激典男外其他反應間建立了關係 o 假如把原先的學習，以刺激反應的關係表示為 A-B'
而把此能新的學習定為A-C 。如此，同一刺激 (A) 先後與兩個反應 (B與C) 建立了兩個聯結。
在某一情搗下再單獨出現刺激 A 峙，將引起何種反應呢?是 B 或是 C? 按照反應競爭論的解釋，在
勢本研究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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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下 'B 與 C 的的出現都有可能，但不能並存，於是形成故此競爭的現象。假如前後兩次聯
結的強度不等，則其較強的反應表現於外，而較弱之反應就被抑制。若兩次聯錯的強度相等，兩個

反應則很此競爭相互于擾，終而形成抑制，使學縛的反應不能表出。在表面上君來，不能表現出的

反應就被說為遺忘，但事實土只是暫時受男一反應的干擾抑制而阻礙表現出的機會而已。
顯然的 .M品的ch 氏的理論只重現同憶當時反應競導是構遺忘的主要因素，或者說反應競爭是
形成遺忘的唯一因素。因此，他的理論可以稱為「單因論

君，反應競箏論的驗證工作可採用「倒攝抑制 J
通常以配對聯結法( paired-associate

J

Cone-factor

(retroactive

theory) 。從實驗的觀點

inhibition) 的實驗訣計。此種實驗

technique )﹒讓受試者先後學習兩個字表(實則今為無意義

的音節) .而兩字表的形式今採用 A-B'A 一 C 的形式;帥兩次學習刺激相間而反應相異。因為
在這種設計下，自然會構成將來刺激出現時反應競爭的情形。在此種設計下，第二個字表 CA-C
)的學習活動，稱為插入學習(

original learning

interpolated learning )

.而相對的第一個字表則稱為原初學習(

)。從刺激反應聯結學習的觀點看，原初與插入兩次學習的聯結強度.可以

經由對練習次數的增減而予以控制，使之相等或相異，並可接之以推測岡憶時反應兢擎的情形。

McG臼ch民以後的學者，就是據用上述的實驗方法，推翻了氏之學因論。

由反對而又以實驗的方法推翻單因論的學者是 A. W.Melton 與 J.

M.

Irwin(1940) 。他們反

對單因輪係根攘兩點實驗證接:(1) 由插入學習而產生的倒攝抑制與插入學習的聯結強度並無正比的

關係; (吟當插入學習的聯結強度在中度時，以後因競爭而生的抑制作用為最大;但插入學習的聯結

強度再增高時，以後所生的倒攝抑制反而減低。若按反應競爭論推理，插入學習時練習次數愈多，

其刺激與反應間的聯結將愈強，將來在同憶峙其競爭佔優勢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Melton 與 Irwin
二民發現的事實否定了此種推理，於是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P 對原初學習之所以遺忘，究竟
只是同憶時前後兩種反應的競孕呃，還是在插入學習的時候形成遺忘的因素剖已開始。他們肯定認

為在插入學習開始時，影響遺忘的因素剖開始，換言之，他們所主張的是「二困論
J (two-factor

theory

)。

從獨立報說到底，習假說

按照單因論者的君法，原初學習與插入學習各別建立的刺激反應

聯結，是各自獨立的。在個體從事插入學習時，原初學習已有的刺激反應聯結強度不受任何影響而

改變;而且，原初學習中的刺激反應聯結強度也不會對插入學習發生什麼影響，此種設想、被稱為「

獨立假說 J

(independence: hype此hesis)

。證諸實驗結果，獨立假說是不能成立的。從原初學習對

插入學的影響君，有時候是正的，有時候是負的:前者為正向遷移(

positive transfer

)﹒後者

是為負向運移(

negative transfer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負向連穆事實上也就是「順攝抑制

J (proactive

inhibition) 。再從插入學習對原初學習的影響君，如果採用Melton 等人二因論的

解釋，在插入學習一開始，個體對原初學習的記憶郎受到不良影響。他們稱之為「主動的反學習」

( active

unl間rning )。此種主動反學習現象，在 A一 B'A一 C 的情況下格外顯著。因為在原

初學習時，刺激A 的出現時要求的正確反應為 B; 但在插入學習A 一 C 時，同樣是刺激 A' 但需要

的正確反應是 C 。這時候，受試者必讀把以前學到的反應主動的加以抑制。此種現象被稱為「反學
習眼說 J

(unlearning

hy仰the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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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論者提出的反學習假說，對解釋遺忘是一個重要觀點。椎當時在實驗設計上無法觀攝制量

，故一時停留在理論階肢。到 B.

J.

Underw民ld(1948)創用「新自由闆憶法J

(method of modi-

fied free recall , MMFR )以後，硨使得反學習餵諧的驗證成為可能。在 A-B ﹒ A 一 C 的情
撞下，當插入學習進行時，實驗者隨時提供刺激，萬受試者自由同億兩種反應

(B 與 C) ，不加任

何眼制。此法的主要目的是在詛 IJ量:插入學習進行中兩種反應強度變化的情形。因為受試者可以自由
反應‘他既可同答第-個字表中的反應，也可岡答第二個字表中的反應，又可同時岡答前後學過的

兩種反應。如此一來，同憶時的民聽說等現象自可免蝕。實驗結果發現，在插入學習初期，原初學
習建立的反應 (B) 隨插入學習轉習次數的增加而遞誠;而插入學習的新學得反應則相對的增加。
兩種反廳相互消長的關係，約在兩種學習的熱線度相等時，插入學習的反應開始漸佔優勢，以後如
插入學習繼續練習，其所建立的新反應終將全部代替了原初學習的反應。到這個時饒，原初學得的

反應說全部被抑制了。此後的學者揉用同樣方法錢乎都獲得闆攘的結果

Thompson & Brogden , 1954; Adams , 1961; Postman & Stark ,

(Briggs ，

1969)

1954; Briggs ,

。至此，反學習位

讀已為學者們普遍接受。

從古典制約學習的歷程看，上述「反學習」的歷程，在性質上正與 I.
驗性消弱(

experimental

P.

Pavlov 品發現的實

extinction) 相顛倒。消弱是一種學得反應暫時彼抑制的現象，抑制解

除，消弱之後的反應仍將重現。此種現象在古典制約學習黨驗中稱為「自發性也正復 J

recovery)

0

Underwα站(

recovery hypothesis)

1948

)民間祖主義此一原則，撞出其「自渡性依復蝦說

(spontaneous

J (spontanωus

，做為遺忘二國論的補充說明。此一般說引起學者普遍重說，並經多項貨

驗研究獲得肯定性的驗誼(Briggs，

1954; Barnes &

Underwo<泊， 1959) 。

自從自發性依復般說提出之後，使遺忘理論的基本觀念，產生了極大的改變。在此以前，無論
是學因論或是二因論者，都過份重觀學習與悶憶之間插入的學習活動所生的不良影響。亦郎，在此
之前的遺忘理論多把倒攝抑制觀為構成遺忘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實驗室內控制的情讀下，品於處理
插入學習的聲項，所以個攝抑制對解釋起程記檔(
記檔(

long-term

short-term memory

)位甚合理。但如從長程

memory) 的觀點看，純層倒攝抑制帥不能解釋。事實上，任何一項學習活動

，無論學習之當時或是以後的記億，都不是孤立的。在其以前的薔經驗會影響它，在其以後的新學
習也會影響它。但如從個體生活經驗的長期性與接雜性來君，無疑的，薔經驗中刺激與反應間聯結
強度將大於暫時的新學習。在從事新學習時，因為受到限定反應的關係'使得薔扭驗中頓很(或相
同〉刺激下的反應受到抑制而產生暫時性的反學習。但過後同類刺激再出現時，彼抑制的舊反應，

經由自發性恢復的歷程，又重1l出現抑制新學習。由此來看，影響遺忘的最主要因素，應該是順攝
抑制。

、在實驗室內，通常研究此類問題時多謀取A-B之後再學A-C 的先後兩字表的設計。在這種

情形下，同憶時如只出現刺激項目A要求受試者同答B 時，受試者可能因學過 C的反應而受到干擾
。但如只要受試者學A-B ﹒將來岡憶時雖無插入學習的干擾，但仍有遺忘產生。這種現象白不能

再用倒攝抑制來解釋。 UnderwO<ld與 P曲tman 三民( 1960) 解釋是由於「實驗以外的干撞來源」

(extraexperimental sources of

interference)

。此類干擾是受試者在參加賓驗以前的舊有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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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室內為實驗刺激所引麓，因而產生薔學習(實驗室之外〉對新學習(實驗室之內的〉的干
擾現象。
雄，向·結剖，向，歸結

以往以實驗的方法研究倒攝抑制與順攝抑制者，多據聯對學習的方

式。用以聯對的材料可為無意義的音節，也可為有意義的學字。企圖要受試者學習的是所聯桔的新
開係。每一聯對中自然包括兩個單元，例如要求受試者學習的是沒布邏輯關係的兩個英文字，

Mint-Minx

。在習慣上總是稱前一字為刺激字，、後一字為反應字。經過練習之後，將來測量記憶

時，總是只出現刺激字，要求受試者同答反應字。此種實驗設計方式，無展是把聯對學習看成是學
向的，即認定一個單元為刺激字，括一單元為反應字:測量記憶時必讀出現刺激字，受試者同答反

應字。事實上，聯對學習並非如此單純機棋。但如在上倒中，受試者學習時的順序是
Mint-Minx
﹒測量時固然可只出現Mint要他同答 Minx .但也可單獨出現Minx要他岡答Mint 。這正如初學英

文的學生一樣，學習「勘
ok 一書」的聯對以後，他不但必讀學到單獨出現(勘
o k 時能岡答「書」
，而且也必績學到單獨出現「書」時能岡答
B∞k ，。由此看來，聯對學習不應該是學向的。學習

的時候無論那一個單元充做刺激，那一個單元充做反應，受試者都能學到順向的聯結(
forward

association )與逆向聯結(加ckward

ass四 iation) 兩個方向。 McGovern (1964) 氏的採用此

種觀點來解釋學習遷移，並且進一步認為聯對學習不僅是順逆雙向，而且是多向的。所謂多肉，是

指除了字表上的刺激反應的方向可順可逆之外，其他實驗情墟中的所有刺激，也可能與字表上的刺

激或反應單元發生聯結學習。譬如上例 Mint-Minx 兩字，如果印在一張半邊白色半邊黑色的卡井
上，前一字為黑字白紙，後一字為自字黑紙。等受試卷學到兩字的正確聯結之後，很可能這張半自
半黑卡斤的本身郎變成引起反應的刺激。到這個時候，原來的兩個學字都成為反應單元了。無蜓的

，多向聯結的觀念對我們日常語文學習現象的解釋，是極為重要的。舊有的聯結既然是多肉的，那
麼在從事一個新的學習時，已有的多向聯結都需要暫時因反學習而受到抑制。以後如同憶新學習時

，它們又各個經由自發性恢但後的歷程紛紛干擾對新學習的記憶。如此推理，同顯學習的藝經驗愈

多時，其對新學習的記憶也將愈形困難。這也就是負學習遷移(

negative

transfer) 的解釋。誼

通常的實驗設計，負學習遲穆多半是在前後兩次學習，其刺激單元相同反應單元相異的情形下產生
的。

基於以上分析，大致上可以說四十年來的干擾遺忘論，在理論上有過三次的改變;其一，由學

因素觀變為二因素觀;其二，由倒攝抑制觀變為)1民攝抑制觀;其三，由單向聯結觀變為多肉聯結觀
。此等改變不但擴充了干擾論的理論內容，並且也可以之解釋更多的遺忘現象。過去，干擾論只能
用來解釋實驗室控制情境下有限的事象，但此後擴大用來解釋日常生活中記噫與遺忘的諸多現象。
特別是在語文學習方面，由實驗室中無意義音節的學習、記憶與遺忘，擴大到日常語丈的學習、記

憶與遺忘，大都採用于握論的觀念予以解釋(

Underwood &

p，的tm帥， 1惕。〉。基於干擅論近年來

的新發展，刺激起語文研究的一個新方向。近年來學者們不斷的提出-些新的假設並企圖尋求事實
的撿證。以下是兩個最流行的骰設: (1)語文學習及學後遺忘典兒童智力的高低有關;智力高者學習

快遺忘也快，智力低者學習慢遺忘也慢。 (2)如以達到某種熟練程度所需練習次數為標準'智力低的
兒童可能需要的遍數加多，但-經達到熟練標準之後，其長期記情或保留將不遜於智力高的兒童。

兒童話艾習慣之贊許t度與其聯對學習及主要後保留關係之 rr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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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儂說，在邏輯上郎係以新近發展的干擾論為推理依據。智力低者其語文經驗簡單，當其學習新
的聯結時，其經驗內舊聯給中需要經反學習歷程暫時抑制者較少，因而在學習之後經驗聯給中自發

恢復而生的干攘也較少，所以將來問憶所學時就不易因干擾而出現遺忘現象。
近十幾年來曾有很多學者試圖從各方面搜集資料，對上述類蝕的位設尋求驗設。綜合分析各學

者的研究，在方法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研究對象多揖用正常見輩組與低能見童組(多以 IQ為
分組標準)

0

(2)學習材料多採用語文符號，有者接用無意義音節，有者採用單字聯結。 (3)在實驗設

計上今蝶用軍字表法，其設想乃是把受試者實驗室外的舊經驗視為干擾的來源。 (4)測量保留時多踩
用長程記憶的方法，計算時間多以時、日、遇、月為單位。綜合各學者研究發現，在結果土極不

一致 o 有的發現兩組在學習速度與遺忘速度兩方面都沒有顯著的差別(

Hermelin , 1963; Baumeister , 1968)

;有的發現常見學習速度較快但在遺忘土兩組無顯著差別〈

Klausmeier , et al. , 1959; Lance , 1965)
著的差別( Heber ,

et al., 1962;

Lott , 1958; O' Connor &

:也有的發現兩組在學習速度與遺忘速度兩方面有顯

Mad~ 印， 1963;

Prebm & Mayfield , 1970 )。

形成研究結果極不一致的原因固然無法確切了解，但從方法論的觀點窘，極可能是由於受試者
選擇的問題。上述研究中幾乎全部採用正常兒童與智能不足見童兩組比較。正常組固然是從一般見

畫中選出，餘爛得的智力值此接近之外，其他生理方面的變異可能也較小。智能不足者本來在同年
齡見童牽體中已佔少數，在參加實驗時多根據測得的智力為唯一標擊，對於造成他們智能不足的原

因則未加考慮。因此，極有可能他們之間生理上存在著很大的變異。果如此，兩級的自變積極此不
相等，就不能比較。關於這一點，平曾有學者提出批評(
本研究之目的興觀體

Goulet ,

1968) 。

根接干擾論發展的新觀念以及新近研究者的構想，筆者認為拿中國語

文學習的事倒來解釋，顯然比較更為適宜。同時，要想避免前人研究所遭遇的理論上的困難，對受
試者的選擇應以正常兒童的語文行為為對象。中國語文的特徵，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一個的學字
，但如只學些分離的單字是無法真正了解其組合時的意義的。從語意的觀點言，中國語文的基本單

元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單字構成的調(有少數為學字詞)。成詞以後所顯示的最大特徵是常常改

變了各個學字原來的意義。例如「老」字本為「年長 J 或「陳舊」的意思，但與其他單字組合後，
其意義將會產生極大的變化。二字詞的例如:老友、老成、老虎、老師‘老板、老實、老鼠、元老
、告老、月老等;三字詞的例如:老江湖、老學究、老相識、老鄉親、和事老等;四字詞的例如:

老馬識途、老奸巨獨、老生常譚、老蓋成怒、老氣橫批、長生不老、飽以老拳等。中國語文的另一
復雜多變現象是，即使單字數目相同，但當排列順序不同時，其所表示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 o ~J如

, r 子女 J 和「女子」、「功用」和「用功」、「牙刷」和「刷牙」、「和平」和「平和」等等，
前後兩詞單字雖悶，但因排列前後不同而在意義上有極大的變化。因此，兒童開始學習國語文的時

候，他必讀學到最基本的四件事. @p字音、字義、字序、字形。如四者之中缺最後之字形，他學到
的只是口語，若四者全部學到，則他已學到語與丈。至於說語文的基本要項是形、聲、義三者，嚴
格說來那是不妙的。

在英文襄雖然也有字母順序(

letter

s問uence) 與單元順序(unit sequence) 的分別，但較之

國語文，則其變化簡單多了。英文為拚音文字，每一個單字由一個或數個音節所構成，而每一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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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必讀包含一個母音。因此在字的組織上，字母間有一部份成一定順序， f!p 那些字母習慣上排在一
起，那個在前那個在後，見童學習時必氯學到這些順序。所謂單元順序，多指擅字或接頭尾的單字

而言。最常見的如someor峙，

everyday ,

blackboard等均為復合字，而 disci個e ， braveness等則接

字頭或接字尾改變其意義。雖然英文中字母順序與單元順序也有變化，但從前文所述多向聯結的觀
點看，英文此中文簡單多了。從刺激反應論的觀點看，一個由單字組成的詞，如「家庭」﹒其中之

任一單字可親為刺激，也可親為反應;若前一字為刺激後一字為反應郎為順向聯結，若後一字為刺
激前一字為反應郎為逆向聯結。小學兒童學習遁詞時，都能學到這種地步。在我們的詞彙裹，自「
家 J 字構成的詞有很多，而且在與不同單字組合與處在不同位置時，意義產生極大變化。例如，要

小學四年級見童用「家」字詞詞，他可能以之為刺激單元造成「家俱」、「家鄉」、「家畜」、家
禽、「家教」等:但他也可能以之為反應單元造成「國家」、「公家」、「專家」、「仇家」、「
人家 J 等。因為常用的詞並不限於兩個字，很多是由兩個以上的單字所組成。因此，如不加限制要

求見章寫出他所有包括「家」的詞，他可能寫出「家務事」、「家常飯」、「家家戶戶 J

'

r 出家

人」、「莊家漢」、「家喻戶曉」、「萬家燈火」、「貧寒家庭」、「家庭教師」等等。假若由多
向聯結的原則推想下去，單是由「家」一個字可以找語丈中很多包括了該字的結合。

但如我們探取現代干擾論的觀念去推理，在邏輯上以下三點位乎是合理的: (1)小學同年級的見
畫，體管學習機會大致額缸，其語文經驗的接雜程度各不相同。 (2)如果以學校中常用的單字遁詞的
方法，以同樣單字數在同樣時限內所造成詞的數量，將可代表兒童語文的寶雞程度。 (3)語文擅雜度

高的兒童，在其語文經驗中刺激反應的多向聯結不但繁多，而且聯結強度也大;因而對「同刺激但
需新反應」的聯對學習後的長程記槍將會產生較今的干擾。基於以上推理.*研究提出以干的假設

:兒童語文習慣之復雜度與其聯對學習鍾的長程記億將具真相關的關係﹒即搜雜度高者對「同刺激
但需新反應」聯對學習後的長程記憶將因其較多舊干擾而降低。本研究之目的除驗證上述假設外，

並試闡探求以下各費項間的關係:
1.兒童語文擅雜度與性別的關係。
2. 見童語文體雜度與智力的關係。

3. 見童語文被雜度與學習速度的關係。
4. 見童語文橫雜度與遺忘速度的關係。

有浩典步驟
費前者

參加本實驗的受試者為台北市犬安國民小學四年級兒童50人(男女各半)與五年級

兒童50人(男女各半〉。受試者的選取標準係依32分鐘之內造詞的數量為根撥。因為本研究係以見
童的語文復雜度為自變項，而語文復雜度叉以見童在限時內的遁詞反應量為指標，所以選取受試者
必績考Ja到這方面的變異。先在四五年級各 150 人中限時遁詞，而後接造詞數量的今寡以接近常態
分配的比率在四五兩個年級各選別人。同時考R嘗到語文擅雜度可能與性別的因素有闕，因而文決定

男女各半，均為25人。
語文構雜度

見章語文習慣的接雜度，乃是以學校中常用的單字造詞法進行。此種方法一方

兒童語女習慣之復雜度與其聯對學習及學後保留關係之質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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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團體進行節省時間﹒男一方面符合兒童們在設中的作業習慣，不致因方法不熟悉影響其表現

。遁詞用的材料為20個單字。該等單字之選取係恨據以下標準: (1)在兒童們國語課本中常用者;

在國立編譯館(民 56 )騙印之「國民學校常用字彙」中列為常用字者;

(2)

(3)在張春典與邱維城二民(

民61) r 園小中高年級見畫作文常用字彙研究」中列為四五年級見畫作丈常用字者;

(4)揖台商東方

書店(民 52 )出版之「國語大辭典」中成詞較多者。選取之單字 2例圓，每一單字佔一單頁，並以正
楷字體書於該頁之左上角，學字之下預留 20格空白，出兒童自由造詞，造詞的方式和數目都不加限

制， (詳見下面的說明)。鼓勵見童追得越多越好。用同一單字所造的祠，必鎮寫在同一頁上，每
一單字造詞的時間是兩分鐘，時間一到，必氯停止，對於時間控制，主持實驗者，應特別注意。
造詞練習進行時，由一人主持，封一人襄助之，當全部見童到齊，分發資料後，

說:每個人都收到這本小本子了嗎?

(可自見童們

)由主持人對全體見童作以下說明:

諸位小朋友，我們今天要作一個遊戲，這個遊臘的作法，就是我給大家出一個學字，大家就用
這個單字去遁詞，進詞的時候，你可造成兩個字的詞，也可以造成三字的詞、或四個字的詞，

隨便你。只要造成的詞包含了發給你的那單字就行。你可以把這個單字作為你造的詞的第一個
字。也可以作為最後刊國字，也可以把它放在中鬧。你能造的越快、越今、越好。但字體要寫
清楚，遇到不會寫的字，你就寫注音符號也可以。每一個字造詞的時間，是兩分鐘，說們一個

字一個字的作，翻開第一頁，我說開始的時候，大家一齊開始，我說停益的時候，大家必鎮立
刻停止，說沒有時翻頁的時候，誰都不可以潮，也不可以作後面一頁的字。現在先在教發給你

們的那小木子上，寫好你的名字、性別、出生年月、班級、寫好後就放好不動。現在寫!

C這

時候自主持者和夏助者，檢查全班是否巳寫好

HI昏完全班寫好後，按著說〉好了!現在街開第

一頁、先看這個例子，左上角有一個學字「手

J '不崗就是用「手」這個字造成的詞(自主持

人按順序一一唸下去，直至唸完)。大家都懂了怎樣作法嗎

?C 必須使每一個兒童均能完全了

解作法。如肯定每→兒童都了解之後，這峙的預備計時，並接著說〉好了!現在大家翻樹下→
頁，開始!

(兩分鐘後再說)停!現在不管寫了多少，都不要再寫了，一齊翻開下一頁，再開始!

C 如此

繼續進行，直到全部作完為11::)。

鵬對學習

聯對學習用的材料係用 4"x6" 的白色卡丹 12張，每張卡丹的正面，有正楷書寫的

兩個.字，兩字之問約自三個字的空間，並在水平底沿幸自 i一橫線。每卡丹上左邊的單字(共 12個〉
可為刺激字，這些字係出自遁詞練習時用的 20個單字之內。右邊聯對單字，選用原則也是故前述的

四個標準﹒但特別注意無其所聯對的字絕不能構成我們語丈習慣中的任何詞。如此作法的目的乃在
形成「同刺激但需新反應」的情境。卡丹的反面，只寫左邊的刺激字，積緣之右端原來反應字的位
置保留空白。聯對學習時，主試者必讀與受試者單獨在一小房間內進行。閱始前主試者先在記分表

上填妥受試兒童之姓名、性別、年級、年齡、練習日期、開始時間等，然後對受試兒童作如干之說
明:
現在我們要用這些卡丹做一種遊擻，在每張卡丹上，寫著兩個字，這兩個字都是你認識的。?話

技拿給你看每張卡丹時，請你把兩個字都唸出聲音來，

c 出示卡丹並用手指著一卡丹的正面給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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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看著說)先唸左邊的第一個字。後唸右邊的第二個字，每次她的時候就要去記它，想法子把
這兩個學字聯在→起去記，等一會我們把這些卡丹念完一遍之後'1t只給你看左邊的一個字，

要你背出右邊的另一個字，你現在了解我說的方法嗎 ?C 如兒童問答巳完全了解峙， gil 正式開
始〕

聯對學習正式開始時，每次由主試者從左手中取出一張卡片，以正面出示受試兒童，並要他自

左至右，念出上面的兩個字，每張卡丹出現時間為五秒鐘，在此五秒鐘內只允許受試見輩有念完兩
個字一遍的機會，五秒鐘之長度，可由主試者使用默數數目的方法。(

4....··..·5........·

1·..·....·2·....·..·3·..·

)自行估計決定，念完一張，就排在最後，再取出第二張，繼續學習，全部
12張

卡斤，如此練習一遍，約需一分半至兩分鐘時間，注意每一受試見童，對卡片正面兩字所做之學習
練習只有一遍的機會。

第一遍過後，等於是受試者對每一聯對練習了一次。這時候主試者立即將全部卡丹重新混合一

次(12張卡斤排列不按順序，而且不得有任何順序〉。然後開始第一次的練習。這一次練習是出現
卡丹的反面，要受試見童念出卡
tr左邊已寫出的刺激字，並接著以背誦方式岡答與該刺激字原來聯
對的字(即卡斤正面右邊的學字)。每次出現時間約為五秒鐘。如果受試見童同答正確，主試師將

該卡丹放置旁邊一紙盒中，並說「很好」或「對了」以表示讚許。接著出示第二張卡片的背面要兒
童念出左邊的字，並背出右邊的字。如同答正確，仍按上述方法(置入旁邊紙盒中〕處理
o 如此，
一張一張繼續進行。但在日受試見童問答錯誤，主試者立倒把卡斤反轉，以正面再在見童前出現，並

同時再要他像前一樣將兩個字聯起來重念一次。反轉重金的時間也是五秒鐘。經過這樣反轉按正的

卡斤，不要放置紙盒中，而必須排在左手所持卡丹之最後，並用一手指隔開。然後再進行次一張卡

斤。控照此種方式進行，答對的卡丹置於桌上盒中，答錯的卡斤反轉控正排在左手卡丹之後。如此
進行，等原來手中的12張卡)于各出示一次後，可能發生兩種情形:其一是左手中已沒有卡斤(所有
卡斤都同答正確) .另一是左手中留有少數卡斤(因有的問答錯誤)。屬於第一情形時，自然是第

二遍練習等於結束。若屬於第二種情形，主試再即應把左手留存卡丹再混合一次，然後再按前述方
法出示卡面之反面，要兒童念刺激字背誦反應字，如同答正確
~P 置桌上盒中，如同答錯誤干等于以反

轉校正。如此反覆繼續進行，直至左手不留卡丹為丘，是為第二遍練習完成。
第三遍完成後，即將盒中全部
12張卡丹取出並混合一次，然後再按上述方法重復進行。直到左
手中不留卡斥為上，是為第三遍練習。練習達到此一地步·
f!P告終庄。
探用上述方法的目的，主要企聞控制過度學習(
overlearning)因素的影響，而使兒童對每一
卡丹上學字的聯對學習熟練程度達到相等。此種方法稱為「調整學習法
J (

adjusted-learning

method )原為 R. S. Woodworth ( 1914 )氏所設計，接經 A. L. GiIIete ( 1936) 所改良，現為
一般學者所採用。本研究中採用此法，前後雖值三次練習，但事實上每一受試見童學習達到的程度
是二次反應無誤。換言之，每一見童對每→卡斤上的聯對學會之後，文等於是各加了一倍的學習。

此處應特別注意者，即在第二第三兩次練習中，每一受試見童達到同一標準(12張卡丹全部脫
手〉所需的次數不一定相同;也許有人需要三次，也許有人需要五次或六次。實驗者必在記分表上

記錄清楚，每一受試兒童達到學習標準所需的反應次數，即其所得分數。此種分數也即表示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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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遠度。
'後最種靶值測量

每一受試見童達到預定的學習標準後，績有兩次長程記憶測量，第一次

在24小時之後，第二次在十天之後。記憶測量時，主試者按照以下專項進行:
1.在每一次岡臆測驗時，主試者只出示卡丹的背面，要受損l 兒童念出左邊的單字，並背出右邊
與之相聯的另一單字，無論對錯，不再做任何反轉卡丹的校正，每張卡斤只出示一次，由主試者記

錄其正確間臆卡丹數，郎為受試者的分數。

2. 學後岡憶測驗，仍頭以個別方式進行，測驗進行方式，與學習時的第一遍的方式大致相同，
邵先把全部 12張卡丹持左手中，每次向受試兒童出示卡斤之背面，答對者歸於桌上紙盒中，答錯者

留在左手內，祇盒中的卡丹數 'IM該兒童問憶測驗所得分數。注意第一遍後，不做第二遍。
3. 每次卡丹出現時間，也是五秒鐘，若在五秒鐘內，受試兒童不能問答 ~P~安答錯計算 o
4. 無論受試兒童岡答正確或是同答錯誤，主試者均不表示任何讀許、或批評之意見。

結果之合研與討論
各1f:級兒童在 32分鐘內的造詞量、聯對學習達到兩次無誤所需的諒習次數、學習後24 小時及 10

天後激a到的記噫量等資料、接年級、性別分別列入表一。單就見童的語文復雜度言，如按常理推斷
，可能會出現兩種結果;其一，年級愈高其語文將愈搜雜;其二，女生的語文寶雜度可能較男生為

高。但由表一內容君，只說明了第一種期待是與事實符合的。為了進一步分析男女性別問語文檀雜
的差異情形，特別將表一的資料再從事變異數的分析工作而得表二的結果。由表二結果君，只有年
級閉的差異是顯著的。一般人總以為小學同年級兒童語文能力上總是女生優於男生，但本研究結果

不能對此觀念于以證實。在兩年前筆者曾以小學三、四、五、六各年級的一千篇作文的用字詳加分
析，接統計結果的分析，在用字量上，各年級男生與女生之間也沒有發現有顯著的差異(張春典、
爛坡，民61 )。固然，這兩次研?是根據有限的人數和小部分的兒童歌嗨，但大酬喃
間，如果純以字或詞的量為依據，很可能男女兩性間的差異不犬。兩性間的真正差異可能在語文的

質的方面(例如所用字和詞的性質、句長、修詞等) 0 此外，女生口語可能較男生為清楚，由此可

能給人一種錯覺，認為女生具看較高的語文能力。
表一語文接雜度、學習、遺忘與年級的關係

kb

語女接雜度

S

連，至目標準
練習次數

M

S

I
l

24 小時後
岡憶量

M

S

隔十日罔憶量

M

S
2.55
2.63
2.61
2.85
2.99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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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來

諒

心理

1llt
~

華E

語文擾雜度變異數分析表

差

異

變

有

離均蓋平方和

自由度

均

F

級

間

5867.56

1

5867.56

10.69**

性

別

問

1398.76

1

1398.76

2.55

年級×性別

772.84

1

772.84

1. 41

52師9.68

96

548.64

的7個 .84

99

差

年

誤

糖、

變

已

**F. 99 (l, 96) ==6.96

假如說們把見童語文接雜度看成為一種能力，故照一般常識的君法，此種能力應與智力具有密

切的關係，我們為了要分析這個問題，在實驗結束之後，曾以瑞丈民推理測驗為工具，法11量了全部
受試者的智力，並以相關法分析見童語文復雜度與智力的關係，分析結果載於表三。由衷三內容君

，語丈接雜度與智力間相關已達到顯著的程度。

一一一

表

力

智

語文復雜度

男

.17

女
Aιz

智

力

語文復雜度與智力、學習、遺忘的相關情形

|達到標準練習次數|

24小時後間憶量

10天後岡愴量

.05

.05

.01

.38**

一 .30**

.16

.34艸

.27抖

一 .14

\.34艸

.21*

男

一 .34艸

.18*

.34**

女

一 .34**

.36料

.41**

,A
i司

一 .34**

.26**

.37**

*P < .05

**P<.Ol

現在根攘上列各表內容進而分析本研究的目的興假設，君君所得的事實資料可否用現近的干擾
論來加以解釋。我們曾在前丈內很撥千擅論的觀念列出了三項推理和一個主要假設。由表一結果看

，即便在同年般的兒童，其語文擾雜程度的個別差異是非常大的(四年級的全距是從
25到 123. 標

準差為21. 75 ;五年級的全距為從50到 174. 標準差為24.97 )。此等事實可以說支持我們第一二兩
點推理。因為本研究遁詞用的
1副國單字對每個見童同樣都視為刺激字，由刺激字造成的詞當可視為

見輩們語文經驗中的單字聯結也沒有問題。事實上，我們發現見童遁詞量愈多者，其造成的詞也愈
多變化，亦即聯結的方向亦愈攪雜。這事實可說支持我們的第三項推理。原來，我們根據上述推理
.我們的假設是:見畫語文習慣之寶緯度高者將因過多干擾而使其長程的記憶量減低。但由上列各

兒童語文習慣之復雜度與其聯對學習及學後保留關係之質驗研究

11

表結果看，此值設顯然不能成立。特別是表三的內容，恰好顯示出相反的事實。就學宵達到標準所
需的練習次數君，它典語丈復雜度多戚真的相關。這說明見童語文搜雜度愈高者，其達到預定標準

所需的練習次數反而較少。就學後 24 小時及 10天接測量到的岡憶量君，它與語文檀難度都呈正相關
的關係。還說明語丈檀雜度愈高者，其畏的記憶量也愈多。除此之外，男外還說明了一件事·
習愈快者(達到標準所需練習次數少者)

fW 學

.其學後長程記億中遺忘的反而愈少(即記憶量較多)

0

干等君學習、記憶與智力的關係。智力的高低與學習達到標準所需練習遍數成負柏闕，是為意中事，

但智力與兩次長程記憶均成正相閥，則與前人研究結果頗有出入。總之，由本研究所得結果君，原
來提出的假設不能成立;其中原因有待解釋。

本研究的假設係據新近發展中有關遺忘理論中千握論的幾個重要觀念。該等觀念主要為順攝抑
制，自發性恢復、多向聯結等，本研究的領設即係以順攝抑制而生負學習遷謬的可能事實。結果顯

示了控雜的舊經驗不但未引起更大的干擾作用，結果反而產生了正的運移。
在分析學習連軍事現象時，如把學習觀為刺激反應的聯結，前後兩次學習的可能情形將有以下幾

種: (1)刺激同而反應異 (A-B'A一 C 形式) • (2)刺激異而反應同 (A-C·B 一 C 形式) •

(3)

刺激反應各不相同 (A-B'C-D 形式〉。屬第一種情形者，多產生負遷移，屬第二種情形者參

產生正遷移，屬第三種情形者可能沒有遷移，新近干擾論強調願攝抑制是構成遺忘主要因素的君法
，在原則上謀取了第一種學習遷移的看法。以此種看法來解釋本研究結果時，實際上有很多問題。

本研究所揖用的學習材料固然屬於聯對學習，但學習形式只是單一個字表。假如我們稱此字表為
-C 形式，事實上我們無法了解見童經驗中的聯結到底是囑於

A

A-B 形式還是 B一 C 形式。假若屬

於 A-B 形式，那構成了刺激相同反應相異，是貨運移;但如果是舊經驗中的聯結屬於

B-C 形式

.那將成刺激相異反應相間的情形，就是正遷移。刺激反應既是今向的，而且在實驗中蝶用的都是
兒童熟知的中文學字，在他們經驗中各種聯結都有可能的

o

總之，人類語文行為極使雜﹒在邏輯上言之成理的學說或理論，或可能用之解釋實驗室的有限
的事實，但距解釋日常生活中的行駕事象還有很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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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ERBAL COMPLEXITY
AND PAIRED-ASSOCIATE LEARNING AND RETEN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CHUN-HSING CHANG AND SHENG-YU

Kuo

ABSTRACT
Pur酬間: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hitionships between verbal
complexity and paired-associate learning and reten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tudy was deduced from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interference
theory proposed by Underwαxl and Postman.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following research
hypothesis was test'吋: the children's verbal complexity would b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peed of pair吋-associate learning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peed of forgetting of
learned material.
Proc吋ure:

the sample of 100 normal 4th and 5th grader were selected. The learning
material consisted of 12 paired-associate verbal tasks (Unre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each pair printed on a 4" x 6" white card. The characters were known by 鼠， and had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high associative valu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Ss were
trained to the criterion of two correct responses using the meth吋 of adjusted learning by
which the effect of overlearning chould be controlled. 缸， verbal complexity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free recall. Long-term retention was measured , and the time
intervals between termination of learning and retention tests were 1 day and 10 days.
Finding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1) The verbal complex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intelligence. (公 The verbal complexity was negatively
ω，rrelated with speed of learning ,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ed of forgetting. (3)
No differe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 in learning or retention was found.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evidence given here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The hypothesis was not surpported and the conclusion was that complex verbal exper-

ience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produce proactive inhibition that interferes learning and
retention. (吟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xtraexperimental transfer proposed by Underwα 泊， it
could be hypoth但ized that the preexperimental associations might produce positive, rather
than negative, transfer effect during learning and reten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valid when single paired-associate technique, utilizing meaningful words is employ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