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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來討論本研究的結果：

第一節在討論促發法測量結果的信度與效度。

第二節在討論四種相似性指數（ PFC、 GTD、 PRX、
rPF）及三種測量法（測驗法、評定法、 Q 分類法）在預
測學習成就上的表現之差異。

第三節在討論四種測量法各自產生的知識結構圖之
特點。

第四節則在討論本研究提出的 MTMM 和 MDMM 理
論模式的內涵。

第一節 促發法的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在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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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4-1 可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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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三種學習成
就並沒有顯著相關；在表 4-6 裡，以促發法產生的相似性指數與
學生在小一和小四時的智力測驗成績也沒有顯著相關。顯示促發
法所測量到的特質，與學習成就和智力是有所區別的。

本研究以學生的 CPM 及 SPM 智力測驗成績作為其智力的指
標，由於 CPM 及 SPM 智力測驗兩者皆是以非口語的方式來評量
受試者的一般智力（GmbH, 2004a; GmbH, 2004b）或推理能力（教
育部訓育委員會，民 83），其測量的特質都屬於智力定義的範疇
（郭生玉，民 74），因此即使以其他的智力測驗作為智力的指標，
結果也應與本研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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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促發法所測量到的特質為何？本研究以「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的觀點來加以驗證。就心理學而言，心理學
上的建構有其心理學上的理論基礎，依據其理論可以預測人類的
行為，而提出行為上的假設，然後加以驗證（郭生玉，民 74）。
在科學上，研究一變項時，通常會先對該變項的基本原理有所認
識，並以之作成某些推論性之假設（hypothesis），繼之以實驗的
方法蒐集數據來對假設的正確性加以考驗，以決定它們能否成立
（葛樹人，民 76）。本研究也是採取了相同的觀點來考驗促發法
測量結果的建構效度，如果促發法的測量結果真能符合理論上的
推論性假設，則促發法測量結果的建構效度就可以得到支持的證
據。

一、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具有建構效度

本研究運用了兩種方式來檢核促發法測量結果的建構效
度：一是以 Reber（1993）提出的內隱記憶系統的三項假設為基
準，考驗促發法的測量結果是否能夠符合 Reber 的假設。二是以
「輻合效度和區別效度」的方法，亦即以「多重特質－多重方法」
的 MTMM 模式來加以考驗；本部份的考驗結果呈現在第四章第
四節。事實上，本方法也屬於檢驗建構效度的常用方法之一（郭
生玉，民 74；葛樹人，民 76）。

就 Reber（1993）提出的內隱記憶系統的三項假設而言，一
是「年齡獨立性」，是指內隱歷程比較不受年齡和發展階段的影
響。由於內隱記憶是假設以人類演化上較為原始的腦部結構為基
礎，因此內隱記憶會具有較大的穩定性。表 4-2 進行了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圖之連結數，教師（成
人）與學生的數量並沒有顯著差異，亦即教師（成人）與學生的
連結數是相當一致的。而代表外顯記憶測量法的評定法和 Q 分類
法所產生的連結數，在教師（成人）與學生之間就存在顯著的差
異。所以就知識結構網路的連結數而言，促發法的測量結果，不
論是就成人或學生而言，其穩定性相當高。

Reber 的內隱系統假設之二是指「低變異性」，也就是在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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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的結果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差異，應該小於外顯測量結果
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差異。簡言之，就是內隱測量結果的變異數
必須要小於外顯測量結果的變異數。這項「低變異性」的假設與
Reber 的另外一項假設：「歷程共同性」有所關連。由於內隱記憶
系統較為原始，較不受到新近發展的認知功能所影響，因此內隱
記憶系統在不同個體上將具有共同的特點，猶如呼吸、消化等基
本生理歷程一般，內隱記憶系統在不同個體上的共同點將多於外
顯記憶的共同點，因此而有「低變異性」的結果。本研究以兩種
方式來比較促發測量結果和外顯測量結果的「變異性」，一是進
行促發法、評定法、Q 分類法之測量結果所產生的三項相似性指
數的變異數差異顯著性考驗，結果呈現在表 4-4 裡。二是進行前
述這三種測量法所產生的知識結構圖之連結數的變異數差異顯著
性考驗，結果呈現在表 4-5 裡。這兩項考驗的結果多符合 Reber
的理論假定，也就是促發法的測量結果之變異量顯著小於外顯測
量結果（評定法、Q 分類法）的變異量。換言之，促發法的測量
結果具有較大的一致性。

Reber 的內隱假設之三是「智力獨立性」，也就是個體在內隱
測量作業上的表現與智力的相關，應該要小於個體在外顯測量作
業上的表現與智力的相關；亦即內隱記憶功能和智力運作的相關
應該較小。在人類演化的歷程中，腦部構造是越來越趨複雜，功
能也越趨高等，以和內隱記憶有所關連的小腦（ cerebellum）
（Hoyer & Lincourt, 1998）為例，小腦的進化過程至少可分為三
個 時 期 ， 不 同 時 期 的 構 造 具 有 不 同 的 功 能 ， 如 古 小 腦
（Archicerebellum）是最古老的小腦，負責身體的直立；舊小腦
（Paleocerebellum）負責動作協調；新小腦（Neocerebellum）最
為進化，負責技巧性複雜動作的學習（Tortora, 2004）。人類學家
則發現了小腦在許多物種之間所佔的腦容積比率大約不變，並視
為這是小腦的功能和腦部其他部份功能相互獨立的證據
（Sciscape, 2001）。換言之，內隱記憶功能和智力相互獨立的假
設，在腦部複雜的運作中並非特例。本研究則是以學生在小一時
受測的 CPM 及小四時受測的 SPM 兩種智力測驗成績作為其智力
表現的指標，並考驗這兩種智力指標與促發法、評定法、Q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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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測量結果的相關係數。結果相當符合 Reber 的假設：促發法
的測量結果與智力完全沒有顯著的相關。

二、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具有內部一致性信度

由於語意促發的效果量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減弱，未必
都能獲得顯著的效果（Dehaene, Naccache, Le Clec, Koechlin,

Mueller, Dehaene-Lambertz, van de Moortele, & Bihan, 1998;
Duyck, Diependaele, Drieghe, & Brysbaert, 2004; Fiser &
Biederman, 1995; Hutchison, 2003; Kinoshita & Woollams, 2002;
Lowe & McDonald, 2000; Rossell & Nobre, 2004），因此除了建構
效度之外，促發實驗的信度水準在本研究中也是個必須考量的問
題。在表 4-26 裡，促發法的潛在變項「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為.72，已達.60 的標準（黃芳銘，民 92；Oliveira & Joia,
2005）。由於「組成信度」乃是由所有個別觀察指標的信度組成，
其計算方式為（陳正昌等人，民 92；Dimovski & Škerlavaj,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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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ij為觀察指標的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為觀察指標的測量誤差。

計算組成信度的目的在於評估潛在變項的內部一致性（Lin et
al., 1999; Siekpe, 2005），又稱為「建構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黃芳銘，民 92；Panayides & So, 2005），其數值超過了常用的
標準.60，表示對於此潛在變項的測量有其可信度。

此外，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則是另一個了解潛在變項信度表現的參考依據，其計
算方式為（陳正昌等人，民 92；Rokkan, Heide, & Wathn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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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因素負荷量。為觀察指標的測量誤差。

平均變異抽取量代表了該潛在變項所有的觀察指標所測量
到該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量（Lin et al., 1999）。表 4-26 的促發法
潛在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為.56，達到常用的.50 之標準，表示
促發法的各觀察指標平均有 56 %的變異量可以由促發法的方法
潛在變項來解釋，而其餘的變異量則是來自於測量誤差（Looney,

Valacich, & Akbulut, 2004; Sun & Zhang, 2004; Wu, Wang, & Lin,
2005）。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和平均變異抽取量等數據同時也可以
用來觀察測量模式的輻合效度（Delmas & Toffel, 2005; Gil-Garcia,
2005; Janz & Prasarnphanich, 2005; Wu et al., 2005）。組成信度和
平均變異抽取量等數值均達常用的標準，表示本研究 MTMM 競
爭模式 2 的測量模式具有可接受的輻合效度。此外，由於「內隱
知識結構」潛在變項主要是從促發法的測量結果來觀察，「內隱知
識結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62，也達.60 的標準；此結果也
間接指出促發法各指標的測量結果具有適當的輻合效度。

在表 4-29 裡，MDMM 基準模式的促發法潛在變項之組成信
度為.69，達.60 的標準；其平均變異抽取量雖然只有.44，但與.50
的標準差距不大。所以整體而言，在本研究中，促發法的測量結
果具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輻合效度。

三、促發法的測量結果與資料特性無關

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具有較低的變異量，並且與其他測量法
的結果、學生受試者的智力測驗成績、學習成就分數等都沒有相
關，是否與其資料區分概念距離的特性有關？

促發法將促發效果量取 log 值之後作為概念之間距離的指
標，本研究將此數值取到小數點後第四位。測驗法是以 MDS 程
序計算的歐基里德距離來區分概念間的距離，本研究將此數值取
到小數點後第三位，評定法是以 7 點量表、Q 分類法以 11 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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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區分，各種測量法區分距離的等級並不相同。以下列出各測量
法測量受試者編號 60101 的部份原始資料矩陣：

圖 5-1 各測量法測量受試者 60101 的部份原始資料矩陣

就促發法而言，概念和的距離是 2.3497，概念和的距
離是 2.4016，其值越大表示越遠，屬於相異性資料；測驗法也是
相同資料類型。但是在評定法中，概念和的相似性是 6，概念
和的相似性是 7，其值越大表示越相似，是相似性資料；Q 分
類法也是相同資料類型。其餘依此類推。如將測量法依區分距離
的等級多少來排序，應是：

(1)促發法；(2)測驗法；(3) Q 分類法；(4)評定法。促發法所能區
分的距離等級是最精細的，到小數第四位；而評定法則是最少的，
只有 7 種等級。

如果將測量法依表 4-9 對學習成就的解釋量高低來排序，並
綜合表 4-1 的結果，應是：

(1)測驗法；(2)評定法；(3)Q 分類法；(4)促發法。測驗法的解釋
量最高；而促發法與學習成就的相關最低，對學習成就的解釋量
也會是最低的。

由上可見，促發法區分距離的等級最多，但與學習成就的相

促發法

  
 2.3497
 2.4016 2.2906
 2.2445 2.2002 2.3119

測驗法

  
 1.432
 1.796 1.699
 1.796 2.247 .170

評定法

  
 06
 07 04
 06 05 05

Q 分類法

  
 11
 08 08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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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最低；評定法區分的等級少於 Q 分類法，但對學習成就的解釋
量卻高於 Q 分類法。此外，在一定範圍內，資料區分的等級或類
別越多，產生的變異量也越大（Dawes, 2001），這與本研究中促
發法測量結果的「區分等級最多－變異數最小」的特性有所衝突。
另外就區分受試者反應的答案點數而言，有研究建議含有中間點
數的 11 點量表類型較能獲得高效度的受試者反應，較適合用於調
查研究上（Kroh, 2005）；而 Q 分類法的作答方式正是此種 11 點
量表類型，但 Q 分類法的測量結果並未獲得最高的效標關聯效
度。可見在本研究中，這種區分距離等級多少的資料特性並未影
響到測量法的測量結果。

四、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各點，就 Reber 的內隱記憶系統三項假設而言，本
研究的促發法測量結果頗為符合其假定；加上第四章第四節的
MTMM 模式考驗結果，競爭模式 2 與資料的整體適配度優於基準
模式和競爭模式 1，表示促發法測量結果與外顯測量結果「之間
的相關為 0」的假設得到支持，表示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具有符合
理論的建構效度；而促發法的潛在變項也具有適當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和輻合效度；此結果也與促發法的資料特性無關。因此本研
究將促發法的測量結果視為是「內隱記憶」，在本研究中具有四大
特點：

1. 促發法的測量結果與學生受試者的學習成就、智力測驗表
現等皆沒有顯著相關。

2. 促發法的測量結果所產生知識結構的連結數，並未因成人
或兒童而有所不同。

3. 和外顯記憶測量的結果相較之下，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在多
數向度上具有較低的變異量。

4. 促發法的測量結果「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測量法的結果
「外顯知識結構」之間的相關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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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應用的促發法測量結果有其理論上的建構效
度，其測量結果可視為是「內隱知識結構」，亦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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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作為「內隱知識結構」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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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種相似性指數與測量法的
效標關聯效度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至（五），以及（六）-1，分別在探
討不同的相似性指數、不同的測量法，對於預測學生學習成就的
預測效度是否有所不同。換言之，本研究是以學習成就為外在效
標，試圖比較四種相似性指數、三種接近性資料測量法和外在效
標之間的關係。

傳統上，所謂的「效標關聯效度」是指測驗分數與一或多個
外在效標之間具有系統性的相關，「效標」則代表測驗欲測量的一
種理想性樣本，足以用來作為考驗測驗分數本身真確性的外在標
準（葛樹人，民 76；Brualdi, 1999）。由於有相當多的研究結果指
出，徑路搜尋法分析產生的知識結構與受試者的學習表現有顯著
的關係（江淑卿，民 86；宋德忠等人，民 87；林曉芳、余民寧，
民 90；陳新豐，民 91；陳嘉甄，民 90；Boldt, 2001; Bond &

Gwizdowski, 2005; Davis et al., 2003; Goldsmith et al., 1991;
Housner et al., 1993; Kokoski & Housner, 1994; María, 2004; Rye &
Rubba, 1996; Yeh, 2001），因此本研究也以學生的學習成就做為外
在效標，以比較不同相似性指數和不同接近性資料測量法的特性。

本小節分為兩部份來討論。一是討論四種相似性指數和學習
成就的關係，二是討論三種接近性資料測量法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一、 相似性指數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在徑路搜尋法常用的相似性指數（PFC、GTD、PRX）之外，
本研究另提出了 rPF（r of PathFinder analysis）指數，以計算不同
知識結構圖的相似性。以下先討論 rPF 指數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其次再比較這四種相似性指數和學習成就的關係，最後綜合討論。

(一)rPF 指數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本研究提出的 rPF 指數，結合了 PFC 指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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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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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近性數值，計算其相關係數，以代表兩個網路的相似程度。

從圖 4-1 到圖 4-3，以 rPF 指數為潛在自變項「知識結構」的
單一指標，對潛在依變項「學習成就」進行 SEM 的簡單迴歸。
由於 rPF 指數的意義，是代表受試者的知識結構和參照結構相似
的程度，rPF 指數反映的是知識結構和參照結構「已有連結」上
的加權值的相關大小，因此假定「知識結構」潛在變項的存在是
較符合理論的設定；相同的，假定「學習成就」潛在變項的存在
也是此理。結果發現，除了測驗法的解釋量不顯著之外，評定法
和 Q 分類法都有顯著的解釋量；但是其解釋量分別為 4 %和 2 %，
數值並不大。可見 rPF 指數反映的知識結構的特點與學習成就之
間的重疊性並不大。

(二) 各相似性指數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從圖 4-4 到圖 4-6 則是直接以 PFC、GTD、PRX、rPF 等四指
數為預測變項，對潛在依變項「學習成就」進行 SEM 的多元迴
歸；此時並不假設「知識結構」潛在變項的存在，目的是直接比
較四項指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以了解每一指數對學習成就的相
對重要性。

結果以 PRX 指數對學習成就的解釋力最強，不論是何種測量
法，都以 PRX 指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最大，皆達.001 顯著水準。
本研究結果和方慧君（民 92）、涂金堂(民 91)、塗振洋（民 90）、
Gomez 與 Housner（1992）等人的結果相同，都指出 PRX 指數對
學習成就的預測效果是最佳的。雖然其他研究有不同的發現，諸
如江淑卿（民 89）、宋德忠等人（民 87）、林曉芳（民 88）、Goldsmith
等人（1991）的研究皆指出 PFC 指數對學習最有預測力，但是本
研究認為，PRX 指數屬於完全模式（江淑卿，民 89），考量了所
有連結的訊息，雖然無法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訊息，不像 PFC 指
數考量概念與鄰近概念的關係特質，GTD 指數考量的是概念的空
間型態（江淑卿，民 89；Johnson et al., 1994）。但是所謂的「重
要」與「不重要」的訊息，都是從不同的知識結構圖中比較而來
的資訊，欲比較兩知識結構圖的不同，如果能從越多的觀察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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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將能得到越多的差異訊息，這些都是計算相似性指數的基
礎。PRX 指數評估了所有的連結訊息，相對的，本研究提出的 rPF
指數則只評估了兩知識結構圖「已有連結」之加權值，但對於兩
知識結構圖都沒有的連結之加權值，即不在 rPF 指數的計算之
中，但是 PRX 指數仍把這些訊息納入計算。換言之，PRX 指數
比較兩知識結構圖的觀察點較多，所以 PRX 指數在本研究中與學
習成就的關係較密切；而 rPF 指數比較兩知識結構圖的觀察點最
少，可能因此而與學習成就的關係也最小。

接著為了進一步分析 rPF 指數與學習成就的關係，故進行階
層迴歸分析，將 PFC、GTD、PRX 等傳統的三指數對學習成就的
解釋量予以排除，以考驗 rPF 指數是否能再增加顯著的解釋量。
結果發現 rPF 指數在測驗法中可以顯著增加對學習成就的解釋
量；換言之，rPF 指數對學習成就有不同於 PFC 等傳統三指數的
獨特解釋量。

rPF 指數結合了 PFC 及 PRX 指數的計算原理，同時考量兩個
網路的鄰近節點之交集與聯集、及節點之間的相似性數值，計算
其相關係數，以之代表兩個網路的相似程度。換言之，rPF 指數
是直接以兩個知識結構圖的圖形表徵為比較基準。如圖 5-2 所示：

圖 5-2 簡化的知識結構圖例子

欲計算圖 5-2 中 A 和 B 兩者的 rPF 指數，其實等於計算 A 和
C 的 rPF 指數。B 和 C 兩圖的差別只在於：C 圖增加了 B 圖沒有
但是 A 圖有的「2－3」連結，但其加權值為 0，表示「2－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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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是虛擬的。PFC 指數考量的是各節點之鄰近節點的交集與聯
集之比率，PRX 指數則考量所有節點之接近性數值的相關，與 rPF
指數各有不完全相同的比較向度，因此 rPF 指數對學習成就的解
釋量是其他指數所沒有的。雖然 rPF 指數考量的訊息量最少，但
本研究認為，這些訊息都是知識結構圖中最重要的訊息；但也因
為忽略了其它相對較不重要的訊息，因此不能對兩個知識結構圖
作較全面的比較，可能以此降低了 rPF 指數從知識結構中反映學
習成就的能力。

rPF 指數的特點，與徑路搜尋法有點類似。徑路搜尋法和多
向度量尺法（MDS）兩者都是以簡化資料、找出隱藏在資料中基
本結構為主的統計程序（Bonebright, Miner, Goldsmith, & Caudell,
1998），相對於 MDS 利用了所有的訊息、但卻有可能受到不重要
訊息的誤導之缺點，徑路搜尋法以三角不等式為判斷概念的連結
是否存留的依據（Chen & Paul, 2002），只保留最重要的訊息來建
構知識網路圖解，但仍能掌握重要的結構訊息（Clariana, 2005;
Gomez & Housner, 1992），而且能夠提供比 MDS 圖解更為精確的
結構上的資訊（Chen & Carr, 1999; Chen & Morris, 2003）。這顯示
rPF 指數考量重要訊息的計算方式應有繼續改進的空間。

在本研究中，學生在 PFC、GTD、PRX 等相似性指數上的數
值越高，在學習成就上的表現就越佳，原因可推測是：學生在學
習上都是以教師的教學內容為學習核心，學生對學習內容越熟
悉，對重要概念的內涵也就越了解，在判斷兩兩概念的相似性時，
也就容易以學習到的概念內涵進行判斷；由於教師本身所具備的
知識對其學生所知覺到的教學有極大的影響（Gomez & Housner,
1992），因此以教師的知識結構作為比較的基準時，學生越能以學
習到的教師知識進行判斷，就表示學生的判斷與教師越類似，學
生的學習成效越佳，其在成就測驗上的表現也就越好。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越高，其知識結構就越類似專家（教
師）的知識結構」的解釋，Goldsmith 等人（1991）的觀點與本研
究頗為類似。Goldsmith 等人主張「弱重建」（weak restructuring
view）的觀點，認為專家的概念之間的關係不僅比生手（學生）



219

來得豐富，專家也以較抽象的基模來組織其概念，這正是生手所
缺乏的；因此專家可以運用比較有意義的方式來組織新訊息，而
生手卻做不到。所謂的「弱重建」，是指概念本身並未改變，但改
變的是概念之間的關係（Dykstra, Boyle, & Monarch, 1992）；換句
話說，專家和生手也許具有相同的概念組，但是概念之間的關聯
性卻不同。實徵研究也發現，專家與生手相較之下，專家是以某
些主要原理或重要觀念為核心來組織其知識，然後以有原則的方
式來連結這些概念；而專家的領域知識也包含了較多深層的、連
結較多的知識類型（Klein, Chung, Osmundson, Herl, & O’Neil,
2002）；此外，生手的知識表徵也傾向於較為不完整和表面化，可
能是生手的知識結構較為脆弱和不穩定（Popovic, 2003）。本研究
則認為，專家的抽象基模會表現在其重要概念的網路結構之上，
當生手的知識網路（知識結構）與專家越類似時，生手組織新訊
息的方式就會越意義化，對新訊息的學習就會越良好，在測驗上
的表現也就越佳。

二、 測量法和學習成就的關係

由於測驗法、評定法、Q 分類法等的測量結果都會產生 PFC、
GTD、PRX、rPF 等四種相似性指數。在「充份利用訊息」的考
量下，本研究將全部四種相似性指數投入迴歸分析，以比較何種
測量法所測量到的訊息較能反映學生學習成就的不同，圖 4-7 到
圖 4-9 是 SEM 迴歸分析的主要結果。以評定法對學習成就的解釋
量最高，為 27 %；測驗法為 25 %，Q 分類法為 16 %。

本部份的分析是在比較「測量法」測量結果對學習成就的解
釋量，是以測量法為單位；同時各相似性指數都是反映了知識結
構的不同向度，因此圖 4-7 到圖 4-9 的迴歸模式都假設潛在變項
「知識結構」的存在，和圖 4-1 到圖 4-3 相同，如此較符合理論
的觀點。不過圖 4-7 到圖 4-9 的結果，和圖 4-4 到圖 4-6 的結果可
以相互參照，因為圖 4-4 到圖 4-6 的多元迴歸，也是以測量法為
單位進行，差別只在於潛在變項「知識結構」的有無。以下將圖
4-4 到圖 4-9 的結果整理成表 5-1：



220

表 5-1 圖 4-4 到圖 4-9 的迴歸分析結果
潛在變項「知識結構」不存在 潛在變項「知識結構」存在

(圖 4-4)
測驗法

(圖 4-5)
評定法

(圖 4-6)
Q 分類法

(圖 4-7)
測驗法

(圖 4-8)
評定法

(圖 4-9)
Q 分類法

標準化迴歸係數 因素負荷量

PFC .33*** .05 .23** .96R .90R .98R

GTD -.05 .12 -.12* .72*** .72*** .41***

PRX .49*** .51*** .39*** .54*** .77*** .61***

rPF -.19*** -.10 -.04 .36*** .65*** .56***

可解釋學
習成就的
變異量

.42 .34 .25 .25 .27 .16

*p < .05 **p < .01 ***p < .001 R 為參照指標 （最大值皆以粗體字標示）

表 5-1 有一些有趣的結果，詳列如下：

(一) 標準化迴歸係數並不等同於因素負荷量。在探索性因素分
析中，如果因素之間有相關（斜交），則因素負荷量即為迴
歸係數（Jöreskog, 1999）；或者可將因素負荷量視為是標準
化迴歸係數，亦即以觀察變項對因素進行迴歸（DeCoster,
1998）；而在多元迴歸方程式中，標準化迴歸係數也等同於
因素負荷量（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2004）。但是
在本研究中，各相似性指數在標準化迴歸係數和因素負荷
量的表現都不相同，例如：標準化迴歸係數都以 PRX 指數
最大，而因素負荷量則以 PFC 指數最大。

(二) 潛在變項「知識結構」的存在與否，會影響對學習成就的
解釋變異量。就相同測量法而言，有「知識結構」存在的
模式，其對學習成就的解釋變異量都小於沒有「知識結構」
存在的模式。

(三) 本研究提出的 rPF 指數，具有小於.001 顯著水準的因素負
荷量，數值從.36 到.56；不過對學習成就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卻不是很理想，數值從-.04 到-.19。

以上三點都指向共同的結果：「知識結構」和「學習成就」兩
變項並不相等，兩者之間有所重疊，但不完全重疊；換言之，「知
識結構」和「學習成就」兩者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此相關小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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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關係可用圖 5-3 來表示：

圖 5-3 知識結構和學習成就的假設關係

圖中粗線條的大圓代表知識結構，雙線條的大圓代表學習成
就，虛線條的小圓代表 PFC 指數，細線條的小圓代表 PRX 指數；
假設兩個小圓的面積相等。為簡化圖示，本圖僅以 PFC 和 PRX
兩指數為例，說明如下：

(一) 知識結構和學習成就重疊，代表有相關，所以知識結構可
以解釋學習成就的一部份變異；同理，PFC 和 PRX 指數兩
圓有所重疊，也代表兩指數之間有相關。

(二) PFC 指數與知識結構重疊的面積最大，所以有最高的因素
負荷量；PRX 指數與知識結構重疊的面積較小，所以因素
負荷量也相對較小。

(三) PRX 指數和學習成就重疊的面積最大，所以有最大的標準
化迴歸係數；PFC 指數和學習成就重疊的面積較小，所以
標準化迴歸係數也相對較小。

(四) 以各指數對學習成就進行迴歸，假設知識結構存在的模
式，各指數須與知識結構有所重疊，因此只能以圖 5-4 中
斜線的面積來解釋學習成就的變異，也就是各指數與知識
結構和學習成就三者共同重疊的區域。

學習成就知識結構

PFC

PRX



222

圖 5-4 以相似性指數代表知識結構對學習成就進行迴歸的假設關係

(五) 以各指數直接對學習成就進行迴歸，亦即假設知識結構不
存在，則是以圖 5-5 中斜線的面積來解釋學習成就的變異，
也就是各指數和學習成就兩者重疊的區域。

圖 5-5 直接以相似性指數對學習成就進行迴歸的假設關係

(六) 由於圖 5-5 中的斜線面積大於圖 5-4 的斜線面積，所以直
接以相似性指數來解釋學習成就能獲得較大的解釋變異。

圖 5-3 到圖 5-5 的概念可以解釋本研究各項迴歸的結果，亦
即可解釋「因素負荷量的大小和標準化迴歸係數的大小不一致」、
「知識結構潛在變項會影響相似性指數對學習成就的解釋變異

學習成就知識結構

PFC

PRX

學習成就知識結構

PFC

P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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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現象。

另外就測量法而言，Q 分類法的測量結果對學習成就的解釋
量雖然較小，受試者對 Q 分類法的施測方式也不熟悉；但是 Q 分
類法不同於紙筆測驗的作答歷程，對受試者而言是較為新奇獨特
的，可以吸引受試者較多的興趣（Borg & Groenen, 1997）。對於
強調「評量方式多元化」的多元評量教育觀點而言（李坤崇，民
91；黃秋芳，民 93），Q 分類法似乎可以做為評量方式的參考之
一。

除了測量法的不同，在徑路搜尋法的研究裡，使用的概念數
目，也會影響預測的效度；亦即對外在效標的預測效度是所使用
概念數目的函數（林冠群、吳裕益，民 90；Clariana, 2005; Goldsmith
et al., 1991）。預測效度和概念數目的關係如表 5-2 所示（修改自
Goldsmith et al., 1991）：

表 5-2 預測效度和概念數目的關係

概念數目 預測效度 標準差
5 .152 (.02) .047

10 .319 (.10) .037
15 .448 (.20) .026
20 .564 (.32) .017
25 .655 (.43) .005

註：預測效度是以相關係數 r 代表。括弧內為決定係數 r2。

由表中可見，隨著概念數目的增加，預測效度也越來越高，
標準差則逐漸降低。本研究應用的概念數目為 14，預測效度應介
於概念數 10 和 15 之間。Goldsmith 等人的研究是以評定法為主，
而評定法在本研究中對學習成就的解釋量分別為.34（假設知識結
構潛在變項不存在，見圖 4-5）和.27（假設知識結構潛在變項存
在，見圖 4-8），雖然都高於 Goldsmith 等人的研究，不過本研究
也多運用了一項相似性指數 rPF 為觀察指標。此外，Goldsmith
等人的研究是以大學生為受試者，本研究則是以國小學生為受試
者，不同的受試者測驗結果在評定法對學習成就的預測效度上有
不同的表現，顯示徑路搜尋法的預測效度可能會有「樣本依賴」
（sample dependent）的現象，亦即其預測效度會因樣本不同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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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化；此外，樣本依賴的現象也會出現在對測量工具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之估計上（Northwest Evaluation Association, 2004）。其
實，以古典測驗理論為基礎的統計量數在描述受試者之測驗表現
時皆避免不了樣本依賴的限制（Dapueto, Francolino, Servente,
Chang, Gotta, Levin, & Abreu, 2003）；徑路搜尋法的預測效度似乎
也無法免除此種限制。

三、綜合討論

(一) 本研究提出的 rPF 指數具有獨特的成份，能夠顯著增加
PFC、GTD、PRX 等傳統指數對於學習成就所沒有的解
釋量，但是可能由於觀察的訊息量較少，所以無法反映
更多學習成就的變異。

(二) 在本研究中，以 PRX 指數預測學習成就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最大。本研究認為 PRX 指數觀察的訊息量較多，
因而能反映較多的學習成就變異。

(三) 在測量法中，以評定法對學習成就的解釋量最大，測驗
法居次，Q 分類法較少，但都能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
的測量法，與學習成就的關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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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種測量法之知識結構圖的特點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六）-2，在於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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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是從各種測量法產生的參照結構為代表，進行比較；並以高成
就學生的知識結構為類推的對象。

「參照結構」是指受試者的知識結構欲比較的標準知識結構。
研究發現，採用團體的參照結構對學習表現的預測效果較佳，尤
其是專家的團體平均參照結構（Acton et al., 1994）。在本研究裡，
四位專家教師同樣都須接受促發法、評定法、Q 分類法的測量，
接著以 KNOT 程式裡的 AVE 副程式將四位專家教師在同一種測
量法上的測量結果加以平均，再進行分析，由此產生促發法、評
定法、Q 分類法的標準知識結構，也就是參照結構。測驗法則是
以「標準答案」形成的知識結構作為參照結構。其中不同測量法
產生的參照結構有不同的特點：

(一) 連結數不同：促發法為 13、測驗法為 17、評定法為 15、
Q 分類法為 14。其中以促發法產生的連結數最少。在表
4-2 及表 4-5 的考驗結果裡，促發法的連結數是四種測量
法中最一致的，其標準差也最小。對於此種差異，有不少
學者抱持「抽象論」（abstractionist view）的觀點，認為促
發引發的內隱記憶是來自於促發項活化了先前已存在的
目標項的內在表徵；當呈現的促發項是熟悉的，其相對應
的內在表徵就會自動的被活化，受試者對其後出現的刺激
的反應就會有加速的效果，此種內在表徵被視為是「抽象」
的（abstract），是因為此內在表徵並不包含刺激的表面特
徵（如：字型或大小寫）等訊息（Kinoshita, 1989）。換言
之，內隱記憶似乎比外顯記憶要來得抽象（Berry & Dienes,
1993）；或者，促發活化的是較為抽象的表徵（Bowers,
2000）。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之連結數較少、較一致，
是否就代表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較為抽象？本研究不
能如此斷言，不過和評定法及 Q 分類法產生的參照結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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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促發法產生的參照結構有較多的連結無法以教材
內容的邏輯關係直接加以解釋，而評定法、Q 分類法產生
的知識結構之合理性較高，似乎也指出：促發法產生的知
識結構是較為抽象的。本結果和「抽象論」的觀點較為一
致。

(二) 可解釋性不同：

1. 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較不易以教材內容裡的邏輯關係
來解釋，可能原因是：由於受試者在促發實驗裡涉入較少
的外顯記憶，受試者要評定的概念在教材裡的邏輯關係對
促發實驗的「真假詞判斷」的影響較小，而較有可能影響
受試者促發反應時間的內隱記憶則未必與外顯記憶的概
念邏輯關係相符合。因此由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其節
點之間的邏輯關係很容易與教材內容不符，或者與評定法
及 Q 分類法產生的知識結構之邏輯關係不同。

2. 測驗法產生的知識結構，也有一部份是不易以教材內容
的邏輯關係來加以解釋。在本研究裡，依外顯記憶的定義
將測驗法歸類為「外顯記憶」的測量法，不過若以「測量
的目的」而言，受試者在施測時的認知運作並不等同於評
定法和 Q 分類法。舉例而言：受試者在評定「太陽」和
「輻射」有多麼相似時，其認知運作和答對「在車窗上貼
隔熱紙是為了減少陽光的反射作用，還是為了減少陽光的
輻射熱進入車內」的問題將有所差異。由於受試者在測驗
法中運用的認知歷程不同於評定法和 Q 分類法，因此所
產生的知識結構圖也不盡相同。本研究認為測驗法是外顯
測量法的特例，包含了一部份內隱記憶的「抽象」特點，
因此其形成的知識結構也有一部份是不同於教材裡的邏
輯關係；而評定法和 Q 分類法則是較為典型的外顯測量
法。

3. 評定法和 Q 分類法產生的參照結構，其節點之間的連結
較為合理，並且可用教材裡的邏輯或語意關連直接加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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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原因不難推測：由於評定法和 Q 分類法都需要受試
者的認知思考和主觀判斷，受試者容易以相關的教材內容
做為判斷概念相近性的依據，尤其是屬於教材專家的教
師，對教材內容的精熟程度相當高。因此評定法和 Q 分
類法產生的知識結構，比較容易反映教材內容裡的邏輯關
係。

(三) 相似性不同：

1. 促發法產生的參照結構，與其他測量法的相似性是最低
的，其 PFC 指數有偏低的傾向。此結果和第四章的第一
節及第四節的結果互相呼應，亦即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
是較為獨特的，與外顯的測驗法、評定法、Q 分類法等產
生的知識結構有較大的差異。就測量法而言，促發法屬於
「間接記憶測驗」（indirect memory test），而測驗法、評
定法、Q 分類法等涉及有意識提取先前記憶的測量法屬於
「直接記憶測驗」（direct memory test），這兩類測驗方式
的不同之處至少有兩點：一是牽涉到不同的編碼、儲存和
提取的歷程，二是所提取的可能是不同的記憶訊息（Mayes,
Gooding, & van Eijk, 1997）。由於測驗的作業要求歷程和
提取訊息可能不盡相同，因此產生的知識結構必將有所區
隔；而且所形成的內隱和外顯知識結構，與其所提取的記
憶訊息將有密切的關聯。

2. 評定法和 Q 分類法產生的知識結構，有較大的相似性。
這兩種測量法的作業方式雖然不同：評定法是以 7 點量表
來評定，Q 分類法是以 11 點量表來分類概念卡片；且 Q
分類法還需要考量卡片的張數限制。但是本研究認為，受
試者所面對的作業，基本上都是要判斷兩個概念的相似性
有多大的問題，受試者須思考以 7 點量表或 11 點量表中
的哪一個數值較為適合；點數不同的量表差異對結果的影
響並不大（Dawes, 2001）。而且，Q 分類法的作業本質是
「強迫受試者對某項目與其他項目進行評定」（Jurczyk &
Ramlo, 2004），這一點與評定法的作業要求並無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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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定法和 Q 分類法很有可能提取了相同的記憶訊息，
因而產生了比其他測量法更相似的知識結構。

(四) 對參照結構的分析結果，多數可以類推到學生形成的知識
結構之上，包括了「總連結數」、「不易直接解釋的連結
數」、「四種測量法產生的知識結構彼此之間的相似性」等
三方面。本研究將三項學習成就指標以班級為單位轉換成
z 分數，並選擇三項 z 分數總和最高的兩位學生作為受試
者知識結構的代表，也就是選擇高成就學生產生的知識結
構，與教師的團體平均參照結構比較，以了解專家和學習
者的知識結構有無異同。在徑路搜尋法領域，學習表現較
佳的學生之知識結構也是參照結構的來源之一（Johnson et
al., 1994; Rowe, Cooke, Hall, & Halgren, 1996）；因此本研
究選擇高成就學生的知識結構，其實也就是在比較「代表
教師」的參照結構，和「代表學生」的知識結構，兩者的
異同。由於學習者的學習成就越佳，其知識結構就越接近
專家的知識結構（Kokoski & Housner, 1994; McGaghie,
1996; Ramey, Smith, Barile, Bihm, & Poindexter, 2001），因
此高成就學生和教師的知識結構兩者之間有共同點是合
理的結果，本研究則是進一步發現這些共同點至少表現在
知識結構的總連結數、與教材邏輯不同的連結數、不同測
量法其結果的相似性也有不同等三方面。至於第三項共同
點雖與測量法的特質有關，不過這也反映了「師生由相同
測量法產生的知識結構也會較相似」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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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MTMM 和 MDMM 的模式考驗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七）和（八），分別在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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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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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兩個問題。
以下分為三個部份：一是 MTMM 的模式考驗，二是 MDMM 的
模式考驗，三是綜合討論。

一、MTMM 的模式考驗

本研究將四種測量概念接近性的方法分為「內隱測量」和「外
顯測量」兩大類：「內隱測量」為促發法，「外顯測量」包含測驗
法、評定法和 Q 分類法。本研究接著將兩類方法的測量結果進行
徑路搜尋法分析後，分別視為是「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
結構」，由此形成「兩種特質－四種方法」的 MTMM 模式
（multitrait-multimethod），其基準模式的假設為「內隱知識結構
和外顯知識結構有相關」。此基準模式必須與其競爭模式比較，以
了解此假設是否成立。

MTMM 基準模式的考驗結果發現：「內隱知識結構」和「外
顯知識結構」之間的相關為-.04，但此參數並不顯著。雖然其適
配度考驗結果顯示模式與觀察資料頗為適配，整體適配度也很理
想；但模式的內在品質不佳，表示其模式內部還有改進的空間。

競爭模式 1 無法推翻 MTMM 基準模式的假設，顯示「內隱
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兩者的相關
非常不可能為完全正相關。競爭模式 2 則比基準模式更為適配，
因而推翻了基準模式的假設，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是兩
個獨立無關的特質，其相關為 0。

本研究認為 MTMM 競爭模式 2 的假設成立，加上本研究的
促發法測量結果符合 Reber 對內隱記憶系統的假設，為「促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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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結果是否就是內隱知識結構？」的問題又增加了一項支持
的證據，而且與眾多指出「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無關」的研究結
果或論點相符合（Aloisi et al., 2004; Buchner & Wippich, 1998;

Curran, 1998; Fleischman et al., 1997; Hoyer & Lincourt, 1998;
Leckenby, 2002; Reber, 1993; Seger, 1998; Soledad & José Manuel,
2004; Vecchio et al., 2004）

二、MDMM 的模式考驗

本研究將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視為是代表
評價知識結構的不同向度（dimension），各會受到不同向度的潛
在特質所影響，其中 PFC 指數代表「節點內容」向度，GTD 指
數代表「節點圖解距離」向度，PRX 指數代表「節點原始距離」
向度。而本研究應用的四種測量法的測量結果都會產生這三種相
似性指數，因此形成了「三種向度－四種方法」之 MDMM 模式
（multidimension-multimethod）。其基準模式的假設為「節點內
容、節點圖解距離、節點原始距離等三個向度之間存在相關」。此
基準模式將與其競爭模式比較，以了解其假設是否成立。

MDMM 基準模式的考驗結果顯示此模式與觀察資料頗為適
配，而且其整體適配度也相當理想。包括競爭模式 1、競爭模式 2，
以及進一步將Φ21 限制為 0、Φ31 和Φ32 開放估計的競爭模式 3 等
三個競爭模式都無法推翻 MDMM 基準模式的假設。顯示節點內
容（PFC）、節點圖解距離（GTD）、節點原始距離（PRX）等三
個向度之間確實有相關，此結果與江淑卿（民 89）、Goldsmith 與
Davenport（1990）、Yeh（2001）的結果相一致。對此，本研究認
為 PFC、GTD、PRX 等三種相似性指數都是反映了兩個知識結構
的相似程度，其基本原則都是：兩個知識結構越相似，其相似性
指數越大。這三種指數所代表的潛在向度之間必定具有某些共同
點；江淑卿（民 86、民 89）、涂金堂（民 91）、Goldsmith 與 Johnson
（1990）、Goldsmith 等人（1991）、Johnson 等人（1994）的研究
結果皆指出這些相似性指數與學習表現有關，由此可推測這些相
似性指數必然共同反映了與學習成就有關的某些基本特質，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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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推理能力、記憶能力等。這三種相似性指數各代表的
向度：節點內容、節點圖解距離、節點原始距離，也許正是這些
影響學習之基本特質的不同組合或一體兩面。本研究的 MDMM
模式，已為這些知識結構基本特質之間的關係建立了初步的脈絡。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提出的內隱知識結構與外顯知識結構的 MTMM 模
式，為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的相關研究領域，新增了一項證據，
指出：「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之間是獨立無關的」。而 MDMM 模
式則為 PFC、GTD、PRX 等三項相似性指數之間的關係，提出「三
者之間有相關」的新證據，此項證據比傳統上以相關分析、淨相
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甚或主觀判斷相似性指數大小等程序來
間接觀察三項相似性指數之間關係的研究結果（方慧君，民 92；
江淑卿，民 86；林曉芳，民 88；涂金堂，民 91；陳新豐，民 91；

Goldsmith & Johnson, 1990; Goldsmith et al., 1991; Johnson et al.,
1994; Yeh, 2001），更具有理論上的驗證性。

就本研究的核心問題而言，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之
間的關係，是比較關鍵的焦點。研究指出，徑路搜尋法表徵的，
是概念性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的結構（Nash & Nash,
2003）；而外顯測驗主要是依賴概念性知識的處理歷程（Buchner
Wippich, 1998）。換言之，徑路搜尋法的研究領域所探究的，以外
顯的知識結構為主，也就是評定法和 Q 分類法的測量目標。外顯
知識結構有明確的來源，在本研究中，其來源是學生對教材的學
習；但是內隱知識結構的來源為何？由於促發法產生的內隱知識
結構與教材裡概念的邏輯關係並不完全相同，顯示內隱知識結構
的形成與教材學習的關連並不大。由於個體對新技能或新知識的
學習，皆是其與環境互動的結果（Perruchet & Vinter, 1998），內
隱知識結構的形成是否也是如此？Karmiloff-Smith 認為，內隱知
識來自於個體早期對環境中隱藏的結構知識的習得，並將逐漸形
成個體能明確覺知的外顯知識。Karmiloff-Smith 將此內隱知識發
展成外顯知識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Perruchet & Vint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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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隱階段（implicit level）：個體對其環境中的訊息，經由
回饋、嘗試錯誤、模仿等歷程而逐漸習得；但此種知識是
個體無法表達的，也就是「內隱的知識」。例如：個體對動
作技能的學習。

(二) 精熟階段（mastery level）：個體對其環境中的知識越來越
精熟，逐漸能理解其中隱藏的結構，但此時的知識仍屬於
內隱的層次，個體仍不能將其明述。例如：個體對動作技
能逐漸精熟，但仍無法以口語解釋動作表現的原則。

(三) 表徵重述階段（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level）：個體
將其具備的內隱知識轉變為較為結構化的形式，逐漸外顯
化；此階段是由內而外的引發，內隱知識漸進的轉變為個
體能運用的知識，但此階段的知識仍是個體不能明述的。
個體須再次經歷表徵重述的歷程，知識才能成為個體能明
述的、真正可覺察的知識。例如：個體將習得的動作技能
予以原則化，逐漸成為能以口語表達的形式，也就是真正
的外顯知識。

簡言之，Karmiloff-Smith 認為在發展的過程中，兒童擁有的
程序性或內隱的知識將逐漸轉變成陳述性或外顯的知識（Vinter
& Perruchet, 2002）。但是本研究認為，此種知識發展由內隱而外
顯的觀點，就學校學習而言，似乎只解釋了部份的歷程。本研究
主張，學生對知識的學習並非起源於學校，而是開始於學校之外
的生活環境；學生在生活中習得的知識，會成為其學校學習的基
礎，而這些來自於生活中的知識，卻未必與學校教育相一致，甚
或有所抵觸，也就是所謂的「迷思概念」。舉例而言，本研究作為
測量內容之一的兩個概念：「百葉窗」和「通風」，都是學生在生
活中可接觸的兩個概念。基於「窗」與「通風」幾乎是同義詞的
常見連結，學生有可能把「百葉窗」視為是「窗」的一種類型，
由此而形成「百葉窗可促進通風」的概念，而將「百葉窗」和「通
風」相連結。但是就教材中的概念而言，「百葉窗主要是用來擋住
陽光，減少陽光進入屋內所帶來的輻射熱」（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手冊第八冊，民 94）；亦即百葉窗的功能主要是減少陽光照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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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它能保持通風，但不能促進通風（欲促進通風，應減少窗戶
的阻隔，或促進空氣的對流）。學生在接受學校正式教學修正之前
所形成的此類錯誤的概念，有可能經由日積月累的習以為常，而
逐漸內化成不夠正確的「內隱知識」，以為百葉窗和通風的關係較
密切；若表現在促發法的測量裡，即是在「百葉窗－通風」的促
發項和目標項配對裡，產生大於「百葉窗－輻射」的促發效果量。
這也就是為什麼由促發法產生的知識結構，與教材裡的邏輯關係
未必相同的原因。

至於本研究的促發法參照結構是來自於專家教師，其中有一
部份是可以教材內容來解釋，本研究認為，這是來自於外顯知識
的修正；本研究裡的四位專家教師，都有五年以上的自然科教學
經驗，其外顯知識修正不當的內隱知識的歷程較長，因此可以在
促發測量中反映一部份的教材概念連結 。此過程不同於
Karmiloff-Smith 的「由內隱而外顯」的觀點，相反的，是「由外
顯而內隱」。就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的形成歷程而言，學生接受學
校教育的「外顯知識」的修正，其時間長度遠短於「內隱知識」
的形成歷程（在本研究裡，受試者從自然單元一學習結束，到接
受本研究的促發法測量，時間不超過一個月），因此學生表現在促
發法測量的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結構的相關極低。因此，
本研究認為，Karmiloff-Smith 的「由內隱而外顯」的觀點，只說
明了學生在接受學校教育修正之前的知識形成歷程；而在學生正
式接受學校教育之後，「由外顯而內隱」的知識形成歷程就將逐漸
產生。

總之，就本研究的測量內容而言，內隱知識結構和外顯知識
結構的差異，本研究認為與後天的知識習得歷程有關，而且以內
隱知識結構的發生時間點較早。這點正好反映了學校教育影響學
生學習（以外顯知識修正不當內隱知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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