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知識結構是存在於長期記憶中的認知結構，它是陳述性知識
的一部份。在認知心理學研究的主題中，有關表徵系統的理論主
要在探討知識結構的內涵，以具體了解知識結構的組織和運作。
至於知識如何組織的理論，其中之一是以語意網路（ semantic
networks）的概念為基礎，來探討知識結構的組織（McNamara &
O’Reilly, 2004）。「語意網路模式」（semantic network models）是
探討人類在長期記憶中呈現的概念連結系統的理論，它認為知識
是依其意義（meaning）加以組織，因此在語意上有關的概念會互
相連結，並在圖示上以節點（nodes）和連結（links）加以表徵，
節點代表目標或概念，連結則代表節點之間的關係；語意網路以
目標或概念及其描述為核心，強調的是知識的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而非命題（propositions）（Hjørland & Nicolaisen,
2005）。在認知科學及人工智慧等領域裡，此種網路式的表徵已獲
得廣泛的應用，諸如訊息搜尋（Chen & Czerwinski, 1998; Chung &
Pereira, 2005）、訊號偵測（Gutnik & Kaminka, 2004）、語彙訊息
處理（Medler & Piercey, 2004）、模擬的訊息處理（Dawson,
Boechler, & Valsangkar-Smyth, 2000）、知識表徵（Carlsson & Fullér,

1996; Gopnik, Glymour, Sobel, Schulz, Kushnir, & Danks, 2004;
Keller, 2005; Mayfield, 1997; Steffens, 2005 ）、資料 庫系統
（Stephens, Rung, & Lopez, 2004; Wheatley, Sergeant, & Mellor,
2003）等方面。

「徑路搜尋法」（Pathfinder），或稱為徑路搜尋網路（Pathfinder
networks），其概念受到了語意網路模式的影響，主要是以圖解理
論（graph theory）為基礎（Schvaneveldt, 1990），以量尺化的算
則，運用統計和客觀的方式建構圖解。徑路搜尋法測量知識結構



2

的過程，可分為三個步驟：(1)知識結構的引發；(2)知識結構的構
成；(3)知識結構的評價（Goldsmith, Johnson, & Acton, 1991）。有
關運用徑路搜尋法測量知識結構的研究，大致有三項研究重點（江
淑卿，民 86）：(1)分析知識結構與學習表現的關係。(2)分析知識
結構的差異性，如：專家與生手、能力不同者的比較。(3)探討教
學對知識結構的影響效果。以徑路搜尋法為理論基礎，發展出來
的程式「知識網路組織工具」（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ing
Tool, KNOT），則是由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的 Schvaneveldt
等人研究發展而成，主要是用來建構、分析和評量人類的知識網
路（江淑卿，民 86）。以徑路搜尋法的理論與實徵研究為基礎，
本研究以如下的研究動機為起點：

(一) 比較不同相似性指數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就知識網路的評量而言，徑路搜尋法的分析是計算兩兩知識
結構表徵的 PFC（Pathfinder networks assessed by Closeness）、GTD
（Graph-Theoretic Distances）、PRX（raw Proximities）等三種相
似性指數，以代表不同的知識網路與參照結構的相似程度。其中
PFC 指數是計算兩個網路共有的節點組其鄰近節點的交集與聯集
之平均比率，GTD 指數是計算兩個網路中圖解理論距離的相關係
數，PRX 指數則是計算兩個網路原始接近性資料的相關係數
（Goldsmith et al., 1991）。這三種相似性指數在實徵研究中，對
學習成就各具有不同的預測效度（江淑卿，民 86；Goldsmith et al.,
1991）。本研究基於擴展知識網路評量向度的觀點，也提出了另一
種相似性指數 rPF（r of PathFinder analysis），結合了 PFC 及 PRX
指數的原理，同時考量兩個網路的鄰近節點之交集與聯集、以及
節點之間連結的加權值，計算其相關係數，以代表兩個知識網路
的相似程度。本研究將以學習成就為指標，將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與 rPF 指數比較，以了解本研究提出的 rPF 指
數在學習成就預測效度上的表現，同時考驗 PFC、GTD、PRX 等
三種相似性指數在預測學習成就上的相對重要性，這是本研究的
動機之一。

(二) 探究以測驗法進行概念相似性測量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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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徑路搜尋網路中產生知識結構圖（PFnets）的原始資料，
傳統上來自於對兩兩配對的目標進行其距離的估計或測量，亦即
估測兩目標之間的相似性（similarities）或距離（distances），此
資料可從受試者對兩目標之相似性的估計中獲得。而常用的獲得
接近性資料的程序，即是要求人們直接對配對的兩個目標物判斷
這兩者在心理上的距離（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r closeness）
（Kruskal & Wish, 1978）。此種方式涉及到受試者有意識的主觀
評定，受試者必須對兩目標物之間的抽象距離賦予一個數值，以
代表其接近性；又稱為「評定法」（rating scale）或「接近性判斷
法」（similarity judgment）（宋德忠、林世華、陳淑芬、張國恩，
民 87；Goldsmith & Johnson, 1990）。在執行徑路搜尋法分析的程
式 KNOT 裡，即包含了一個副程式 RATE，可以讓受試者直接在
電腦上進行概念相似性的評定，並將接近性資料直接進行分析；
亦即評定法已成為 KNOT 內定蒐集接近性資料的方式。由於施測
簡便，且適用於紙筆及電腦測驗，因此有相當多的研究皆以此為
測量概念相似性的方式，本研究則將評定法的測量結果做為比較
的基準。

除了評定法之外，另一種以受試者接受測驗、來獲得某試題
所測量的概念與其他試題所測量概念之間的接近性資料的方式，
則是將受試者在測驗表現中的個別作答向量乘以測驗的試題概念
矩陣，以獲得受試者所表現的試題概念矩陣，再經由多向度量尺
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計算出概念與概念之間的距
離值，以產生徑路搜尋法分析所需要的概念接近性資料（林曉芳，
民 88）。此種方式在教育情境之中雖易於運用，獲得接近性資料
的測量方式也較評定法來得明確和有效率，但是其實際效度為
何？是否能獲得與評定法相近、甚至是更為精確的概念接近性資
料？似乎尚未有客觀的比較。因此本研究將以傳統的「評定法」
為效標，來分析由此種「測驗法」所得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在徑
路搜尋法分析上的結果和效度。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三) 了解以促發實驗進行概念相似性測量的效度

荷蘭生理學家 Donders 於 1868年的研究是測量人們在辨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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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反應時的心理歷程所耗費的生理時間，他發現此種反應時間
比單純的反應時間多了約 100 毫秒，因而認為這個時間差異是表
示人們在作選擇時的心理歷程所需要的時間（劉英茂，民 69；
Laming, 1968）。1950 年代中期以後，認知心理學開始興起，研究
的重點在於探討人類認知活動本身的結構和歷程，並把這些心理
歷程視為是訊息處理歷程；由於任何歷程都需要時間，因此可利
用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RT）這一項客觀指標來了解訊息處理
歷程各個階段的差異情形（朱瀅，民 91）。反應時間可作為學習
成就以及內部過程複雜程度的指標，例如：對工作越熟悉，反應
時間就越快；內部過程越複雜，反應時間就越長。

由於徑路搜尋法是以認知心理學中知識系統的網路模式為
理論基礎，它認為語意的相似性矩陣相當於網路的接近性矩陣，
亦即語意越相似，網路上的距離就越接近；因此可計算節點之間
的語意距離（Jonassen, Beissner, & Yacci, 1993）。如果採用兩兩概
念接近性的反應時間來取代受試者抽象的接近性判斷，應能更直
接的反映概念之間的語意距離，而且減少受試者主觀判斷的影
響，這將有可能提升對概念接近性的測量有效性。而在測量兩兩
概念接近性的反應時間之研究領域裡，最常見的就是促發
（priming）實驗典範（陳學志、陳怡潔、卓淑玲，民 90）：在促
發實驗裡，研究者先後呈現兩個詞彙刺激給受試者，先出現者為
促發項，後出現者為目標項，然後要求受試者進行「詞彙判斷作
業」（lexical decision task），亦即判斷目標項刺激為真詞或假詞；
若促發項與目標項的語意距離越近，則受試者作判斷的反應時間
也將越短，反之則越長，故而促發的反應時間可作為兩兩概念之
間語意距離的指標。因此本研究也試圖以「促發法」的反應時間
測量，與「評定法」、「測驗法」的結果相互比較，以了解反應時
間的測量結果是否也能應用於知識結構的測量。這是本研究的動
機之三。

(四) 比較以 Q 分類法進行概念相似性測量的效度

相較於前述三種獲得兩兩概念接近性資料的方法，另一種比
「評定法」更能減輕受試者認知負荷量、比「測驗法」更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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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試者的學習成就直接進行提取、比「促發法」更為具體的方
式，即為 Stephenson 於 1953 年提出的「Q 分類法」（Q-sort）。應
用「Q 分類法」可減少受試者的認知負荷與受測時間，並減少受
試者對相似程度居中的概念組進行評定的困難（Borg & Groenen,
1997）。Q 分類法的實際施測有多種方式，其中之一是由研究者先
將兩兩概念的所有配對組合個別列在卡片上，再由受試者將卡片
依其上的兩概念相似性大約區分成「相似」或「不相似」兩大類，
接著再就各類卡片重複進行「相似」或「不相似」的分類，一直
到受試者覺得已無法再對同一堆卡片裡的兩兩概念相似性區分出
「相似」或「不相似」為止，分類的堆數和每一堆卡片的張數皆
由受試者自行決定，沒有任何限制；研究者則將最相似的一堆卡
片上的概念配對之間的相似性數值皆訂為 1，相似性其次的概念
配對之間的相似性數值皆訂為 2，依此類推（Borg & Groenen,
1997），數值依受試者區分的堆數多寡而定。此種測量概念接近性
的方式以二分的原則逐步區分出不同相似性程度的概念配對，對
受試者的認知負荷要求較低，而且受試者可直接操弄卡片的分
類，相似性程度可互相比對，較為具體易行；因此這種方式較適
合認知思考尚未成熟的受試者。基於 Q 分類法的優點，本研究也
採取 Q 分類法來蒐集受試者對兩兩概念相似程度的接近性資料，
進行徑路搜尋法分析，並與「評定法」、「測驗法」、「促發法」等
的結果相比較，以了解 Q 分類法測量結果在知識結構測量上的效
度。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五) 建立內隱和外顯知識結構的建構效度

就測量的目的而言，促發實驗除了用來測量概念之間的語意
距離，也能應用於觀察受試者在內隱學習和內隱記憶上的表現
（Manza, Zizak, & Reber, 1998; Seger, 1998）。所謂的「內隱學習」
（implicit learning），可定義為「個體在沒有意圖的情境之下，自
動的習得事物之間結構關係的知識」（Frensch, 1998）。而「內隱
記憶」（implicit knowledge）則是表現在「個體並未有意識的回憶
過去已有的記憶，但個體在特定作業上的表現卻會受到過去經驗
的影響」之上（Stadler & Roediger, 1998）。由於本研究測量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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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似性皆是受到個體過去學習經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與個體
的內隱記憶關係較為密切。與內隱記憶相對的「外顯記憶」
（explicit memory），則是顯現在「需要個體有意識的回憶過去特
定記憶或經驗的作業」之上（Buchner & Wippich, 1998; Graf & Birt,
1996）。由於內隱和外顯記憶兩者在知識的範圍、搜尋記憶的單
位、提取的方式和策略上可能有所不同（Graf & Birt, 1996），因
此個體在測量內隱和外顯記憶的作業上應該具有不同的表現。事
實上，有相當多的研究結果發現：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兩者可能
是分離無關的（Buchner & Wippich, 1998; Fleischman, Vaidya,

Lange, & Gabrieli, 1997; Seger, 1998; Soledad & José Manuel, 2004;
Vecchio, Liporace, Nei, Sperling, & Tracy, 2004）；不論研究對象是
正常人或失憶症患者，在受到操弄的情境下對外顯記憶測量作業
的表現不佳，但是卻往往在內隱記憶測量作業上有正常的表現。
因此，內隱知識的結構和外顯知識的結構，兩者必定具有不同的
特質，且能顯現在徑路搜尋法分析的結果裡。

就心理測量的觀點而言，評定法和 Q 分類法皆是要求受試者
直接判斷兩兩概念的相似性，受試者必須根據過去在課堂上的學
習經驗來進行判斷和決策，因此這兩種測量法可歸類為對概念相
似性的「外顯測量」。至於測驗法，雖然受試者並不知悉研究者的
測量目的，但是受試者在施測和答題過程中投入了大量對過去學
習經驗的回憶，受試者提取過去記憶的企圖相當強烈，因此本研
究也將其歸類為對概念相似性的「外顯測量」。相對的，促發的實
驗典範只要求受試者在有限的時間內（通常是數秒鐘）儘快判斷
電腦螢幕上出現的詞彙是屬於「真詞」或「假詞」，這些真詞並不
僅僅只出現在課堂學習之上，受試者的生活用語可能就已包含了
這些真詞；受試者在促發實驗中不需要、也無暇回憶過去課堂上
的學習經驗，因此本研究將促發法劃分為對概念相似性的「內隱
測量」。

這些對概念相似性的內隱測量和外顯測量的結果，進行徑路
搜尋法分析後，是否能得到「內隱的知識結構」和「外顯的知識
結構」？而「知識結構」是否也能分成「內隱」和「外顯」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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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此外，徑路搜尋法分析對於知識結構所抱持的語意網路模
式之假設，是否也能適用於「內隱」的記憶？這些問題，在文獻
上似乎並未得到廣泛的討論和探究。而對知識結構的探討，往往
只停留在外顯的層次，並未深入到內隱的探討；而對內隱記憶的
探究則未觸及到知識結構本身。本研究認為，內隱記憶如果確實
存在，其組織和結構將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內隱記憶的組織和結
構如果不同於外顯記憶，將會是內隱記憶的一大特點；內隱記憶
的組織和結構如果和外顯記憶相似，這將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內
隱記憶的本質。因此，本研究試圖釐清這些問題，以建立「內隱
記憶」和「知識結構」之間的連結。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五。

(六) 以 MTMM 及 MDMM 模式建立徑路搜尋法
分析的效度證據

「多重特質－多重方法」分析（Multitrait-multimethod analysis,
MTMM）已在近來被測量學者們用來作為建構效度考驗（construct
validation）的工具；如同一般科學研究中「異法同證」（convergent
operation）的原理一樣，如果編製測驗時所假設的心理特質真的
存在，則即使測量的方法不同，該心理特質也必須能夠被證明的
確存在，不能因為測量方法的改變而使得該心理特質消失（林清
山，民 79）；換言之，如果無法經過「異法同證」的考驗，則編
製測驗時所假定的心理特質便得不到支持，該測驗的建構效度就
會被質疑。

傳統上利用「多重特質－多重方法」分析考驗建構效度時，
通常是使用兩種以上的方法來測量兩種以上的心理特質，並且預
期測量同一種心理特質的不同方法之間的結果要有高的相關，亦
即「輻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要高；但是測量不同心理特
質的不同方法的結果之間要有低的相關，亦即「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要低（郭生玉，民 74）。但是這種比較的
相關高低通常只靠主觀的判斷，欠缺客觀的統計考驗，是屬於描
述性和試探性的研究（林清山，民 79）。為避免此種偏於主觀的
缺點，本研究試圖應用 SEM 取向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來建立
知識結構的 MTMM 分析模式，針對知識結構的內隱和外顯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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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進行驗證性的建構效度考驗；同時以 MTMM 模式為基礎，
針對徑路搜尋法比較不同知識結構圖所產生的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建立「多重向度 －多重方法」模式
（multidimension-multimethod model, MDMM）。以 MTMM 及
MDMM 兩種模式提出徑路搜尋網路取向的知識結構測量之客觀
效度證據，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六。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數點：

(一) 探討「促發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作為「內隱知識結構」指
標的效度。

(二) 考驗並比較本研究提出的相似性指數 rPF 與傳統的相似性
指數 PFC、GTD、PRX 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測效度。

(三) 分析「測驗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測效
度。

(四) 了解「評定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測效
度。

(五) 探究「Q 分類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
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測
效度。

(六) 分析徑路搜尋法以不同測量法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所
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於學習成就預測效度的不同。

(七) 比較徑路搜尋法以不同測量法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所
產生的知識結構圖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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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以 MTMM 模式來考驗內隱測量所得之「內隱知識結構」
和外顯測量所得之「外顯知識結構」的建構效度。

(九) 以 MDMM 模式來考驗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
數所代表之知識結構不同向度的建構效度。

(十) 提供未來應用徑路搜尋法來評量知識結構的研究，在教育
實務和研究方向上的參考。

第二節 問題與假設

一、研究問題

基於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以下的問題：

(一) 以「促發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
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作為「內隱知識結構」
指標的效度為何？

(二) PFC、GTD、PRX、rPF 等四種相似性指數在預測學習成
就的表現上有何不同？

(三) 以「測驗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
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
測效度為何？

(四) 以「評定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
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預
測效度為何？

(五) 以「Q 分類法」所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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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對學生學習成就的
預測效度為何？

(六) 在不同測量法的比較方面

1. 以徑路搜尋法分析不同測量法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
料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為預測變項，何種方法對學習
成就的預測效度最高？

2. 以徑路搜尋法分析不同測量法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
料所產生的知識結構圖，是否有所不同？

(七) 「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是否具有 MTMM
模式的建構效度證據？

(八)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所代表之知識結構
不同向度，是否具有 MDMM 模式的建構效度證據？

二、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假設加以考驗：

(一) 以「促發法」測量所得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能作為「內隱知識結構」
的指標。

(二) PFC、GTD、PRX、rPF 等四種相似性指數在預測學習成
就的表現上有所不同。

(三) 以「測驗法」測量所得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能預測學生的學習成就。

(四) 以「評定法」測量所得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尋
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能預測學生的學習成就。

(五) 以「Q 分類法」測量所得的概念接近性資料進行徑路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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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法分析後所產生的相似性指數，能預測學生的學習成
就。

(六) 以不同的測量法測量到的概念接近性資料所產生的相似
性指數，在預測學生的學習成就上有不同的預測效度。

(七) 「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具有 MTMM 模
式的建構效度證據。

(八)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所代表之知識結構
不同向度，具有 MDMM 模式的建構效度證據。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徑路搜尋法

徑路搜尋法（Pathfinder），或稱為徑路搜尋網路（Pathfinder
networks），是由節點和連結相互組織而成的網路結構；節點代表
概念，連結則代表概念之間的關連。連結有鍊值，沒有命名，包
括了非直接鍊（edge，又稱對稱鍊）和直接鍊（arc，又稱非對稱
鍊），而以最短的非直接鍊為主。徑路搜尋網路的概念是受到網路
模式的影響，以圖解理論（graph theory）為基礎。圖解理論是以
數學的形式來表徵科學和心理現象，通常採用理論和直覺的方式
建構圖解；而徑路搜尋網路則是以量尺化的算則，運用統計和客
觀的方式來建構圖解（江淑卿，民 86）。運算時要設定 r 和 q 兩
個參數的數值，將 r 設為無限大（∞），q 設為 n-1（節點數減 1），
在建構和分析知識結構時才能獲得最少徑路的網路。本研究以「知
識網路組織工具」（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ing Tool, KNOT）
程式來分析受試者的知識結構，並計算受試者的知識結構圖和參
照結構的相似程度，產生各種相似性指數，作為受試者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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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

二、 知識結構測量

知識結構是人類在大腦中儲存外在知識的組織，它是具有規
則的系統，將人類的長期記憶以特定的組織原則加以編碼、儲存
和提取。網路模式（network models）是較被接受的一種知識組織
規則系統，它認為知識依其意義互相連結，而以節點和連結的形
式代表概念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徑路搜尋網路」（Pathfinder
networks）作為知識結構測量和表徵的理論基礎，但是以四種不
同的方式蒐集進行徑路搜尋法分析所需要的資料，以比較這四種
資料來源的分析結果。徑路搜尋法需要先取得概念之間的接近性
資料，以作為分析的起點。本研究測量概念接近性資料的方式有
以下四種：

(一) 促發法：在促發實驗中，先出現促發項，接著出現目標
項，以受試者判斷目標項是否為真詞的反應時間來代表
其知識結構中兩兩概念的距離，以產生概念的接近性資
料。

(二) 測驗法：由測驗中受試者作答試題的方式，獲得試題所
測量的概念與其他試題所測量概念之間的接近性資料。

(三) 評定法：受試者就兩兩配對出現的概念，以數值來代表
其接近性。本研究以七點量表來評定，1 代表「最沒有
關係」，7 代表「最有關係」。由此獲得接近性資料。

(四) Q 分類法：受試者將兩兩配對出現的概念卡片，依照「相
似」或「不相似」的程度，將各類卡片按照預定的數量
加以分類。研究者將最相似的一堆卡片上的概念配對之
間的相似性數值皆訂為 1，相似性其次的概念配對之間
的相似性數值皆訂為 2，依此類推。由此產生概念的接
近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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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隱測量和外顯測量

「內隱測量」是指測量內隱記憶的作業。而「內隱記憶」會
表現在「個體並未有意識的回憶過去已有的記憶，但個體在特定
作業上的表現卻會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本研究是以促發實驗作
為內隱測量的作業。

「外顯測量」是指測量外顯記憶的作業。外顯記憶會顯現在
「需要個體有意識的回憶過去特定記憶或經驗的作業之上」。本研
究是以測驗法、評定法、Q 分類法等作為外顯測量的作業。

四、 「多重特質－多重方法」（MTMM）模式

「多重特質－多重方法」取向（multitrait-multimethod approach,
MTMM）是建立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及輻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的主要方法，此兩類效度均為考驗建構效
度的適當資料。以測驗工具為例，此種觀點認為，某測驗的分數
要和測量相同構念或特質的其他測驗的分數有高的相關（輻合效
度），也要和測量不同構念或特質的其他測驗的分數有低的相關
（區別效度），其建構效度才能確立。而採用「多重特質－多重方
法」分析的基本條件是：必須有兩種以上的測量方法測量兩種以
上的特質；測量方法須有很大的不同，所測量的特質則須相同（郭
生玉，民 74）。本研究則是以四種方法（促發法、測驗法、評定
法、Q 分類法）來測量兩種特質（內隱知識結構、外顯知識結構），
由此建立了「兩種特質－四種方法」的 MTMM 模式，並與其競
爭模式比較，以考驗內隱和外顯知識結構的建構效度。

五、 「多重向度－多重方法」（MDMM）模式

本研究為了考驗徑路搜尋法計算兩個知識結構圖所產生的
PFC 、 GTD 、 PRX 等 三 種 相 似 性 指 數 是 屬 於 同 一 種 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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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或者是代表知識結構的三種不同向度，乃以
MTMM 模式的概念為基礎，提出了「多重向度－多重方法」
（multidimension-multimethod, MDMM）的理論模式。MDMM 模
式包含了三種向度（節點內容、節點圖解距離、節點原始距離），
以及四種測量概念接近性的方法（促發法、測驗法、評定法、Q
分類法），由此形成「三種向度－四種方法」的 MDMM 模式，並
與其競爭模式比較，以考驗節點內容、節點圖解距離、節點原始
距離等三種向度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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