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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同學習」能提升學習效益，其導因於心理上的彼此支持與互動，並提升學
習者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學習情境中，認知歷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過去
研究中發現共同學習時能提升記憶互助行為，且心理距離愈近，互助行為會愈
明顯。然而，其心理距離的操弄仍停留在物理距離的層次，本研究旨在更進一
步探究團體中親疏關係不同、對任務目標的認知如何調節記憶互助行為。本研
究有兩個實驗：實驗一為複製記憶互助現象的經典實驗，以檢驗記憶互助現象
的穩定度，結果發現當自己與他人的心理距離較遠時，自己不會去注意他人負
責的任務，但是當自己與他人的心理距離縮短、他人就在自己身旁時，自己會
不自覺地注意且記憶對方的任務，也不會降低對自己任務的記憶量。實驗二進
一步加上操弄參與者間的關係親密程度來改變其心理距離，以檢驗心理距離對
記憶互助行為的調節效果，其結果為：無論學習情境為單獨或共同，兩人關係
親密度為低度時，回憶自己負責類別的數量最高，高於回憶他人類別，再高於
回憶無人類別，而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對方就在自己身旁，且提升兩人的關係
親密度為中度時，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量會明顯增加，再提升兩人的關係親
密度為高度時，可以發現，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量大幅增加至與回憶自己類
別的平均數量相同。

關鍵字：共同學習、記憶互助、學習歷程、親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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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an be enhanced by “learning together” which results from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while elevating learners' senses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plays a vital role in learning
situation. Acting together affects the incidental encoding of information. Learning
with the other can enhance memory performance are well established: we
remembered not only our own learning contents, but also other’s contents. In addition,
the closer there is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 more obvious there is the mutual
memory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till focuses on the physical distance. As a conseque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further what it was of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intimacy or
closeness between two participants regulating memory performance. There were two
experiments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Experiment 1, we aimed to replicate the classic
experiment of mutual memory aid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stability of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aid. The results find that wh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is far, “self” can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task that the
other is responsible for; wh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shortens,
“self” will unconsciously remember and bring the other's task to their attention while
not reducing the amount of their own task. Experiment 2, to further add the
manipulation of “two-participants’ intimacy” to change their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whether the learning situation is “alone” or “together,”
when the “two-participants’ intimacy” is low, “self recalls” will reach the highest
average number of “self-own category,” even higher than “the-other category” and
“no-one category”; when the two participants are learning together with their in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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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raised to medium, the average number of “the-other category”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hen the “two-participants’ intimacy” is raised to maximum, the results
observe that the average of “the-other category” will increase greatly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average of “self-own category.”

Keyword: Learning Together, Mutual Memory Aid, Learning Process, In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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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傳統體制內的教育方式多是以個人學習為主，考試也是如此，例
如從國小、國中一路升學到高中，考試測驗往往是老師發下考試卷，學生一人
一張各自完成，學習與測驗大多是單獨進行，且同儕之間彼此常處於競爭狀
態。然而，人類是社群動物，多數的時間中，我們都須與其他人互動、合作，
因此人際之間彼此的影響成為心理學中一個重要的議題：過去研究發現他人的
存在對個體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早在 1950 年代，心理學家即試圖對人類行為傾
向做出預期，Hull（1943）及 Spence（1956）認為人類行為傾向是由個體習慣
強度及一般性動機所造成的加成性結果。Hull 利用數學公式來描述人類行為的
結果，認為行為傾向是個體習慣強度和一般性動機的函數，E = f (H × D)，其中
E 是導向某行為的趨勢（excitatory potential toward a behavior）、H 是習慣強度
（habit strength）、D 是一般性動機（generalized drive）。其中，Hull 以動機理論
（drive theory）來了解人類的行為傾向，特別強調一般性動機的重要性，一般
性動機會受到社會、生理、行為或認知等許多因素所影響。因此，他人存在與
否亦會影響一般性動機，當他人出現時，個體的自我優勢傾向會被強化，進而
影響行為表現（Zajonc, 1965）。Zajonc 的實徵研究直接驗證了這個推論：在一
般單獨作業的情境中，執行簡單的任務時，個人優勢傾向能導向正確結果；在
執行困難的任務時，個人優勢傾向則有較高的機會導向錯誤的結果。而當他人
出現時，自我優勢傾向受到強化，於是維持了簡單作業的正確率，但卻降低困
難作業的正確率。這彰顯了他人的存在對個人心理歷程的影響，並會改變最後
的行為表現。自 Hull（1943）提出上述的動機理論後，社會心理學家開始關注
這些會對動機造成影響的複雜因素。Aiello 與 Douthitt（2001）提出社會促進整
合模型（social facilitation integrative model）將這些複雜的因素整合起來，如圖
1。在此模型中亦關注他人存在對個體行為表現的影響力，研究者認為若能有效
地利用這樣的影響力，則能促進學習成效，亦能增加團隊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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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iello 與 Douthitt（2001）提出之社會促進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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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人的存在會對我們的行為產生影響外，他人的行為亦會對我們產生
影響。在神經生理證據上，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是人類模仿學習的基
礎。透過觀察鏡像神經元的活動，即可發現他人的行為對個體在神經活動層次
上的影響（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在 Atmaca、Sebanz 與 Knoblich
（2011）的研究中，要求兩位參與者各自負責偵測 HK 或 SC 兩個英文字母，
螢幕中會連續顯示不同的英文字母，當自己需負責偵測的字母出現時，參與者
須盡快按鍵。結果發現當參與者與同伴一起進行偵測作業時，偵測字母的反應
速度會比單獨進行偵測作業時更快。這顯示與他人共同執行任務會影響我們的
表現。群際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影響包羅萬象，許多研究都展現了他人對個體行
為表現的影響：當個體觀察他人執行某個動作時，個體就會更傾向於執行該動
作（Prinz, 1997）、個體會傾向注意同伴所注意到的訊息（Eilan, Hoerl,
McCormack, & Roessler, 2005；Schuch & Tipper, 2007），而此現象從九個月大的
嬰兒身上就可以被觀察到（Mundy & Newell, 2007）、會因自身與同伴的專業領
域不同及任務分配不同而影響記憶（Giuliano & Wegner, 1985）、為了共同目標
而調整自身的行為（Knoblich & Sebanz, 2006）。
在上述諸多的證據中均顯示：人際間彼此緊密的連結將對個體的許多面向
產生影響。因此，近年來在教育領域中，單獨學習的學習方式逐漸改變，透過
與他人共同學習來增進學習成效的實作方案與研究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研究指
出「共同學習」（learning together）有助於學習成效（王金國、張新仁，2003；
Johnson, Johnson, & Stanne, 2000），共同學習是 1981 年由美國 David W. Johnson
與 Roger T. Johnson 所定義的一種共同學習法，指兩位以上的學生為達成共同的
目標而一起工作的活動，主要特色在於強調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面對面增益性的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個
人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合作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及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等五大基本要素，積極互賴表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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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擔團體工作彼此相互信任的感覺，他們會為了整個團體的利益而意識到
必須把自己的部分做好，也就是說，為了完成小組的任務，較低成就的學生會
為了整個團體的利益而更努力、較高成就者也會為了小組的目標而幫助其他組
員完成小組的工作；面對面增益性的互動常發生在組員們討論問題時的意見交
換中，學生們相互幫助可使彼此更了解整個學習教材；個人責任表示在共同學
習團體中，每位學生都會有各自所負責分擔的學習材料，對於自己的範圍是一
種責任；合作技巧為培養學生在團體中如何有效地與人溝通、彼此尊重與信
任、尋求協助、解決衝突等，當學生們共同分享學習的責任時，就必須能夠互
相鼓勵以求完成指定的任務；團體歷程是指學生們必須思考團體工作應該如何
進行並思考如何合作可以增進團體的效能。後續研究者們多沿襲這個定義，以
這五個要素作為判別共同學習與否的重要規準（王金國，2002）。共同學習的好
處已在許多研究中被驗證，以下將回顧過往研究中針對共同學習的探討。

有別於以往的學習模式：共同學習
蔡姿娟（2004）與王慧明（2016）研究發現，共同學習對國中生學習化
學、高三生的英語閱讀與理解都有助益。在教案中，一開始由老師教授應有的
知識後，提供經設計過關於課程的學習單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回答問題。過程
中，教師將從旁協助，並鼓勵組內同儕互動彼此討論。組內成員須為了共同目
標一起合作，從中習得各種技能，彼此提升學習動力。結果發現，這樣團體共
學的歷程有助於達成個人和團體的學習目標，同時也可以增進學習動機低落者
的自信。學生間的共同學習可以促進思考、學習與成長，因為年齡相近，其基
本發展運作類似，因此彼此協助的團體學習，相較於個別學習的表現來得更
好。
不僅年齡相仿的學習者能從共同學習中獲益，不同年齡組成的學習團體亦
能從中獲益，因此共同學習近年來亦被擴展為跨齡共學。王百合、楊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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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與陳毓璟（2014）的研究中發現：藉由讓高齡者與年輕世代在不同情
境中進行互動，能提供世代間的接觸與互相了解的機會；同時能夠彼此關心、
鼓勵、互動、溝通、分享與合作，以減少兩個世代間的生活經驗與思想觀念的
歧異，並達到有意義的學習與社會經驗交流。這樣透過跨世代間彼此互動、交
換想法的模式來增進世代間的了解被稱為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該學習方式盛行於高齡學習的方案中。Lohman、Griffiths、Coppard
和 Cota（2005）的研究指出，代間學習提供年輕世代一個從歷史觀點了解社會
的演變的機會，進而更能理解不同世代的價值及信念，降低年輕世代對於高齡
者的刻板印象；高齡者也能從年輕世代身上學習到未曾接觸過的新事物，這樣
的代間互動對高齡者及年輕族群均有益處。在 Lohman 等人（2005）的研究
中，由讓年輕世代及早認識醫療保健的概念出發，在長照中心主任及治療師舉
辦代間讀書會，書籍挑選關於老少病學的專業醫療知識，由 60 名職業治療學生
主動在社區及長照中心邀請高齡者參加，四位年輕人和四位高齡者為一組，藉
由年輕世代與高齡者共同閱讀書籍及討論其內容，製造跨世代學習機會、促使
豐富交流，使原本因為身體不便不太願意參與的高齡者在活動的進行中敞開心
胸與年輕世代溝通、分享，這種代間的接觸可以活化高齡者的語言表達，同時
年輕世代能從中學到高齡者過去的生命經驗及認識生命周期的轉變。
共學除了可以運用在不同年齡的學習場域中，亦可應用在不同角色的互動
學習裡，例如：親子共學（黃富順，2003），親子共學是指父母與孩子聚在一
起，針對主題或任務，透過互動來進行學習活動，並進而達到共同成長及潛能
激發的目的。研究已顯示提供動手作和有意義的學習情境，搭配家長參與的共
學計畫，能夠提升學童的閱讀成績（Sema, 2012）。甚或是延伸及精進現有的學
習環境，例如：翻轉學習（黃國禎，2016），翻轉學習是指透過教師錄製教學影
片，讓學生在家自學，利用原本在課堂講課的時間，移到課前在家中完成；而
在家寫作業或應用知識的時間，則移至課堂中，在教師的陪伴、同學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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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翻轉的主要概念，是將課堂授課的部分時間，透過影片的方式，與學
生在家中做作業的時間交換，在這樣的學習情境中亦強調合作的重要，讓學生
在課堂中有教師及同儕為伴的情況下應用知識。透過這樣的方式，不僅讓不同
程度的學生可以依據需要記憶及理解授課內容，更發現可以解決他們在應用知
識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時，在課堂完成作業及應用知識的過程中，更可以促
進師生及同儕的互動。
共同學習不只可以運用在教學現場，亦能應用在工作職場中。現今愈來愈
多工作任務是以團體績效為最終目標，不再只是關注於個人表現，同時自己與
團體中的同伴產生歸屬感與榮譽感，團隊合作時工作不是僅靠自己單獨一人完
成，而是可以由擅長不同領域的人，彼此分享能力來達到成果最大化（Farh,
Seo, & Tesluk, 2012）。
承上文獻所述，共同學習為學習者帶來諸多益處，包含提升學習興趣與動
機（王千倖，1997）、轉換學習角色（黃詠仁、王美芬，2009）、建立關係（鄭
家茜，2015）、降低與之共學者的刻板印象（Lohman et al., 2005）等。然而，若
回頭重新思考學習的本質，仍無法脫離對認知歷程的關注，因此須思考共同學
習在學習歷程中對認知助益的可能性。認知心理學家將人的認知歷程看作是一
個黑盒子，在刺激輸入與輸出間進行的處理（Geiger & Newhagen, 1993）。這個
處理過程包含對外在環境刺激的知覺、選擇、注意、記憶與使用。與他人一起
學習是否會對這個認知歷程產生影響？則是一個較少被關注的議題，以下將針
對共學對認知歷程的影響進行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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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學對學習認知歷程的影響
請試想以下敘述的一個情境：原本你就非常喜歡烹飪，最近對於一些烹飪
書籍感到非常有興趣，因此上網搜尋並記錄下書名。當你抵達書店門口時，遇
見正從書局走出來的朋友，這位朋友跟你說他最近突然對室內設計非常感興
趣，也買了一些有關於室內設計的書並向你介紹書中特色、讓你翻閱。之後，
當你走進書店正在尋找烹飪類書籍時，可是你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被室內設計
裝潢的書籍所吸引，即使你對室內設計一點也不感興趣。在這樣的例子中，即
便他人所關切的訊息與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並沒有關係，但他人所關切的訊息
仍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而曾吸引過注意力的訊息會進一步增進記憶表現
（Belopolsky, Kramer, & Godijn, 2008）。這個例子就展現了他人的存在對認知歷
程的影響。Eskenazi、Doerrfeld、Logan、Knoblich 與 Sebanz（2013）的研究中
也檢驗了與他人共同執行記憶任務是否會影響自身的記憶表現。2013 年
Eskenazi 等人的研究中要求和兩名參與者一起完成刺激偵測作業。刺激偵測作
業中，螢幕上將會接續出現許多圖像刺激，當刺激出現時，若符合自己需要偵
測的刺激類別，參與者需按鍵反應。兩位參與者於偵測作業前會被分別分配到
不同的類別刺激。例如：其中一名參與者會被分配偵測一種類別的刺激（例
如：蔬果類），另一名參與者被分配偵測另一種類別的刺激（例如：動物類）。
分配到蔬果類的參與者，僅需對螢幕中出現的蔬果刺激進行按鍵反應；分配到
動物類的參與者，僅需對螢幕中出現的動物刺激進行按鍵反應。刺激偵測作業
結束後，參與者被要求寫下剛剛螢幕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不分類別的刺激。結
果發現參與者對自己所分配到的類別記憶最佳，其次是同伴所分配到的類別，
最後則是兩人都不需偵測的類別刺激。這個結果顯示在與他人共同進行任務
時，我們會受到同伴所影響，自然的展現出記憶互助的效果。
上述記憶互助的現象是源自於兩人共同執行一項任務而致，兩人共同執行
同一項任務被稱為「任務共享」（task sharing）。任務共享不僅影響了認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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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記憶（Eskenazi et al., 2013），亦對刺激偵測產生影響（He, Lever, &
Humphreys, 2011）。在 He 等的研究中要求兩位參與者一同執行刺激偵測作業，
兩人負責偵測不同的目標物，結果發現當同伴須注意的目標物出現時，自己會
受到影響而減緩自己的反應速度。任務共享現象相當穩定，即便同伴並不在自
己的身旁，或無法即時觀察到同伴的行為，只要自己的心中與共同參與者有一
起行動的信念，任務共享就能對人產生影響（Ruys & Aarts, 2010; Atmaca et al.,
2011）。例如：在 Ruys 和 Aarts 的研究中，成對參與實驗的參與者身處於不同
房間利用電腦進行任務，兩人彼此知道有另一個同伴與自己一起進行任務，且
會從螢幕上看到對方的反應結果。結果發現，有同伴的參與者的反應速度會快
於單獨參與實驗的參與者。
由上述文獻可以發現，當與他人共同執行任務時，我們的認知歷程會受到
影響。包含了增加對他人負責刺激的偵測與注意（He et al., 2011），亦會增加對
他人負責訊息的記憶（Eskenazi et al., 2013）。這類因著與他人共同執行任務而
產生的改變，源自於對他人負責訊息的意識，進而自動化地增加關注所致。當
提升了對他人所關注的訊息的注意後，記憶隨之提升，以至於除了記住自己需
記憶的訊息外，亦會記住他人需記憶的訊息，以下將此效果稱為記憶互助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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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距離的調節效果
在任務共享情境中，認知歷程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例如：記憶互助效果。但
個體與同伴間的關係是否會調節這個現象？個體與同伴間的關係可以用心理距
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來表徵，心理距離是指個體所認知到與其他人、事物、
時間點之間分隔的距離（Liberman & Trope, 2014）。心理距離始於解釋水平理論
（Construal-Level Theory, Liberman, & Trope, 2014），解釋水平理論認為：時間距
離、空間距離、社會距離、機率均會影響人們對於事物的認知和決策。例如：心
理距離影響對食物的感受（Boothby, Smith, Clark, & Bargh, 2016）。在 Boothby 等
學者的研究中，讓兩位參與者一起在同一個房間內品嘗巧克力，這兩位參與者在
品嘗巧克力前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互動過。結果發現，若兩位參與者在品嘗巧克
力前曾經有短暫的互動過，則會增加他們對巧克力美味度的評價。
心理距離除了對感受產生影響外，亦對記憶建構的過程產生影響（Smith &
Trope, 2006；Fukukura, Ferguson, & Fujita, 2013）。在 2013 年 Fukukura 等人的研
究中，參與者被要求作一個關於購買汽車的決策。參與者被告知需想像要在明天
或明年購買（實驗一 a）、到遠地購買或在當地購買（實驗一 b），並從四輛汽車
中選出一輛。在決策前，參與者會先後依隨機順序看見四輛汽車在各種性能上的
訊息，此訊息量非常大，超過參與者可以記憶的數量。看完所有訊息後，參與者
需選擇欲購買的汽車。結果發現，心理距離會影響參與者的決策品質。當心理距
離較遠時（明年購買、需到很遠的地方購買），參與者的決策品質較佳；當心理
距離較近時（明天購買、於當地購買），參與者的決策品質較差。研究者認為，
心理距離影響了記憶建構的歷程，進而對決策產生影響。
心理距離會調節人的認知和決策，那其對於記憶互助現象是否會產生影響呢？
在 Wagner、Giesen、Knausenberger 和 Echterhoff（2017）的研究中，採用與 Eskenazi
等人（2013）相似的實驗程序，參與者需成對進行刺激偵測作業並進行記憶測試。
唯一的差異在於，兩位參與者被要求在同一間房間共同使用同一台電腦、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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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房間各自使用不同電腦、在不同房間同時進行實驗。結果發現物理距離會調節
記憶互助現象，亦即當兩人相隔的物理距離近時，對同伴負責偵測的刺激類別記
憶表現會高於兩人相隔的物理距離遠時。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以物理距離來隱
喻兩人間的關係，若兩人關係越親近，則越會彼此影響；若兩人關係越疏遠，則
彼此影響的程度將大幅降低。這個研究展現了心理距離對共學時的記憶互助行為
的調節效果。然而，在 Wagner 等人（2017）的研究中利用改變物理距離來操弄
心理距離，在此研究中所建立的前提假設是物理距離的遠近能夠絕對地表徵心理
距離的疏離和親密，亦即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的關係為必然存在。但物理距離並
非操弄心理距離的唯一因素（Halamish & Liberman, 2017）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
目的即是要回到心理距離的本質，藉由改變參與者間的親疏程度關係來做為心理
距離的指標，進一步檢驗心理距離對記憶互助行為的調節效果。此目的將透過實
驗二進行異法同證，實驗二直接操弄任務共享時兩位參與者的關係，來改變心理
距離，分別有三種不同親密程度關係的參與者，分別為高度親密關係、中度親密
關係、低度親密關係，藉以檢驗心理距離對記憶互助行為的調節。
Wagner 等（2017）的研究為心理距離的調節效果提出了支持性證據。然而，
跳脫出個人層次的心理距離知覺上差異，在不同文化下對人際間心理距離的知覺
亦有所不同（Triandis, Bontempo, Villareal, Asai, & Lucca, 1988）
。個人主義和集體
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是文化層級中的一個維度，每個文化都在
這個連續的維度的兩端中被定位，這兩端分別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Hofstede,
1980；Hui, 1988）。集體主義傾向者對合作夥伴的關注高於個人主義傾向者，集
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反映參與者將自己視為社會成員的程度，集體主義傾向者較
個體主義傾向者能接受群體價值觀和規範，多以團體目標為優先考量；個體主義
傾向者則認為自己與他人聯繫是疏遠、鬆散的，並選擇自主獨立，多以個人目標
為優先考量（Hofstede, 1980；Triandis et al., 1988）。在人際距離上，在個體主義
文化中，自我是獨立的，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的（Hofs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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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d, 1984；Markus & Kitayama, 1991）。在這樣的文化特性差異下，會產生不
同文化下的群體對心理距離的評估不同，在相同條件下，集體主義傾向者所知覺
到的心理距離會較個人主義傾向者緊密。若心理距離會調節記憶互助現象，而僅
在心理距離近時較易受到同伴的影響，則會預期集體主義傾向者的記憶互助效果
較個人主義傾向者明顯。然而，在 He 等（2011）的研究中，雖看到不同文化傾
向在記憶互助行為上的差異，他們發現在個人主義文化下（英國參與者）的記憶
互助效果較集體主義文化（中國參與者）高。He 等人認為，這是因為集體主義
文化下的參與者因心理距離較緊密，曾經共享經驗、觀點和目標會對彼此產生較
高的信任感（trust）（Brewer & Kramer, 1985; Brewer & Yuki, 2007）。若對同伴的
信任感較高，則我們投注於同伴所負責任務的注意力或神經資源會減少，進而降
低記憶互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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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實驗一的目的在確認 Eskenazi 等（2013）的實驗程序是否能穩定地觀察到
記憶互助現象。實驗一為複製 2013 年 Eskenazi 等的實驗，來檢視個體在獨自
執行任務（單獨學習情境）或是與他人共同執行任務（共同學習情境）時的記
憶互助現象。實驗後參與者須評估與之共同學習者之各項感受程度。

方法

參與者。本實驗共招募 24 名自願參與者，參與者與實驗同謀者為相同性
別，均為女性，平均年齡 26.8 歲（標準差 7.56）。參與者與實驗同謀為實驗前
互不認識的陌生人。參與者為裸視或矯正後視力正常，且能理解測驗說明。每
位參與者在實驗前均簽署實驗同意書，實驗結束後每人可獲得新台幣一百五十
元作為實驗報酬。

實驗設計。本實驗為主要操弄有二：學習情境（單獨學習情境∕共同學習情
境）× 刺激偵測項目類別（自己類別∕他人類別∕無人類別）。在單獨學習情境
中，參與者須單獨進行刺激偵測作業，自己一人單獨使用一台電腦與鍵盤來操
作；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參與者須與實驗同謀共同執行刺激偵測作業，兩人一
起同時使用同一台電腦與鍵盤來操作。偵測項目類別分為三種：自己類別指的
是自己負責偵測的刺激類別（例如：水果類）、他人類別指的是實驗同謀負責偵
測的刺激類別（例如：家用品類）、無人類別則是指無人負責偵測的刺激類別
（例如：動物類）。三種類別將平均分派到三種情境中。
此二因子均為參與者內設計，每位參與者均須經驗到單獨學習及共同學習
兩種學習情境，其經驗順序採對抗平衡，有一半參與者先進行單獨學習情境，
另一半參與者先進行共同學習情境。每位參與者在學習階段中均於螢幕上看見
三種不同的刺激類別，螢幕一次出現一種類別，隨機順序呈現。

實驗材料。使用刺激呈現於 17 吋 VS229NR 液晶螢幕顯示器上並使用 E12

Prime 軟體（Psychology Software Tool Inc.）編寫實驗程式。刺激項目的部分，
詞彙字體大小為 2.1×2.1°、字體顏色為黑色、螢幕背景為白色、詞彙置於螢幕
正中央、皆為中文雙字詞（根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之現代漢語語料庫詞
頻統計，三種類別的詞彙詞頻沒有差異），共計 192 個雙字詞詞彙。192 個詞彙
分為兩組，在單獨刺激偵測作業及共同刺激偵測作業中各會呈現不重覆的 96 個
詞彙刺激，而 96 個刺激中包含動物、蔬果與家用品三種類別（例如：動物類有
斑馬、兔子、黑熊；蔬果類有香蕉、西瓜、櫻桃；家用品類有冰箱、電鍋、時
鐘等）
，對每位參與者而言，有三分之一的項目需要按鍵作回應（自己類別）、
三分之一的項目不需回應（他人類別）、三分之一的項目是兩位參與者皆不需回
應（控制類別，無人負責的類別）。換句話說，在單獨學習情境條件中時使用
96 個詞彙，則在共同學習情境條件時使用另外 96 個不重覆的詞彙。刺激偵測
作業完成後，每位參與者均須評估與之共同學習者的感覺（信任程度、溫暖程
度、能力）與親疏程度之七點量表，量表由研究者自編，如附錄一。

實驗流程。本實驗流程修改自 Eskenazi 等（2013）的實驗程序。參與者簽
署實驗同意書後，每位參與者均與同一位實驗同謀成對進行實驗，實驗共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單獨學習情境階段，參與者須一個人單獨進行刺激偵
測作業。兩位參與者會被告知分別須偵測不同種類的刺激類別（例如：參與者
A 須偵測蔬果類的刺激、參與者 B 須偵測動物類的刺激），並坐在不同的位置
（無法看見另一位參與者）、使用不同的電腦進行刺激偵測作業。刺激偵測作業
中的每個嘗試一開始螢幕上會顯示一個十字形符號 500 毫秒，接著呈現中文雙
字詞詞彙刺激，每個詞彙在螢幕上會顯示 1500 毫秒。每當出現參與者自己應偵
測的刺激時，參與者須盡量快速且正確地按下按鍵。例如：參與者 A 負責偵測
蔬果類別，當看見關於蔬果類的雙字詞詞彙刺激時須盡快按下 Z 鍵；參與者 B
負責偵測動物類別，當參與者 B 看見關於動物類的雙字詞詞彙刺激時須盡快按
下 M 鍵；當電腦螢幕呈現無人負責偵測的刺激類別–家用品類時，參與者 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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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 B 皆無須按鍵反應。
第二個階段是共同學習情境，參與者須與另一位參與者一起進行刺激偵測
作業，在這個階段中兩位參與者需使用同一台電腦及同一個鍵盤進行和第一階
段相同的任務。第一個階段與第二個階段的順序為對抗平衡設計，有一半參與
者先進行單獨學習情境，另一半參與者則會先進行共同學習情境。
第三個階段為意外記憶測試，兩位參與者會被要求回憶剛剛電腦螢幕上出
現過的所有雙字詞詞彙刺激（在單獨學習情境和共同學習情境中的自己類別、
他人類別和無人類別），須在五分鐘內於白紙上盡可能地寫出所記得的刺激，作
答時兩位參與者各自作答，彼此不會看見對方。實驗一進行流程如圖 2 所示。

圖2
實驗一流程圖

結果與討論
針對學習情境是否影響記憶表現，在最後的意外記憶測試中，不同學習情
境下參與者對回憶不同類別項目的記憶表現如圖 3。本研究以二因子相依樣本
變異數分析來分析情境（單獨學習情境、共同學習情境）、回憶類別（自己類
別、他人類別、無人類別）對記憶字詞平均數量之效果，結果如圖 3。結果發
現：學習情境的主要效果不顯著，F (1, 23) = .17，p = .69，ηp2 = .01；回憶類別
的主要效果顯著，F (2, 46) = 70.74，p < .001，ηp2 = .76，Scheffe 事後比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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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回憶自己類別（M = 5.85, SD = 2.75）顯著大於回憶他人類別（M = 2.80, SD
= 1.63）（p < .001），也顯著大於無人類別（M = 1.44, SD = 1.41）（p < .001）；回
憶他人類別與無人類別則沒有顯著差異。最重要的是：學習情境與回憶類別的
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 (2, 46) = 5.076，p = .01，ηp2 = .18。實驗一的結果和
Eskenazi 等（2013）的實驗研究有相同的發現：回憶他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在
共同學習情境中（M = 3.38, SD = 1.66）高於單獨學習情境中（M = 2.21, SD =
1.38），p < .05。回憶自己類別及無人類別時，不同學習情境沒有顯著差異，p
> .05，實驗一各細格描述統計資料及情境×記憶類別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
表 1、表 2。

圖3
不同學習情境中各類別的記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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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實驗一各細格之描述統計
情境/

單獨學習情境

共同學習情境

記憶類別

M (SD)

M (SD)

自己類別

6.37 (3.11)

5.33 (2.25)

他人類別

2.21 (1.38)

3.38 (1.66)

無人類別

1.71 (1.48)

1.17 (1.30)

表2
實驗一學習情境×記憶類別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情境

.69

1

.69

誤差(情境)

96.31

23

4.19

類別

491.51

2

245.76

誤差(類別)

159.82

46

3.47

情境*類別

32.18

2

16.09

誤差(情境*類別)

145.82

46

3.17

F

p

ηp2

0.17

.688

.01

70.74

< .001

.76

5.08

.010

.18

MS

此外，我進一步觀察對共同學習者的知覺是否影響記憶互助現象。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3。結果發現：覺得共同學習者越溫暖，對單獨學習
情境中自己類別的記憶表現越好，r = .48, p = .02。會有這樣的發現有可能的原
因是因為人與生俱來都期望自己在陌生環境或面對陌生人時可以得到好的對
待，且當自己感覺到對方溫暖時會給予自己力量或類似勇氣的內在能量，因而
在單獨學習情境時，自己會更專注且認真在自己的類別任務上。其他包含：信
任、溫暖、有能力、親疏程度與不同情境下的記憶表現均無顯著相關。而覺得
共同學習者越溫暖、越有能力，與值得信任感正相關（溫暖與值得信任：r
= .44, p = .03；有能力與值得信任：r = .89,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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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實驗一對共學者的知覺與各情境中記憶表現之相關矩陣

*

平均數

標準差

1

1. 信任

5.71

1.63

–

2. 溫暖

5.17

.92

.44*

–

3. 有能力

5.75

1.36

.89**

.35

–

4. 親疏程度

3.63

1.24

-.36

.12

-.26

–

5. 單獨學習情境_自己類別

6.38

3.12

.11

.48*

-.12

.18

–

6. 單獨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

2.21

1.39

-.03

.04

-.18

-.12

.11

–

7. 單獨學習情境_無人類別

1.71

1.49

-.09

-.09

-.21

-.11

.47*

8. 共同學習情境_自己類別

5.33

2.26

-.08

.01

-.13

.28

9. 共同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

3.38

1.66

-.12

-.07

-.07

10. 共同學習情境_無人類別

1.16

1.31

.07

.05

.00

p < .05

**

p < .01

***

2

3

p < .001

17

4

5

6

7

8

9

.35

–

–

–

.24

.02

-.03

–

–

-.06

.19

-.26

.15

-.05

–

-.06

-.11

.34

.05

-.01

.13

由以上結果可以觀察到：學習情境的不同，他人的存在、任務會對於自己
的記憶有所影響，也產生記憶互助的現象。實驗一能觀察到記憶互助現象，利
用不同的學習情境來表示心理距離，當自己在獨自執行任務（單獨學習情境）
時，自己對於他人所負責的任務不會特別注意，但當他人在自己身旁（共同學
習情境）時，雖然只是在彼此身邊可是各自都有自己應負責之不同的任務，但
是自己卻會不自覺地對於自己身邊的人所負責之任務有所注意，而提高對他人
任務的關注度，進而影響到自己的記憶。
然而，在實驗一中只以單純執行任務的情境來解釋心理距離，但人際之間
的互動、情感的深淺不是僅有以是否在彼此身旁就能完全表示心理距離的遠
近。例如：在班上的普通同學和在別縣市的多年好友，他們分別在自己內心的
重要程度肯定有所不同，自己與多年好友的心理距離不會因為對方在別的縣市
而低於自己與班上的普通同學。因而，自己在做出抉擇或是進行某行為的表現
就會有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會是因為自己與他人之間親疏關係程度的高低。但
是，利用物理距離的遠距是無法清楚且客觀表示人際之間的心理距離，在實驗
一中無法得知影響學習歷程中記憶互助的表現是否會因為親疏關係的差別而改
變。因此，接下來實驗二的設計中將結合操弄學習情境及親疏程度的關係，來
更細膩地去檢驗當人際間不同的學習情境及親疏關係時，是否會影響共同學習
時學習歷程中記憶互助行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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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Eskenazi 等（2013）研究發現心理距離會調節記憶互助現象，而該研究實
驗是以改變物理距離的遠距來表示心理距離，結果發現當自己與他人的距離愈
靠近時，自己愈會去參與、幫助他人所負責之任務（因而增加自己對他人任務
的記憶程度），同時並不會降低對自己應負責之任務的反應與表現（即使自己不
認識對方）。然而，該實驗操弄仍侷限於物理空間的層次，因此，實驗二的設計
目的將會直接操弄兩位參與者間的親疏關係，以改變心理距離，藉此觀察親疏
關係程度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共同學習中記憶互助現象。

方法

參與者。本實驗共招募 74 位自願參與者進行實驗，每次實驗為成對進行，
且兩位參與者填答感受問卷量表之親疏程度分數區間在 1-2 分，會被分類為低
度關係親密度（陌生關係組：親疏程度分數平均為 1.54 分），共 24 人；填答感
受問卷量表之親疏程度分數區間在 3-5 分，會被分類為中度關係親密度（中等
關係組：親疏程度分數平均為 4.42 分），共 24 人；填答感受問卷量表之親疏程
度分數區間在 6-7 分，會被分類為高度關係親密度（親密關係組：親疏程度分
數平均為 6.17 分），共 24 人。其中兩位參與者作答親疏程度分數區間不一致，
無法將其歸類到親疏關係程度三組中的任一組，此兩筆資料予以刪除後，最後
有效資料為 72 筆，男性 30 人、女性 42 人，平均年齡為 25.95 歲（標準差
4.01）。實驗結束後，每位參與者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作為參與實驗的報酬。所
有的參與者為裸視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皆可理解測驗說明。每位參與者在實驗
前均簽署實驗同意書，且在實驗前不了解實驗操弄所代表的意涵。

實驗設計。在本實驗中，參與者成對參與實驗，且每個情境（單獨學習情
境、共同學習情境）均會參與到，進行順序為對抗平衡。兩位參與者在實驗過
程中均不可交談與互動，於電腦鍵盤操作回應階段後會各自填答個人集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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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和自己對另一位參與者的信任、親疏程度之七點量表問卷（會由此問卷中
填答親疏關係程度來進行接下來實驗分析之分類，填答 1-2 分為陌生關係組、
3-5 分為中等關係組、6-7 分為親密關係組）。

實驗材料。本實驗材料與實驗一均同。
實驗流程。本實驗二程序與實驗一大致相同，兩位參與者聽完實驗說明
後，知道自己與另一位參與者被分配到各自不同須偵測的項目類別後，會接著
進行單獨學習階段與共同學習階段，再各自進行意外記憶測試，以及最後的感
受問卷填答。

結果與討論
從實驗一的結果可以得知物理距離的遠近會對於心理距離產生影響，進而
影響共同學習中記憶互助效果的展現，但影響記憶互助現象並不單僅有物理距
離的改變。實驗二更進一步探討關係親密程度對於記憶互助行為的影響，在實
驗二中改變參與者彼此之間的親疏關係程度來呈現心理距離。接下來會以三因
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檢驗關係親密度（組間）、學習情境（組內）、回憶類別
（組內）對記憶表現的影響。結果如圖 4。結果發現：關係親密度的主要效果
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關係親密度不影響記憶表現。學習情境的主要效果
未達顯著差異，F（1, 69）= 2.65，p = .13，𝜂𝑝2 = .04，此結果顯示學習情境不影
響記憶表現。回憶類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F（2, 138）= 502.25，p
< .001，𝜂𝑝2 = .88。Tukey HSD 事後比較顯示：回憶自己類別（M = 8.21, SD =
0.34）的記憶量大於回憶他人類別（M = 5.23, SD = 0.26），再大於回憶無人類別
（M = 2.15, SD = 0.28）。此結果顯示：參與者對自己應回憶類別的記憶表現最
佳，回憶他人類別的記憶表現又大於無人類別，可反應出對於同伴應記內容亦
會促進自己的記憶表現。
二階交互作用中，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在記憶表現上的二階交互作用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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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F（2, 69）= 0.21，p = .81，𝜂𝑝2 = .01。關係親密度×回憶類別在記憶
表現上的二階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4, 138）= 6.10，p < .001，𝜂𝑝2 = .15。
Tukey HSD 事後比較顯示：在回憶自己及無人類別詞時，關係親密度不影響回
憶表現〔自己類別，F（2, 207）= 0.51, p = .60；無人類別，F（2, 207）= 0.75,
p = .47〕；在回憶他人類別時，關係親密度會影響記憶表現，F（2, 207）= 9.35,
p < .001，單純主要效果顯示：高度關係親密度中的記憶表現（M = 6.17, SD =
0.23）優於中度及低度關係親密度（中度關係親密度：M = 4.88, SD = 0.28；低
度關係親密度：M = 4.65, SD = 0.25）。學習情境×回憶類別在記憶表現上的二階
交互作用亦達顯著水準，F（2, 138）= 100.12，p < .001，𝜂𝑝2 = .59。進一步進行
事後比較，Tukey HSD 事後比較顯示：在回憶自己類別時，學習情境沒有顯著
效果，F（1, 207）= 1.38，p = .24；在回憶他人類別及回憶無人類別時，學習情
境皆有達顯著效果，在回憶他人類別時，共同學習情境（M = 6.19, SD = 1.18）
大於單獨學習情境（M = 4.26, SD = 1.34），回憶無人類別時，單純主要效果顯
示：單獨學習情境（M = 2.78, SD = 1.66）大於共同學習情境（M = 1.53, SD =
1.08），此結果顯示：回憶無人類別的字詞時，在單獨學習情境下會比在共同學
習情境下表現得好。因此從結果可以得知：在回憶類別中，無論是在單獨還是
共同學習情境下，回憶自己類別會是最高，而回憶他人類別時則是在共同學習
情境下表現得比單獨學習情境好，則回憶無人類別是在單獨學習情境下表現優
於共同學習情境。某種程度可以反映出，在共同學習情境下，自己會更去幫助
他人因而沒有多餘資源記憶無人類別的字詞。
最重要的是在本研究中可以觀察到顯著的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回憶類別
三階交互作用，F（4, 138）= 3.22，p = .01，𝜂𝑝2 = .09。首先由關係親密度與學
習情境的各種組合情境探討不同回憶類別的記憶表現差異。單純單純主要效果
顯示：在低度關係親密度的情況下，無論是在單獨學習情境還是共同學習情境
中，不同回憶類別的記憶表現皆為回憶自己類別大於回憶他人類別，再大於回

21

憶無人類別。在中度關係親密度的情況下，單獨學習情境與共同學習情境中對
不同回憶類別的記憶表現不同〔單獨學習情境，F（2, 276）= 106.52, p < .001；
共同學習情境，F（2, 276）= 144.05, p < .001〕。在單獨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
類別（M = 8.33, SD = 1.69）的表現優於他人類別（M = 3.88, SD = 1.45）及無人
類別（M = 3.13, SD = 1.39）。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M = 8.17, SD
= 1.27）的表現優於他人類別（M = 5.88., SD = 1.33），再優於無人類別（M =
1.71, SD = 1.30）。在高度關係親密度的情況下，單獨學習情境與共同學習情境
中對不同回憶類別的記憶表現不同〔單獨學習情境，F（2, 276）= 96.67, p
< .001；共同學習情境，F（2, 276）= 187.66, p < .001〕。在單獨學習情境中，回
憶自己類別（M = 8.17, SD = 1.61）的表現優於他人類別（M = 5.00, SD =
1.32），再優於無人類別（M = 2.83, SD = 1.83），此結果顯示：參與者間的關係
親密度高時，在單獨學習情境下，回憶自己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會最高，高於回
憶他人類別，無人類別最低；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M = 7.83, SD
= 1.01）的表現與回憶他人類別（M = 7.33, SD = 0.69）的表現相同，且大於無
人類別（M = 1.12, SD = 0.90），此結果顯示：參與者間的關係親密度高時，在
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和回憶他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會一樣且最高，
高於回憶無人類別。
接著由關係親密度與回憶類別的各種組合情境探討不同學習情境的記憶表
現差異。回憶自己類別時，無論關係親密度為何，學習情境的表現皆不顯著
〔低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09, p = .77；中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 .34, p = .56；高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1.35, p = .25〕。回憶他人類別
時，無論關係親密度為何，共同學習情境的表現均優於單獨學習情境〔低度關
係親密度，F（1, 207）= 25.88, p < .001：共同學習情境（M = 5.38 , SD = 1.24）
＞單獨學習情境（M = 3.92, SD = 1.25）；中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48.68,
p < .001：共同學習情境（M = 5.88, SD = 1.33）＞單獨學習情境（M = 3.88,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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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高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66.27, p < .001：共同學習情境（M =
7.33, SD = 0.96）＞單獨學習情境（M = 5, SD = 1.32）〕。回憶無人類別時，無論
關係親密度為何，單獨學習情境的表現均優於共同學習情境〔低度關係親密
度，F（1, 207）= 4.75, p = .030：單獨學習情境（M = 2.38, SD = 1.76）＞共同
學習情境（M = 1.75, SD = 1.03）；中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24.43, p
< .001：單獨學習情境（M = 3.13 , SD = 1.39）＞共同學習情境（M = 1.71, SD =
1.30）；高度關係親密度，F（1, 207）= 35.52, p < .001：單獨學習情境（M =
2.83, SD = 1.83）＞共同學習情境（M = 1.13, SD = 0.90）〕。
最後透過學習情境與回憶類別的組合來觀察關係親密度對記憶表現的影
響。無論是在單獨學情境還是共同學習情境下，回憶自己類別與無人類別對關
係親密度的記憶表現都沒有影響〔單獨學習情境下，回憶自己類別，F（2,
414）= .18, p = .84、回憶無人類別，F（2, 414）= 1.55, p = .22；共同學習情境
下，回憶自己類別，F（2, 414）= .70, p = .50、回憶無人類別，F（2, 414）=
1.32, p = .27〕；但回憶他人類別時，在單獨學習情境與共同學習情境下皆對關係
親密度的記憶表現有影響〔單獨學習情境，F（2, 414）= 4.40, p = .01；共同學
習情境，F（2, 414）= 11.20, p < .001〕。在單獨學習情境下，回憶他人類別時，
高度關係親密度的記憶表現（M = 5.00 , SD = 1.32）優於中度關係親密度（M =
3.88 , SD = 1.45）及低度關係親密度（M = 3.92 , SD = 1.25），則中度關係親密度
與與低度關係親密度的記憶表現沒有差異；在共同學習情境下，回憶他人類別
時，高度關係親密度的記憶表現（M = 7.33 , SD = 0.96）優於中度關係親密度
（M = 5.88 , SD = 1.33）及低度關係親密度（M = 5.38 , SD = 1.24），則中度關係
親密度與低度關係親密度沒有差異，如表 4 實驗二各細格描述統計、表 5 關係
親密度×學習情境×記憶類別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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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單獨學習情境中不同關係親密度與記憶類別的記憶表現（誤差線為上下一個標
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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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共同學習情境中不同關係親密度與記憶類別的記憶表現（誤差線為上下一個標
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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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實驗二各細格之描述統計（N=72）
情境/
記憶類別

單獨學習情境
陌生關係組 中等關係組

共同學習情境
親密關係組

陌生關係組

M (SD)

中等關係組

親密關係組

M (SD)

自己類別

8.42 (2.38)

8.33 (1.69)

8.17 (1.60)

8.33 (2.14)

8.17(1.27)

7.38 (1.01)

他人類別

3.92(1.24)

3.88 (1.45)

5.00 (1.32)

5.38(1.25)

5.88(1.33)

7.33(0.96)

無人類別

2.38(1.76)

3.13 (1.39)

2.83(1.83)

1.75 (1.03)

1.71(1.30)

1.13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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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實驗二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記憶類別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關係親密度
誤差（關係親密度）
學習情境
誤差（學習情境）
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
記憶類別
誤差（記憶類別）
關係親密度×記憶類別
學習情境×記憶類別
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記憶類別
誤差（關係親密度×學習情境×記憶類別）

SS

df

MS

F

9.09

2

4.54

351.35

69

5.09

2.84

1

2.84

73.89

69

1.07

.45

2

2640.45

ηp2

p
.89

.42

.03

2.65

.13

.04

.23

.21

.81

.01

2

1320.23

502.25

0

.88

362.75

138

2.63

64.13

4

16.03

6.10

.00

.15

188.95

2

94.48

100.18

0

.59

12.16

4

3.04

3.22

.01

.09

130.22

13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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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結果可以得知，當參與者不論在單獨學習情境還是在共同學習情境
中進行活動時，回憶自己須負責偵測類別的平均數量都是最高，而回憶無人負
責偵測類別的平均數都是最低。然而，一直在改變且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參與
者回憶另一位參與者須負責偵測類別（他人類別）的平均數。當兩位參與者為
陌生關係組時，無論是在單獨學習情境還是共同學習情境中，皆是回憶自己類
別最高、回憶無人類別最低。而當兩位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提升到中度時，在單
獨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平均數仍是最高、回憶他人類別與無人類別的平
均數量則均低於自己類別（單獨學習情境–中等關係組）。然而，在此中度關係
組，將兩位參與者的物理距離拉近（共同學習情境–中等關係組）時，可以發
現，參與者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量大幅提升。接著，在共同學習情境中，更
進一步提升參與者之間的心理距離：親疏程度（共同學習情境–親密關係組）
時，可以觀察到：參與者回憶他人類別提升到與回憶自己類別相同的數量。換
言之：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從原本與回憶無人類別的平均數相同（單獨學習
情境–中等關係組），到拉近物理距離而提高了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共同學
習情境–中等關係組），此時物理距離無法再更靠近，因此改變了參與者之間的
關係親密度，使其從中等關係提升至親密關係（共同學習情境–親密關係組），
可以發現：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量顯著提升至與回憶自己類別的平均數量相
同。本實驗二更細膩地運用實際物理距離與人際之間的親疏程度來操弄心理距
離，利用三階交互作用分析，一步一步推進更能凸顯關係親密度在共學關係對
於學習歷程中記憶互助行為的影響。
此外，進一步觀察實驗一和實驗二對共同學習者的知覺是否影響記憶互助
現象，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6。結果發現：其中在回憶他人類別時和親
疏程度有顯著正相關，單獨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r（94）= .30, p < .001〕、共同
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r（94）= .47, p < .001〕，可以得知無論是在單獨還是共同
學習情境下，回憶他人類別的字詞和親疏關係是呈現正相關。單獨學習情境_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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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類別〔r（94）= .06, p = .60〕、單獨學習情境_無人類別〔r（94） = .14, p
= .17〕、共同學習情境_自己類別〔r（94）= .10, p = .33〕、共同學習情境_無人
類別〔r（94）= -.14, p = .17〕則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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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對共學者的知覺與各情境中記憶表現之相關矩陣（N = 96）

*

平均數

標準差

1

1. 信任

5.72

1.29

–

2. 溫暖

5.23

1.65

.63**

–

3. 有能力

5.54

1.32

.71**

.54**

–

4. 親疏程度

3.94

1.85

.32**

.55**

.26*

–

5. 單獨學習情境_自己類別

7.82

2.40

.09

.14

-.05

.06

–

6. 單獨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

3.75

1.67

.04

.10

-.07

.30**

.32**

–

7. 單獨學習情境_無人類別

2.51

1.70

.09

.11

.04

.14

.35**

.35**

–

8. 共同學習情境_自己類別

7.42

2.12

.01

-.02

-.07

.10

.60**

.36**

.21*

–

9. 共同學習情境_他人類別

5.49

1.93

.12

.19

.08

.47**

.38**

.60**

.33**

.41**

–

10. 共同學習情境_無人類別

1.44

1.17

.01

-.01

-.01

-.14

.01

.25*

.28**

.08

.12

p < .05

**

p < .01

***

2

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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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綜合討論
從這兩個實驗可以看出關係親密度會調節參與者在單獨學習情境或共同學
習情境中對於自身任務的記憶量，人們對於自己周遭的事物現象或是與自身相
關的事情之關注度較高，遂而影響記憶。記憶通常為大家所熟悉的是屬於當自
己專注時背誦考試要考的科目或是自己主動記下某事。然而，本研究所探討的
層面是在自己不主動去記住當下自己正在注意的事情，自己是否會不自覺地記
住下來，以及此現象與當自己身旁是否有其他人存在而有所變化。人類的這種
關注度、回憶記憶數量的改變，是可以運用並且提升在學習歷程的記憶互助現
象。
本研究的兩個實驗皆證實：人們於事前沒有被告知最後有個意外記憶測試
的情況下，無論是在單獨學習情境還是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的字詞
平均數都是最高，而回憶無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均是最低，也可以發現在實驗
二中，關係程度最低的兩人，自己傾向以自己為主體，把自己的任務視為最重
要，對於他人任務的關注度相對不高，以及參與者連結自己所負責偵測的項目
字詞類別與自己必須要按特定鍵盤按鍵作反應，會提高回憶關於自己所負責偵
測的詞彙類別（Noice, Noice, & Kennedy, 2000）。重複且多次的反應行為後，自
己會產生出對某個特定任務或計畫的警覺及敏感度，如此能有助於處理與自身
任務相關的訊息，並有助提升記憶。而在共同學習情境中，當參與者知道自己
所負責的任務外，同時也知道另一位參與者所要偵測的類別時，進行測驗中，
參與者也感知到對方按鍵作反應，即使對方與參與者自己本身按不相同的鍵，
但此時會啟動參與者對另一位參與者偵測類別的關注度（Sebanz, Knoblich, &
Prinz, 2005; Wenke, Atmaca, Hollaender, et al., 2011; Wenke, Atmaca, Hollaender, et
al., 2011）。另外先前也有研究表明，無論是兒童（Sommerville & Hammond,
2007）還是成人（Lindner, Echterhoff, Davidson, & Brand, 2010），看到某人在執
行某項操作時會導致其對該操作的記憶。研究者認為，從實驗一的結果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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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單獨學情境中，參與者僅專注於自己類別，因為不僅有看得見的刺激，
按按鍵作反應時又是再一次的刺激，所以在最後意外回憶測驗時，回憶自己類
別的平均數量是最高，高於回憶他人類別及無人類別；而在共同學習情境中，
參與者不僅看到、聽到、觸覺感覺到自己的類別刺激，同時也會接受來自對方
類別的刺激，最後的意外記憶測試，回憶自己類別的平均數量一樣是最高，但
回憶他人類別的數量卻提升，這可以顯示人類的記憶不會因為額外記憶他人的
事情而降低對於自身任務的關注度、記憶量，由實驗一的結果發現會產生這種
現象是由於個體在執行任務時是有他人在自己的身邊、與他人共同的情境下。
接著，在實驗二中，研究者多增加關係親密度的操弄以藉此提升心理距離
的完整度，依照親疏程度將參與者的關係分成三種類別—陌生關係組、中等關
係組、親密關係組。從三組的結果分別來看，陌生關係組裡的單獨學習情境
中，回憶自己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比回憶他人類別高出一倍、比回憶無人類別高
出兩倍多；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是與在單獨學情境
中一樣多，但回憶他人類別卻明顯提升。回憶無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在單獨
及共同學習情境中均是最低。可以得知，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即便是不相識的
兩人，當兩人之間的物理距離靠近時，人們會不由自主記住他人負責偵測的項
目類別，而不會降低對於自己所負責偵測的項目記憶數量。由此可以彰顯，儘
管人們沒有被要求或是自己沒有刻意記住，而是只有拉近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距
離，以及知道對方的任務時，便會提升對他人任務的記憶量（Shteynberg,
2010）。這與實驗一得到相同的結果，當自己看見他人操作或執行某行為時，自
己會被激發而不自覺地觀察與意識到，遂而增加對他人任務的記憶（Grezes＆
Decety, 2001; Jeannerod, 2001）。
然而，實驗二除了學習情境的改變外，也增加了兩位參與者間的關係親密
度，在中等關係組裡，從結果可以得知，不變的是，無論是在單獨學習情境還
是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自己類別的字詞平均數量均是最高；改變的是，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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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學習情境中，回憶他人類別與回憶無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量是一樣低，但在
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他人類別的平均數量卻比無人類別的平均數量提升許
多。這能夠凸顯在共同學習情境中，加強兩位參與者間的關係親密度，會對自
己的記憶產生影響，即使他們沒有刻意去觀察或注意對方的任務，而是專注於
自身的任務完成度。為了要強化與證實此現象，實驗二繼續透過相同的操弄方
式及實驗流程，從結果更可以看出，在單獨學習情境中，親密關係組回憶他人
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是比陌生關係組與中等關係組都來得高，而當關係親密組在
共同學習情境中，回憶他人類別的字詞平均數更是大幅提升，甚至達到與回憶
自己類別的字詞平均數相同。這邊可以發現很有趣的地方，在單獨學習情境中
顯示，參與者本身知道自己及對方的任務，雙方並沒有在彼此身邊，但是回憶
他人類別卻比另外兩組高，顯示即便兩人身處在不同地方，關係親密度是會影
響自己的記憶程度，提高記住對方的任務卻也不會降低對自己本身任務的記憶
數量。再者，在共同學習情境中，更是明顯看出，人際之間的關係親密程度與
不自主地幫助他人呈正比，因為在實驗解說是要求並肩而坐、使用同一電腦與
鍵盤按鍵的兩位參與者各自對螢幕上出現屬於自己類別的相關字詞作反應，並
且看見自己類別的字詞要盡快按鍵，在這樣的實驗操弄下，結果顯示參與者不
旦維持自己任務類別的字詞回憶數量，更是將對方任務視為己身任務，顯著提
高回憶他人類別的字詞數量，達到與自己類別相等。然而，本研究主要關注為
學習情境以及其中的記憶互助行為，沒有在性別差異進行著墨，以前文獻對於
男性比女性更有助人行為或女性助人行為優於男性的看法仍是處於矛盾及分
歧，而有些資料顯示性別沒有差異，但當中所提到的助人行為是比較偏向外在
行為而非本研究之在學習歷程中的記憶互助，也有文獻提到助人與受助者會因
性別或種族所影響，像是女性會受到比男性較多幫助（Bihim, Gaudet, & Sale,
1979）、白人得到比黑人更多幫助（Benson, Karabenick, & Lerner, 1976），因此
為了避免性別干擾本研究的核心，在實驗一有特別控制參與者和同謀者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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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實驗二則是以關係親密度差異進行親疏程度歸類。
本研究的發現有助於理解社會型態、氛圍對人類記憶的影響，廣義來看人
與人之間的相處，社會是由眾多的人際關係所構成，然而不會讓人感受到壓力
或不悅卻可以改變人類的記憶量，如此的記憶互助現象，僅隨著人際間的關係
親密度而有所改變，而且這種現象會在人們物理距離靠近時更加明顯。此外，
實驗二中兩位參與者無論是在單獨還是共同的情境中作反應，兩位參與者並沒
有合作或是言語交談、肢體接觸，在沒有相同任務及合作的情況下，關係親密
度愈高的參與者，回憶他人類別的能力竟然提高了。人類記憶互助的現象應被
廣泛運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一般的學習過程中，同儕間常處於彼此競爭、比
較分數或表現的狀況下，倘若融入共同學習的模式，使學生透過心理上的彼此
支持與互動，從學生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進一步影響其認知歷程，相信能對學生
的課業或是其他活動表現上有所助益。然而，教師若能善加利用此記憶互助的
現象，或許能大幅提升學生們在需要記憶背誦的科目表現上。學生不僅能維持
自己本身應記住的內容，還能夠記下同伴負責的內容，因而讓學生在無形中就
能多增加或強化記憶量。
延伸到工作方面，從本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即使在實驗解說中告知兩位
參與者的各自任務並沒有要求參與者合作，但結果卻反應出當兩人的關係親密
度愈高且彼此就在身旁一起完成操作任務時，自己的記憶量是不自主地明顯提
升。若是能使用記憶互助現象的概念去安排每組兩名員工來共同負責達成的任
務，而且兩位員工彼此是熟悉的、關係是良好的及信任感是高的，並且公司要
設立獎勵機制，尤其重視績效的營運公司，此獎勵機制有區分獎勵個人及獎勵
兩人一起最後的任務達成率，個人獎勵的占比要稍微比兩位共同最後達成的獎
勵高，在此的用意是為了要避免當人們在一開始得知兩人是共同要完成相同任
務時，幫助夥伴的同時而降低原本自己可達到自己應有的成效，因此，假使公
司在一開始更強調兩人擁有共同任務時，兩人關係親密度是最高且就在彼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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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人們記憶互助的提升勢必達到最大化，記憶量的提升也顯示人們在潛意識
會去幫助同伴，便可以形成使人們更能夠主動幫助夥伴的同時也不減少對自己
工作的達成度。這樣記憶互助現象帶來的效益不僅是提升個人、團體、甚至公
司最後的績效，重要的是，在不給員工感到負面的情緒或額外壓力的情況下，
藉此達到雙贏的結果。
尤其在現代或未來，遠距教學或是遠距辦公在全世界逐漸受到重視，提高
學習以及工作成效更顯得重要，從學校上課規範、公司營運到公家機關，即使
兩人被迫無法身處相同場合或是在彼此身邊，但當自己知道有很重要的夥伴就
在遠處與自己有相同目標、任務要達成時，也是可以激發自己幫助夥伴的行為
表現。本研究參與者的年齡主要在青年層且均為台灣人，呈現的結果無法涵蓋
得很全面及完整，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擴大至不同年齡或是跨齡合作，以及
不同國家、種族，亦或是兩相厭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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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接下來想請問與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對錯，您的答案也會絕對保密，
請依照您自身實際的狀況作答。

題號
1

問題
請問您覺得與您一起參與實驗的人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嗎？
非常不值得信任

2

1

3

4

5

6

7

非常值得信任

2

3

4

5

6

7

非常溫暖

請問您覺得與您一起參與實驗的人是個讓人覺得有能力的人嗎？
1

非常沒能力
4

2

請問您覺得與您一起參與實驗的人是個讓人覺得溫暖的人嗎?
非常冷漠

3

1

2

3

4

5

6

7

非常有能力

請問您覺得與您一起參與實驗的人與您的親疏程度？
非常陌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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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非常親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