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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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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之操作制約 (Verbal operant conditioning) 、自 Skinner (1948 , 1957) 現語文行

為為一種反應以來，成為盛極一時之研究。這方面之研究，始有Greenspoon (1955 , 1962) 設

計相似於一扭動物操作制約之實眩倩罩，用以研究人類語文之行為;指出主試者對於受試者之某種

語文行為，可加以控制。 Verplanck (1955)嘗以點頭、嗯、好等積極性之社會增強，對於某字群

、多數詞、意見等之發生次數，予以控制。 Oakes (1 960) 也發現信號特具之語文不同的意義具

有顯著的差異;如以閃光做為受試者之積極性增強，往往於實驗結束時，受試者成認為是項實駝興

趣高昂;反之，如做為對於受試者之消極性增強，則終場時，情悄離開，顯示如釋重負或失望。

Cohen (1964) 更認為語文之蝶作制約，不僅是實颱室中之技術，同時也是吾人日常與人交往不

可忽視之部分。例如吾人傾聽他人之陳述，也常以點頭、喝、是等給予「說者」之談話增強及表示

注意。是以吾人日常生活中也逕行語文之操作制約，以建立社會認可之語文習慣，惟不覺察區區。

吾人常以談話中、不予「讀者」積極性增強之「聽者 J '譬為「對牛彈琴」。所謂好的「聽輯

、其與「說者」建立良好之闡係，關鍵就在於給予「說者」積極性增強與否 o Weiss (1964)嘗令

受試者聽錄音之消息，使受試者以為此聲音來自i滴室之談話，當其有所反應、意即給予增強時，即

令按鈕 o 發現「聽者」予以「說者j 之增強，具有顯著之個別差異;除外，r聽者」與「讀者」間

性別差異也具有顯著之關係。吾人認為多給積極性增強，及對於親和性線索之敏感，是人級好，並

與「請者」和他人維持良好關係之重要因素。

茲就操作制約中之古典制約作用分析之，凡給予反應(Response) 積極性增強物 (ues) 者

(CS) ，因其 (es) 與該增強物 (ues) 同時出顱，將具有誘因之性質(Incentive proper -

tie s)，為接受該增強者所喜歡、追求及接近。人績之意義、即合此為人所喜愛、樂與交往、接近與

凍選之義，而此等特徵之獲得，乃由於常予他人增強之故。故人緣好之「聽者J '其所給予「論者」

之增強量將較人緻差者為多。

本研究即以探討社會測量所得之人緣與其給予「讀者J 不同性別增強是之關係。愛此提出假設

立日下，並予考艙:

(l) r聽者」之人像與其給予「論者J (即他人陳述)之積極社會增強量間，具有積椒之相關;

(2) 人緣高者其所給予 l 說者」之增強量大於人繳低者。

*本研究之完成得閥家科學委的會立補助，誼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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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是，則吾人對於人際之闢係及語文之撮作甜約，將獲更進一步之暸解。

貳、方法

一、 實驗對象(Subiect's)

受試者為大學心理學課一、三年級學生，計一年融男生六名、女生十八名，另三年般男生四名

、女生二十名，共四十八名。男女生之比例為十比三十八，約1 : 4 '故對於「聽者J 性別差異之

影響，不予考廬，僅注意「讀者」性別不同對於「聽者」之一般影響(詳見分析三)

實驗材料與程序(Macte r!ialsi and Procedure)

人人緣之評量以「學名之社會評量」、令受試者以不記名方式，直接就班上認為人緣最

好者，依次寫出三位;各以加權分數，分別為三分、二分、一分;並以喜歡、要好、樂與交往，接

近等作為人緣描寫之變項(見附錄一)

B. 社會增強量之衡量 即以方格內之勾劃數，表示之(見附錄二)

(a) 實施程序之說明:

(1)勾割之說明:

「當我們聽他人講話時，常以點頭、 E凰、是等，以表示我們對於讀者之注意。你將聽到兩位男

女說者分別談話之錄音。請各位想像就胡平常典朋友或他人面對面談話一樣;諸位若表示同意萬贊

成、意即有點頭、日恩、是等時，請就備好的方格內，劃上勾號」。說明完畢，並隨即予以示範。

(2)費給受試者方格勾劃表兩份。

(3)錄音的播放 說明清楚即置錄音機於教室中央，開始播放日錄好之男女各別談話，中間則

隔以一分鐘之休息。錄音播放時，為避免男女讀者先後秩序之影響，乃利用兩班受試看予以相互制

衡方式 (Counter-balancing) 去除之。

C. r讀者」錄音之製法

(a) r讀者」由三年組陌生之同學擔任之，男女生各一名，就其喜歡之主題隨意各做五分半鐘

之談話錄音。

(盼錄製之談話內容(見附錄三)

D. 勾劃情形之接對 檢查受試者對於錄音談話之勾劃，即「聽者」對「說者」給予積極性增

強之情形，是否依照規定之程序進行。於實駐結果時，令受試者就勾劃的情形表示二至三點意見

(見附錄四)

奎、結果

據上述實聽之結果，就「聽者J 以「學名之社會評量」求得之人繳量數，與其對於男女「請者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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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錄音所做的勾劃數所得之增強量數，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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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一

兩班分別就其人緣之評量各以加權分數，先求出兩宜之人嚴與增強量數之各別相關，即「聽者」

人錄 (Populanty , p) 與其給予「請者J (Speaker , sp) 不同性別開增強量之相闕，再予合併

比較之。

1. 兩組分別所得相關係數之合併:

A. r 8PQo P = 0 03379 , df = 44 , P <υ.05

BO r 8 P!f°p=0.3936 , df=44 , p<0.01

2. r聽者」之人嚴與其對於男女「讀者」分別所給增強量數間相關係數之比較:

A. t8P古一♀ =0.1935 ， df=40 , p>0.05

說明:從1 之A與B兩項可見人鐵與其給予男女「說者」之增強量，具有顯著之相關。2

之A則顯示「聽者」之人像對於男或女「說者」所給予之增強量，並無差異。

分析二

兩直合併處理，不經加權分數，分別就其被學名為人繳最好者(PI )與未被學名者(Po )間

，比較之:

所給予之增強量，均具

P<之 υ.01df =30 ,A‘ t < 8Pt) P
1

-
O

= 3.1446 ,
B. t<8POJP =2.6289 , df=30 , p<0.01

1-0

說明: r聽者」人緣好壤(PI-0 )與對於男或女讀者 (S抖，♀)

有顧著之差異。

-、 分析三

兩班合併，經加權分數後，以百分位數七十三(P78 )及百分位數二十七( P27) 分別表示「聽

者」人緣之高低 (PH-d '並對於男女「讀者 J (SP o-♀) 所給予之增強量數，予以二困子 (2

x2) 其中含一項重擾潮量之變異數分析:

表一 聽者人嚴組別與讀者性別閩增強量數之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離均蓋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F

受試闢 9371 .4861 35
人級組別 (PH-L) 2927.7755 1 2927.7755 15.4883*
受試問誤差 6443.7245 34 189.5213

受試內 1500.500 36
說者性別間(SPo一♀) 0.5417 I 0.5417 、 0.0127

人緣組別×說者性別 (PH-L X Sp 古一♀) 49.8436 1 49.8436 1.1678
受試內誤差 1451.1981 34 42.6823

* 0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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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r聽者」人串最高低組間，其給予「讀者J 之增強量數具有很顯著之差異;但對於男

女「說者」間，並無差異，也無交互作用。

肆、討論

就以上資料之分析霄， r聽者J 之人輩輩輿予以「說者」陳述之增強間，具有顧著之相關(r叫 .p

=0.3379 , df=44 , p<0.05; r.p. p=0.3936 , df=44 , p<O.Ol); 但此二相關係數

間，並無顯著之差異。此與二相關係數之轉換 z值後之比較可知 (t=0.1935 , df=鉤 , P>

0.05)，意即「聽者」對於男女「讀者J -之增強量數並無不同。此或由於女性對於親和性之需求較

強，不分辨「說者」之內容，由于以增強所致。

「聽者J 人緣之有無 (PI-O) ，即就被學名為人紋最好(PI )興未坡舉名 (PO) 間，其所予

「讀者」之增強壘，也均具有顯著之差異己 (t z-PPPz-o=3.1446 , df=30 , p<O .OI;t < app h-o

= 2.6289 , df = 30 , P< 0.01 )。至於人線之高低 (PU-L) 與不同男女讀者(Sp~一♀)間，

其所給予增強量之情形，經變異數分析也發現人像高低組聞具有很顯著之差異(FpU_L = 15 .4883

'df=1 , 34 , p<O.OOl)'; 但對於男女「讀者」所予之增強量數，則未具任何顯著之差異

( Fsp~ 一♀= 0.0127 , df= 1, 34 , p>0.05) 。此者可能由於受試者男女比數 10:·38 ，約 1 :

4 '亦即多數女性「聽者」對於「說者」並無性別不同增強所致。人緣高低興「說者J 性別間，其

所給予之增強量數，並未有安互之作用(I:P U_ L X SP古一♀= 1. 1678 , df=l , 34 , p>O.05) 。

此者是否也因受試者今數是女性，未能加上一項「聽者」男女不同性別之變項研致?

最後，就賓聽後勾劃情形之接對言， r聽者」當時勾醋的情形是否依照指示，經以問卷詢問，

均能符合所要求，即同意、贊成、點頭、嗯、是、好等時勾劃之，兩直分別所佔此項比例為94%

與 96% ，除少數個別差異外，並無超出指示之範圈。

伍、總結

本實處之目的，乃在於探討人鐵與給予他人陳述積極社會增強量聞之闢係。據據作制約之原理

、受增強之行為必將更常噩生，此於語文行為，則形成語文之習慣;但與此增強物 (ues) 一起呈

現之人街 (es) ，經古典制約之作用，則也將成為受增強者所樂於追求、接近、喜愛與揀遣，此亦

即為人般意義之內涵。故人車最好者，其給予他人積極之社會增強必較人繳差者為多，乃勢所必然。

晏此乃特提出偎設如下，並于考隘:

(l) r聽者」人緣與其給予說者(即他人之陳述)之增強間，具有積極之相關;

(2)f聽者」人緣高者，其給予「說者J 陳述之增強量大於人緣低者。

此二假設均於錄製他人之陳述， eo男女「說者」談話，與「聽者J 對於「說者」想像如間面對

面之談話所給予增強之情形下，獲得誼賞。人緣與給予他人陳述，郎對於男女「說者」各別之增強

壘，其相關係數均達於顧著水車 (r.po.p=O.3379 ， df=44 , p<0.05; r.p ♀ • p= 0.3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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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44 , p < 0 . 01 )。人獻之有無 ceDi史學名人緣最好與否)與給予他人陳述之增強量，其差異

也甚為顯著 (teo. "， >p =3.1446 , df=30 , O.OOI<p<O.OI) 。至於「聽者」人績之高低
。 1-0

CPH-L )與「請者」男女 c Sp當一♀)聞之關係，人緣高低組間，其所給他人陳述之增強量，具有

顧著之差異 (FpH-L=15 ， 4883 , df= l, 34 , p<O.OOI) ，但說者男女間，及人級高低輿說

者男女聞之交互作用，即並未有顯著之影響 (FIP 0 一♀ =O .0127;Fpz-叭 ·'0 一♀= 1.1678 ;

p > 0.05) 惟「聽者」性別之差異，因樣本所限，未能與此作進一步之分析，其與「說者」聞之

關係為何?則猶有待於進一步之研究。但就受試者男女之比率君(約 1 : 4) ，此樣本可屬女性之「

聽者J '則其親和性之需求 (Affiliative need) 與感受性(Sensitivi ty)可能較高，其所給予之

增強量也可能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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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舉名人緣乏評量

請你依次寫下直上人像最好之同學三位(即依你所喜歡、要好、樂與交往、接近之程度撩選) :

第一位是:

其次是:

再其次是:

附錄二勾劃用之方格紙

當你聽到男或女讀者之錄音。即他人之陳述，表示點頭、是、好、嗯等贊同時，請eo於下列之

方格紙內劃勾。

附錄三 男女說者獨自談話之錄音內容

一、 女生談話之錄音內容

「每次有人家問我說，你在大學里讀的是什麼?我都說心理學。結果人家就說，啊!學心理的

，以後我不敢跟你講話，我講什麼你都曉得。我不曉得，你認為怎麼樣?我是認為實在很好笑。為

什麼一般人有這種想法呢?念心理學的學生就跟算命的先生一樣。我覺得譚心理的人，有一點很重

要的，他要具備一種輔導的態度。根據我們去金華國中調查的結果，很多問題的學生都是因為家真

環揖問題，大部分是父母親的行為很不正常，導致他的小孩子也很不正常;而學校對於他們處罰的

態度又很不公正，所以很多的學生都很氣他們的老師、訓導主任和校長。所以我想，將來就要到教

育界的掛惘，~該要懂得學生的心理，同時要真正的去輔導他們，而不是訓導。你認為我這種看法

對不對呢?很多人現在都擠著要考大學，幾萬人，這麼熟的夏天，拼命的晴書，你認為上大學是每

個人必需的嗎?在我個人認為上大學是使你的知識更鹽富而已;其實，你也用不著上大學說可以得

到很多的豐富知識，如果你能夠好好利用時間，能夠自己選擇自己所膽量該君的書，和自己所喜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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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但如能夠做到這樣于的話，我看不必要說每個人都往哪考大門擒，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弄到

學士頭銜才感到滿足。很多人到美國去留學，你認為去留學是對的嗎?是每個年青人所廳該走的路嗎

?但如能在自己的國家里，好好的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許不會犧給在美國留學的那些學生吧!

每一次談到台北，每一個人都會想到西門叮'幾乎西門叮就是台北的縮影，好像紐約是全世界的縮

影一樣，很多人也不喜歡西門何，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麼樣?在我國人覺得很煩的時候，或者是很.

無聊的時候，我很喜歡到西門可去，因為走在人群襄面，你會覺得一種相屬感，你不會覺得自己很

嚴寞，尤其是當你看到街旁的那些小跟在那邊么喝，在那邊睜阱，拍賣的時帳，實在很熱閣，令人

不由自主的截肢引。還有那些百貨公司，玲郵滿目的。啊!我最喜歡遠東百貨公司，因為我覺得連

東的氣氛是歐美型的，不像第一百貨公司，大概是年代很久了，給人家一種感覺，就是古老的，就

像是日式的建築房子一樣，實在是不敢恭維了;雖然第一的生意很好。啊!百貨公司的價錢，都比

一蝕的高，如果是你的話，你顧意到百貨合司丟買東西呢?還是到普遍的高店去買便宜的?也許有

許多人會說喜歡到百貨公司，.因為在那個地方，你可以挑選很今的花樣，很多的質料，很多的形式

，不過是我的話，喜歡到百貨公司去看一看，去抄費幾個國樣，然後自己去傲，也許這樣子可以物

美價廉一點。跳舞是年輕人的喜好，因為我覺得在跳舞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還很年輕，一點都沒

有像快老的那種感覺。跳舞有很多種，有土風舞、交際舞、還有一些什麼現代舞之類。很多大學生

都不喜歡跳士風舞，他們說越跳越土。不知你的看法是怎麼樣?我對士風舞很有興趣，不過只限於

高中，因為我覺得土風舞跳過一陣子之後，不想再跳了，因為再鵬也只是那幾個舞，那幾儕步伐。

至於交際舞嘛!偶而跳一跳還蠻刺激的，不過奉勸你最好不要跳憧舞，如果你是一個女孩子的話，

儘量鷗快一點的，而且不是貼著身子跳的，那一種舞，可以安全一點，因為目前之男孩子實在令人

不敢恭維。」

男生談話之錄音內容

「嘍!你說打球啊!我看下午天氣很熟。曉!你說好不好，如果真的話，我不喜歡打藍球，不

姐在家里看電風嘛!還是君打棒球比較好，反正少棒我們已經是全世界第一流的了，愈君愈過癮，

你說對不對?不過君電麗的話，不要看成人打棒球，洩氣得很。嗯!最近好像青少棒打得很厲害，

我勸你有時間看一看比較好，我有時間看球賽也可以，不過還是去看看電影比較好。剛才聽說有一

個電影名叫「新翠堤春曉」。哦!那襄面跳舞跳得很厲害，一百個人一個動作，說最喜歡那樣子，

因篇臥前徐志摩讀過樹大就是美嘛。你龍為怎麼樣?說到 j君電影，哦!我想除了看高層面以外，比較

喜歡立論，因為演戲這岡事嘛、曉 l 從自古以來，就能當做是一種藝術，我說的是西方人，我們中

國人把潰戲的人當戲子，好像很鵬不起的樣子。你會不會看不起他們?現在大概不會了，電影明星

出風頭出的厲害，什麼東西都讓他們。你看嘛!比如電聶周舟，一百頁里有九十頁是說他們的事情

，不要看電巖周舟，要看小說，看小說好了。你說看小說 t 我告訴你，皇軍呀!創作呀!那些小說

我不喜歡看，還是一些世界名薯，比較好。嗯!翻譯的嗎?翻譯的不好?沒有關係梅內 p 那我們讀原

文好了。原文不能讀呀!那你別看算了。最近好像有一些年輕人寫小說，還寫得蠻不錯。是我們中

國人自己寫中國的故事，那你就可以看對不對?唉!好像快上課了，那我們去上課好了。你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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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嗎 l 為什麼呢?唷!老師太凶了，老師在念書啊，那沒有關保嗎!去聽謀總比在家里打瞌睡比

較好一點，對不對?那你說筆記寫得很煩，誰不抄筆記呢?沒有一個大學生不抄筆記的，還做實驗

，實驗有什麼關舔呢?增加你實際的暸解，不然的話，你只會讀死書，那有仲麼用?哼!你說下課

以後，晚上還要赴約會啊!沒有衣服穿，沒有衣服穿要趕快說一攬嘛。我想你那件衣服一個禮拜沒

有攬了，你不喜歡說衣服，我也不喜歡。我們這些光溫見，你說不自己說衣服呀!還要怎辦?我說

衣服呀!一禮拜說一次，說一次就是個把小時的，討厭死了，不過沒有辦法，只好這樣子了。說完

衣服以後，口恩、休息、休息。我多半都是到那陽台上坐一坐，讀風吹一吹;吹乾，吹涼了。晚上到

那陽台上乘涼大概不錯!尤其夏天嘛，口屈、房間襄面熟的要死，吵得要死，所以你來到外面買丹西

瓜，最甜的，你最喜歡的，然後到陽台上去，慢慢的欣賞，慢慢的晶嚐。你要是不喜歡吃那零食的

話，我告訴你吃宵夜，也不錯的。反正是晚上嘛?約會罔來以後，跟女朋友吵架，心理不高興。好

、沒有關係'去眩一碗牛肉麵，吃完以後，萬事o.k 。喂、吃宵夜的話，我君龍嫂衡有幾家牛肉麵

很不衛生?有些新的店子，還可以去試試看。新的店于為了他們做生意借用起見嘛、不敢弄骯髒，

所以你看那一家新店，你就去吃它，吃了一些時候，文有一家新店子來，你說換一竅，好不好。啊

!對了、就是這樣子。」

附錄四勾畫111是;檢查

「當你聽錄音時，你是怎麼勾割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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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TY AS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REINFORCEMENT

GIVEN TO THE STATEMENT OF OTHERS

YAU-HUANG HUANG

ABSTRACT

The popular person IS the one who is beloved , approahced , chosen by , and

attractive to others. These characteristIc3 the person has we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operant and the classical conditioning. For the person (CS) who gives

the reinforcer (UCS) simultaneously wl1l get the incentIve propertIes himself ,

and thus he will be more frequently approached (R) by others and be more popular

than those who give no reinforcement. Therefore ,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

more popular the person 泊， the more reinforcement he will give to the statement

of others in the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The hypothesis was confirm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whIch the socIOmetry

was uSed as a measurement of popularity , and the amount of reinforcement was

counted from the agreement , noddIng or uh-hum , made while lIstenIng to the tape

of male and female recording as the statement of 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