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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減輕作用與智力層次對於
演繹推理之影響*
黃遙控
本實驗之目的在於根攘 Hull-Spence 所提之E=HxD 之關係'探討特質性焦慮引發

為一般驅力復受減弱之情形下與智力對於演繹推理之影響。本實驗分別以「顯性焦慮量表」
評定特質性焦慮之高低，以「普通分類測驗」測量智力之高、中、下，並利用三段論式有教

式之推演做為演繹推理之評量。特質性焦慮之驅力作用，貝IJ台以受試者演繹推理之作業為期
中考成績之一部分，予以引發，但允於貨傲時，准許查書之方式，被以減輕。相等習慣強度

之維持，則以受試者會做四格式各一，為其操作水準。結果發現，三段論式有放式之推演，
受此焦慮高低之影響不大，但受智力之影響很大。智力高組但優於智力中、下組，而智力中

、下組間，並無差異。蓋吾人於此實驗中，提供正確答察之線索，減少錯誤反應之機會，而
焦慮仍不失為其驅力。惟智力中、下組，則因學習專項較難，加以有猜答之可能，致使其間

，無優劣之分。至於智力高組，貝自由於在此種學習與作業情形下，獲持強度相等之習慣，其

表現乃受智力所決定。故於學業輔導上，為減少困焦慮而產生對正確性反應之千瘓，對於高
層認知之評估上，似可准許查書作答，助其記憶;並偉大學生之智力程度，分組授受共同必

修之科目。

一、緒諭
演繹推理為思維之一種基本形式，凡是推論與創作之歷程，均讀依此推理之原則，不得有違;否

則，即屬無妓(

invalid) (Copi ,

1968) 。

焦黨與智力對於作業之影響，以往之研究，有屬記憶之額者，如數字廣度、配對聯想、系列學習
與有無意向之學習等;有屬於嘗試錯誤者，如鐵筆走迷津;有屬於古典制約者，如眨眼、皮膚電反應
等;但利用推理以研究者，則很少。故欲以此類研究之結果造論人類之一般學習，尚屬不足。或有以

實際學業成就做為事後之實驗 (post-facto experiment)研究者，然此有許多因素，如學習方式、練習
程度等等，均無法事前做有放之控制，故亦未能畫實驗之責 (Spielberger ，

berg仗，

1971; Sarason and Spielberger ,

1966; Gaudry and Spiel-

1975) 。

焦盧對於學習之影響，其較為定論者，為焦慮有助於簡易事項 (simple

task

)之學習，如古典

制約與簡單之操作制約。此所謂簡易事頃，係指對該事項惟做單一之反應，或同時可做數項正確反應

而言。依 Hull-Spence 之驅力說( Drive 出eory) ，若習慣強度維持不變，其反應個自決定於驅力

之強弱。其式為 R=f(E) =f(H x D)(Spen間，

1956 , 1958;

Spen間，

Farber and McFann ,

至於擅雜事項 (complex task) 之學習，則不然 (Spen臼 and

Spence , 1966;

。因復雜事項必然引發多種、正確的與錯誤的競爭性反應(

task-produced )

焦種本身所但發 (anxiety-produced) ，並產生與事項無關之反應(

Spielberg缸，

1956) 。

1962 , 1966)

，同時，此類反應也可由

task irrelevant responses)(Child ,

1954;Spielberger , 1966 , 1972 , )。故為避免此類麓爭性反應，是因事項所引起，或因焦慮所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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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讀維持某變項一一習慣強度之序次(

Gaudry and Spielberger , 1971

hierarchy of habit strength

)或驅力 (drive) 於不變〈

)否則、焦慮高適於從事簡易事項之學習，不適於接雜事項立學習

，原因是由於事項優雜或焦慮所引起，將難以確定。一般而言，特質性焦盧高者，在壓力情形下，其
驅力也較高(

此 11m

Taylor ,

Yerkes-Dodson

1956) 。若因焦慮高而導致不利於復雜事項之學習，則應予維護適度之焦慮，

Law所闡釋者 (Levitt ，

1967; Hamilton ,

1975) 。

上述簡易事項及接雜事項，雖依反應而界說:其實、專項之簡易抑接雜，不能單就事項本身而定

，因個別差異之故，尚須注意學習者智力之高低及對專項熟練之程度而定。其人智力低下，雖簡易之
事項，仍然有被親為援雜之可能;其人智力上上，文熟練該事項，則擅雜之事項，亦是簡易。故學業

成就，除學習者之動機一一焦暉，為一主要因素外(

Spence , 1956; Taylor , 1956)

下及對該專項熟練之程度，均須顧及，否則，即難做正確之預測(

Spielberger ,

，其人智力之高

1966) 。

故就以上所述，提出假設如下:
(1)若競爭性之反應，是由焦慮所促發，則習慣強度相等，其於演繹推理，智力相等焦鷹低者優於
焦J意高者;但若焦慮減輕，則優劣不分(假設一〉。
(2)若競爭性之反應，是由事項所引發，則習慣強度相等，其於演繹推理，焦慮相等智力高者優於

智力 f~者;但若焦盧減輕，其於推理之表現，則祖智力之高低而定(骰設二〉。
據過去之研究，直雜事項之作業，在威脅與緊迫之情形下，例如，考試、作業時間之限制、能力

試測、自我涉入等，智力中等而焦慮低者優於焦慮高者，但對於智力上上及低下者，影響不大(

berger and Weitz ,

Spiel-

1966) 。故設法減輕由威脅而引發之焦慮狀態，例如，提供正確答案之糗索、准

許查書作答、廢除時間限制等，將有助於其作業之表現，尤其是智力中等而焦慮高者(

Mandler and Craighi11, 1952; Spence and Spence , 1966; Sinclair ,

Sarason ,

1969) 。

本研究之間的，郎在於課討智力高、中、下者，在學習相等情形下，但因焦慮之高低而致使學習

與作業表現較差者，予以諮商及輔導 (Spielberger ，

Weitz , 1974; Sieber and Kameya ,

Weitz and Denny , 1962; Spielbreger and

1967) 。
二、方法

一、實驗對象

大學一年級修習心理學課之男女生，共141名。經分層取樣(

) ，釐出焦盧高、低與智力高、中、下，共六組( 2

x3

straitified sampling

)。

二、實驗材料
1.焦盧評量之工具

以楊國樞先生修訂之「泰民顯性焦膚量表 J

iety Scale ,

MAS) 為主。此量表適用於特質性焦慮(

量 (Taylor

1953 , 1956; Spielberger ,

2. 智力評量之工具

Classifi個tion

(Taylor's Manifest Anx-

trait-anxiety

)﹒帥一般驅力之評

1975) 。

以路君約與黃堅厚二位先生修訂之「普通分類測驗 J

Test

(Army General

)為主。本測驗備有大學及專科學生之各別常模。

3. 潰桿推理之作業係三股論式之規則及 256種之格式 (4格 x64式 =256格式)之推演(Copi ，

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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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步驟與方法
1.焦慮之評量

係以「顯性焦慮量表」施測於141 名大學一年級學生，

並以該受試者所得原

始分數在25分以上，創 P75以上者，為高焦慮組，以原始分數在15分以下，部 P25以下者
'為低焦慮組 (Md=20.12 ， Q=5.48) 。
2. 智力之評量

係以「普通分類測驗」施測，並就取樣之人數，參酌大學生於本測驗之常模

(M=118. SD=15) ，選出智力高、中、下三組，並以原始分數在134至 143分者，為智
力高組 (M=136.45) ，以分數在120至 124分者，為智力中組 (M=121. 95) ，以分數在
88至 117分者為智力低組 (M=105.3 )。
3. 演繹推理之評量

A 操作水準 (operational level) 貫作之前，各發給講義一份，並予講解有關三段論式之

規則與有教式之求法，受試者並瞭解四格式各一，共時四十分鐘。因受試者過去均未學
過三段論式之推理，故此講習做為受試者對此事項之相同學習及對此事項相等習慣強度

( habit strength ,

H) 。

B 實作過程
(1)酌施壓力 (stress)

貫作前，

告以受試者此項演繹推理之結果為期中考成績考核之

一部分，以激發其情緒性之反應(
焦慮狀態與驅力作用 (drive ，

(2)焦慮之減輕

emotional response , re) (Spence , 1958) ,

D)

貫作時，准許受試者查考講義上之姐則與例解，以減輕焦慮(

and Kameya , 1967. Sarason , Davidson , Lighthall , Waite and Ruebush ,
(3) 有教式之推演

~p

Sieber

1960) 。

令受試者根按三段式之規則，推演出有教式，共有二十四式，其中弱

式五個，近似式四個，共題 256格式，貫作時間七十分鐘。

三、結

果

係就受試者 141名與分層玻樣之給果分析之。分層取樣分組後，各組焦慮、智力與有效式之平均
數與標準差，列表如下:

表

各組焦慮、智力與有妓式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別|焦盧高組
l 焦慮低組|焦慮高組|焦盧低組|焦慮高組!焦慮低組
|智力高
| 智力高
|智力中
i
智力中
|智力低祖|智力低祖

組

項|焦智ZIF可~ I ~ !w夏|焦智主 1 焦智吾 J口了

變

平均數

標準差

N

慮力式 1 ，意力式 1 慮力式!慮力式[慮力式 l 慮力式
33
110.6
129.4
112.5
131. 7
111.5
136.7
136.2
121.3
122.6
106.1
104.5
15.51
16.51
9.61
7.41
6.61
8.9:
14.59
... 15.83
:3.34
14.5θ\2.99
6.11
2.62
3.61
1. 25
1. 43
8.04
12.73
4.994.88!
5.06'
3.031
3.845.89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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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所列、各焦嘩高低組間與智力高、中、低組間，其差異均違顯著之水準 (df=18 ，

P<

·但同等焦慮組聞與同等智力組間，均無顯著之差異存在。

.001)

一、變異數分析
茲就焦慮高、低與智力高、中、低組間 (2X3)' 三段論式有教式之求得數，于以變

異數之分析如下:
表二

焦慮高低與智力高中低組間(

2x 3

離均差平方和

變異來源

焦

膚

智

力

)三段論式有放式求得數之變異數分析

自由度

2.01
832.5

1

2.01

2

416.25

焦慮 x 智力

53.63

2

26.82

差

1409.11

54

26.09

總變異

2297.25

59

誤

F

均方

0.08
15.95 ***
1. 03

*** P<.OOl
就此表二之分析而言，潰釋推理並不因焦慮之高低而有差異，但卸受智力高興中低之影響甚

巨，二者間之差異達 P<.OOl之顯著水準，焦慮與智力對於演繹推理未構成顯著之交五作用。
二二、各組間之相五比較:
茲攘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dwards ,

1972) 比較智力各組有放式平均數

差眉之顯著性如下:
表三

直組力
品

K=6 智力各組有教式平均數差距之比較

盧焦(2智
力
)

焦盧(吋智
力

低中

{區組(且

組

平均數
焦智盧高祖
個

6.6

智焦慮力低中祖
個

7.4

焦智慮力{低互祖
相

8.9

‘焦智H力-EA高中祖
個

9'6

力低

....

-=-焦智1膚力:-l高
高組 15.5

6.6

喜揖(4智
)事
組

主融金 揖盧位(組6智高)力 最捏。苦J之
美
顯距

組

(a)**

7.4

8.9

9.6

15.5

16.5

0.8

2.3

3.0

8.9料*

9.9*** R2 =5.30

8.11

1. 5

2.2

8.1**

9.1*** Rs=6.44

8.39

0.7

6.6**

7.6**

14=6.62

8.57

5.6**

6.9**

R5=6.75

8.72

1. 0

R6=6.84

8.83

**(a)P< .01

(b)***

***(b)P<.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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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三之比較可知，智力相等焦種高低組問並無顯著之差異，但智力高焦盧高、低組與智力
中、低焦揮高、低組間，則有顯著之差異 o 各組有效式平均數之大小，依序為:
焦慮低

佳慮高

焦慮高

智力高組(16.5) >智力高組(15.5) >智力中組(

9.6)

蓋房位組( 8.9) >奮勇車組(川〉觀車組( 6.6)
就有效式求得平均數差距顯著性之比較而言，大致可歸為智力高為一組，智力中、低為男一
組，三組聞之差異甚為顯著，但受焦慮商、低之影響並不大。茲圖示如下:

少。

焦慮低祖

喜/[.

4

式

蛋 ，0

---

4戶。

之

'。

.---

有

焦處高祖

軒戶，

求

t

得 15
數|

.1_. . .
‘ O~

I

且_

'O!i"叩

ilG

_

怯。

•

•

-'-

a

I~ 苦

--"---_~____"___1

13ç

， 3~

(4 。

智力程度

園一焦慮高低與智力高中低組間三段論式有教式求得數之比較
就此圖一而言，三投論式有放式之求得數，智力中、低組間，並無顯著之差異;但智力高組

與智力中、低組間，則各有顯著之差異;焦慮高、低在智力高、中、低組間，雖略呈交互現象，但
並不顯著。

三、積差相關

就未經分層取樣，受試者 141名，三變項間，分別求其相關如下:

(1) r 焦曙﹒推理
.fo#~ _ -1*= = .02

(2) r
(3) r

'=-h=一 .03
焦唐﹒智力
.fo#_

Lcn-J-.

-",-,.".

智力﹒推理

=.35

(不顯著)
(不顯著〕

(顯著.

df=139 , P<.OOl )

就未經分層取樣前之相關係數而言，智力與推理間，俱有顯著之相關，其餘則相關甚徵

。此與分層取樣後變異數分析之結果，甚為一致。於此更可證實在焦慮減輕之情形下，三段
論式有教式之推求，主要受智力之影響，受焦慮狀態減輕接之驅力作用不大。
四、討論

就以上結果而論，三段論式有效式推潰之佇業，在可查考講議及倒解情形下，受焦庸之影響不大

，但受智力之影響很大。「泰民顯性焦膚量表」、其項目主要保選自 MMPI 編製而成，用以許量Hull

(1943 )與

Spence (1956) 所指之驅力(

Taylor , 1953 ,

1956) 。即在某種情境下，反應之傾向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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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習慣與驅力之乘讀，
焦慮(

trait-anxiety

( reactive)

E = H x D 0 Spielberger ( 1962 , 1966 , 1972 ,

)與情境性焦唐(

1975) 以焦盧可分為特質性

state-anxiety )。特質性焦慮兵有持續性( chronic) 與激發性

，為一般驅力作用之人格特質;情境性焦廳，則為特定性(

specific

)與鉅暫性(甘甜-

，為特定情壤與經驗而導致之焦慮。「泰民顯性焦盧表」旨在評量特質性焦慮。

sient)

本實驗以「顯性焦慮量表」測得分數之高低，做為特質性焦慮高低之評量，但特質性焦慮是否具
有驅力作用，則規當時情境所兵之威脅性能否激發而定。一般而言，特質性焦慮高者，在威脅與緊迫

(

thr臼tening

and stress )情形下，其焦盧狀態與驅力也較高。故以受試者在「顯性焦膚量表」所得

分數之高低，在酌施壓力情形下，決定其驅力之強弱。
本實驗以焦慮及智力做為自變項，以三段論式有效式之求得數做為依變項，以相等之習慣強度做
為控制變項，以蝶討此間之關係。就 Hull-Spence 所提 E=HxD 之關係而言，若習慣 CH) 維持

相等之強度，則反應傾向之強弱受驅力( D) 之程度，

~ß焦慮之高低而定。結果發現，焦亞軍與推理

間並未有顯著之相關，智力與推理間，則相關顯著。換言之，三段論式有效式之推求不受焦慮之影響

，受智力之高低而定，焦慮與智力對於演繹推理亦無顯著之交互作用。此焦慮之未能影響推理，可能
由於起暫之四十分鐘而欲熟練演繹推理之過程，對於智力中、低者，自非易事，而有猜測推求之情形

;但對於智力高者，則較易，因而盡力推求。故智力自分為智力高者為一組，中、低者為另一組，智
力高組雖有焦唐高、低之分，但智力高者在准許查書情形下，焦慮並無礙其作棠，而智力中低者也無

助於其表現。此或由於「准許查書」之方式抵消了「考試之威脅作用 J '減少焦慮之干擾推理，而由
智力之高低來決定。故有放式之推求，智力高組與中、低組間有顯著之差異(

Spielberger ,

1962) 。

故欲探討焦慮在准許查書情形下與智力對於控雜事項之學習與作業之影響，則對於猜題作答之機

率， 2頁3日限制，使作業純受習慣強度，也 ~ß學習程度來決定。復雜事項、初習作時，由於錯誤性反應
常大於正確性反暉，故焦慮高者劣於焦慮低者，但後期之作業，則專項已熟練，焦慮高者反優於焦慮

低者(

Gaudry and Spielberger ,

1971) 。惟從驅力說( Drive 由eory )預測復雜事項立學習與作

業，個別智力上之差異，讀加注意。

五、總結
本實驗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焦唐與智力對於演繹推理之影響。據 Yerkes-Dodson Law 所述

，學習以適度之激發狀態( arousal) 為宜(
力說(

Drive theory)

Levitt , 1967; Hamilton , 1975)

0

Hull-Spence 之驅

，則以習慣強度相等，簡易事項作業之優劣，取決於驅力之高低;至控雜事

項，則因正誤反應競爭之故，始作時，不利於焦慮高者，終結時，因事項巴熟練，故刺於焦慮高者(

Spence and Spence , 1966; Spielberger ,

1966)

。惟從驅力說以預測控雜事項之習作，智力上之

差異，必須注意。
Taylor 攘 Hull-Spence 之驅力說，從 MMPI 選擇測驗項目(

( Taylor , 1953)

items

)編製「顯性焦慮量表」

，以測量特質性魚憊，但並非作業時之驅力狀態。故必須酌施壓力激發特質性焦慮

為焦慮狀態，始成為當時之驅力。

本實驗以演繹推理之實作，做為考試成績之一部分，同時，准許查書以推求， l!ß激發為焦慮狀態

焦慮減輕作用與智力層次對於演繹推理之影響

一緬力，接予減輕，使受試者不因焦慮高而妨礙其記憶，干擾其作業。(

Sinclair ,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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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er and

Karne闕，

1967;

)。結果發現，智力高者優於智力中、低者，而焦慮之影響並不大;智力高者間，並不

因焦慮之高低而有優劣之分(

Spielberger ,

1966) 。各組問演繹推理之結果，雖依序為:

焦膚低組>焦慮高組>焦盧高組>焦慮低組>焦慮低組>焦盧高組
智力高

智力高

智力中

智力低

智力中

智力低

但是，智力高焦盧高低組間，以及智力中低焦盧高低組間，並無顯著之差異存在。同時，焦慮與

智力間，也未呈顯著之交互作用。智力高焦慮高低組與智力中 fß:焦慮高低組間，則星顯著之差異。
故以競爭性反應是由焦膚所促發，但若能減輕此焦慮，則習慣相等，其推理依學習者智力之程度
而定(但設一)。若競爭性反應是由專項所引發，則焦慮減輕，習慣強度相等，智力高者優於智力低者
(假設二)。但何以智力中低程度者，不因焦慮之高、低與智力之不同而有顯著之差異?其故在於演

繹推理之學習，智力中、低忽者非土豆暫之四十分鐘得以熟練其求法，智力中、低者所學習之程度不如
智力高者，因而智力中、低組自成一組;加以有猜測作答之可能，遂使智力中低組間，無顯著之差異

存在。故欲從焦慮與智力預測復雜事項之學習與作業，則學習者之焦盧減輕與否、智力之高低、熟練

之程度及事項本身難度，均讀適當的控制。

據上所述，於學業輔導上，若欲避免試測時，焦慮之妨礙記憶、干擾作業，對於高層認知作用之
考核，准許查書.w，可採行。其次，若欲學習者避免猜答，認真作業，則學習之事項宜適合其智力，

對於共同必修之科目，可讓其智力之高低，分組授受(

1962

Phi11ips et a1., 1972; Spielderger et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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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ANXIETY RELIEVING AND INTELLIGENCE
ON SYLLOGISTIC ARGUMENT

YAU-HUANG HUANG

ABSTRACT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when the habit strength was kept constant and drive state

間，

duced , the response tendency would be 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ce. 1n this experiment , the
habit strength as a controlled variable was kept equal by the subjects' reasoning with each of
four figure-moods without error as the criterion ,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anxiety and
intelligence-were measured with the MAS and the Revised AGCT , respectively. Anxiety as
an emotional reaction was aroused under the intstruction that the result of valid syllogistic
arguments would be used as a midterm's evaluation; however , it was relieved by permitting
the subjects to consult the text during the

co叮se

of reason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valid syllogistic arguments rnade were no sl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intelligence ,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igh anxiety and
the low anxiety subjects with the same range of intelligence. But there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igh intelligence and the middle range of intelligence subjects , and
between the high intelligence and the low intelligence subjects , irrespective of their anxlety
levels.

As predicted , in the condition of anxiety relieving , the deductive reasoning was

determined by the

subje呦，

intelligence when the habit strength was under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