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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物體運動改變實驗典範 

Rapid Serial Object Transformation Paradigm, RSOT 

 

快速物體運動改變實驗典範，RSOT  

 

  RSOT 是由 Valdes-Sosa, Cobo 與 Pinilla(2000)所奠定的一個新實驗典範，用

來說明在他們這類實驗刺激下，注意力的選擇基礎可以排除空間為基或特徵為基

的可能解釋，進而推論可能是屬於物體為基或是面為基的模式。RSOT 的實驗刺

激如圖十二所示，一群紅色的隨機點與另一群綠色的隨機點重疊地呈現在螢幕

上，以互為相反方向的方式旋轉，受試者會知覺到兩個透明重疊的面。實驗刺激

的呈現在時間向度上的安排為，首先以紅色或綠色的凝視點顏色告知受試者注意

其中一面，接著在旋轉 750 毫秒後，被凝視點導引線索所提示的面會有 60％的

點朝同一方向運動，其餘 40％則各自朝著與這些點不同方向運動，運動持續時

間為 150 毫秒，稱為第一階段運動改變(translation)，接著所有點繼續維持旋轉一

段時間，稱為「刺激間隔」(inter-stimulus interval, 簡稱 ISI)，然後呈現第二階段

運動改變，運動持續時間為也是 150 毫秒，最後再恢復原來的旋轉狀態 500 毫秒

後結束這個嘗試次。第二階段運動改變有兩種情境：第一，變化發生在與第一階

段相同面的點上；第二，變化發生在與第一階段不同面的點上。結果顯示受試者

能準確地報告第一階段的變化方向，而當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同面時，即使兩個

階段間隔只有 150 毫秒，受試者也能很準確的反應。但是，當第二階段與第一階

段不同面時，受試者在較短的時間間隔(ISI<600 毫秒)下，反應正確率表現較差，

需要時間間隔(ISI)約在 600 毫秒左右才能較準確地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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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Valdes-Sosa 及其同僚的 RSOT 實驗典範。圖中的框頁由左到右表示每個嘗試次中事件

的安排順序，嘗試次是由受試者按鍵啟動，一開始會呈現一個凝視點與紅、綠兩群隨

機點，兩群點分別以凝視點為中心順時針與反時針旋轉 750 毫秒，接著其中一個面上

的點沿著某一方向運動 150 毫秒，此時，另一面上的點仍然保持原來旋轉方向。在第

一次運動改變之後，兩個面上的點皆恢復各別原來的旋轉狀態 150 到 1050 毫秒，接

著呈現第二次運動改變 150 毫秒，最後兩個面上的點再次恢復各別原來的旋轉狀態 500
毫秒。(Valdes-Sosa, Cobo, & Pinilla, 2000) 

 

  由於這兩群點在空間位置分佈上是彼此重疊且均勻分佈的，再加上兩群點的

空間頻率(spatial frequency)也相同，所以無法以空間為基的觀點來解釋這樣的結

果差異。此外，實驗中的運動改變是 60％的點朝同一方向運動，其餘 40％則各

自朝著與這些點不同方向運動，使得受試者需要使用整體整合的訊息而非部分點

的訊息就可進行判斷，所以這類實驗材料的注意力選擇機制較可能是以物體為基

或是面為基的模式來運作 (Mitchell, Stoner, Fallah, & Reynolds, 2003; Pinilla, 

Cobo, & Valdes-Sosa, 2000; Pinilla, Cobo, Torres, & Valdes-Sosa, 2001)。在本研究中

雖認為此典範的刺激型態較適合稱之為「面」，但為了方便說明這一系列的研究，

故在此仍稱為「R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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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OT 與空間為基、特徵為基、物體為基及面為基的關係 

 

  在討論物體為基的論點時，有很多的學者使用重疊實驗刺激的方式，來排除

完全空間為基的注意力模式(Duncan, 1984; O’Craven, Downing, & Kanwisher, 

1999)。而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 RSOT 實驗典範也是基於這類型的想法

而來。在 RSOT 實驗典範中所呈現的兩群隨機點，在其所佔據的空間位置上是彼

此重疊的，且兩群隨機點是以動態旋轉的方式來呈現，故整體而言更是在空間上

完全重疊，因而能排除空間為基的注意力選擇基礎之說法。並且 RSOT 典範在實

驗控制上做了一些改變後，更能進一步地排除運動通道(motion channels)、空間

頻率過濾器(spatial frequency filters)以及顏色通道(color channels)等特徵為基的注

意力模式之解釋。 

  首先，運動改變涉及運動通道的因素。在 Treue 及其同僚(1999)在中顳葉皮

質區(medial temporal cortex, MT 或稱 V5)上的單一細胞偵測(single cell recoding)

研究，或是 Saenz 及其同僚(2002)的腦部功能性核磁共振顯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中，提出了人們有運動方向的特徵為基機制，但是

在 RSOT 實驗典範中，運動改變的八個方向在兩個面上是相同的，所以無法使用

不同運動通道這種特徵為基模式，來解釋注意力的選擇基礎。 

  第二，Watt(1988)曾提出空間頻率過濾器(spatial frequency filters)的看法，認

為注意力可以選擇不同的頻率通道(frequency channels)來作用，但是在 RSOT 實

驗典範中，兩群點的產生條件相同，並且每個點具備相同的空間分佈機率，也就

是均勻分佈，所以兩個面在空間頻率上的差異可說是極小，因而也可以排除頻率

通道的可能性。甚至於在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研究中，所使用的兩群隨機

點其實是互為鏡射的(mirror image)，如此一來，更是完全排除頻率通道的影響因

素。 

  第三，對於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早期的研究，有一個主要的批評在於

他們所觀察到的結果，可能是因為兩群點在顏色通道(color channel)上所獲得的助



 24

益是不同的。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所使用的兩群隨機點刺激，除了旋轉方

向不同之外，其顏色也不相同，其中一群隨機點皆為紅色，另一群隨機點則皆為

綠色。如果將未被導引的面(non-cued surface)上那群點的顏色，視為被顏色過濾

器(color filter)濾掉的訊息，那麼判斷不同面上點的運動改變較差的反應，可被解

釋為是因為視覺系統以不同的顏色通道作為選擇的基礎所造成的，並非因為它們

與第一次運動改變的點分屬不同的面。Mitchell, Stoner, Fallah 與 Reynolds (2003)

進一步去釐清這個說法，其實驗結果可排除顏色通道的批評。 

  Mitchell 及其同僚(2003)的實驗操弄類似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作

法，但是不同的是在 Mitchell 及其同僚(2003)所使用的凝視點是灰色的，並且在

一半的嘗試次中，所有隨機點點皆為單一顏色，亦即全為紅色或全為綠色，其餘

實驗程序則維持相同，換句話說，在這些嘗試次中的兩個面是相同顏色的。實驗

的結果如圖十三所示，判別第二次運動改變的表現在相同面與不同面有顯著的差

異。另外，移除了面之間的顏色差異後並沒有影響到結果的型態，也就是兩面不

同顏色與兩面相同顏色，在正確率與 ISI 關係圖上的表現相同。在第一次運動改

變判別方面，正確率平均數分別為 74.5％(不同顏色)與 74％(相同顏色)，而且在

相同面的第二次運動改變上 ISI 為 150 毫秒時，正確率平均數分別為 69％(不同

顏色)與 69.2％(相同顏色)，最後，在三因子(ISI、顏色是否相同、同面與否)變異

數分析上也沒有發現顏色與其他兩因子間的交互作用。 

  綜合上述研究，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在 RSOT 實驗典範中所做的操

弄，能排除運動通道以及空間頻率過濾器等特徵為基的注意力模式之解釋。並

且，進一步地 Mitchell 及其同僚(2003)更成功的排除了在 RSOT 實驗典範中，注

意力可能是以顏色通道作為選擇基礎的解釋，也就是即便以不同顏色區別兩個

面，不同面之間的判斷反應正確率會變差，並不是因為顏色區隔所導致，而是因

為受試者知覺到兩個面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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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Mitchell 及其同僚(2003)正確率平均數與 ISI 的關係圖。由於受試者需要對八種方向作

反應，所以猜中的機率為 12.5％，ISI 指的是第一次運動改變結束到第二次運動改變開

始的時間間隔，圖中負的 ISI 表示對第一次運動改變的判斷，而正的 ISI 則表示對第二

次運動改變的判斷，換句話說，圖中 ISI 為±1050 的點表示在時間間隔為 1050 毫秒的

同一嘗試次中判斷第一次與第二次運動改變的正確率，此外，黑色實線表示兩次運動

改變發生在同一面上，較淺線段表示兩次運動改變發生在不同面上。兩圖的反應型態

基本上與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結果相近，更進一步地發現兩面的顏色是否相

同對實驗結果並沒有太大的影響。(Mitchell, Stoner, Fallah, & Reynolds, 2003) 

 

  另外，在 RSOT 實驗典範中，雖使用兩群隨機點，但仍可能產生其他注意力

選擇單位的混淆因素。Kamer 與 Jacobson(1991)認為空間中即便是重疊的物體，

它們也可能是因為兩個物體在空間分佈上的不同而可被區隔開來，換句話說，如

果實驗刺激中的點符合某些 Gestalt 的規則，而群集(grouping)在一起，那麼選擇

的單位就會被混淆了。但 RSOT 實驗典範的刺激呈現，就像是在同一個洞裡看到

兩個旋轉的面，而且兩個面上的點都是均勻的，所以可以進一步排除這樣的干擾

因素。 

  總結來說，RSOT 實驗典範是個適合用來討論面為基，或是物體為基的注意

力選擇模式，因為它可以排除空間為基或是特徵為基(特徵處理通道)的大部分可

能影響因素以及解釋。但嚴格來說，在 RSOT 實驗典範所謂的物體其實就是面，

而非所有較複雜的物體。換句話說，RSOT 典範中的實驗刺激較傾向屬於物體的

特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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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性與外因性注意力控制在 RSOT 中之作用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研究，可用以討論導引線索的類型，對於 RSOT

中受試者反應正確率的影響，故近年來有一些相關研究，進一步地探討在 RSOT

實驗典範中，內因性與外因性注意力控制所扮演的角色。從圖十二中可看出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以凝視點顏色告知受試者第一次運動改變發生的

面，所以在他們的實驗中，凝視點具有內因性(endogenous)導引線索的作用，因

為第一次運動改變必定會發生在與凝視點相同顏色的面上，所以受試者一開始就

將注意力集中在凝視點所提示的面上，以準備對第一次運動改變作反應，以致於

第一次運動改變的正確率表現較好。另外，同面與否的反應差異可能是因為第一

次運動改變的平移運動(translation)攫取了注意力，也就是說第一次運動改變具有

外因性(exogenous)導引線索的作用，以致於同面的反應較不同面來得迅速。在同

面的情境下，受試者在刺激間隔(ISI)等於 150 毫秒時，反應正確率就已經達到一

定水準，而在不同面的情境下，受試者需要在刺激間隔(ISI)等於 600 毫秒之後，

反應正確率才能逐漸到達一定水準，所以導引線索是內因性或是外因性對於

RSOT 的影響，就需要更進一步地去釐清。 

  Reynolds, Alborzian 與 Stoner(2003)針對這個議題做了相關研究。他們重複了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實驗，但不同的是他們有一半的嘗試次使用灰色的

凝視點，以去除凝視點的內因性導引線索訊息。結果如圖十四所示，第一次運動

改變的判斷會受到凝視點顏色線索的影響，在有顏色線索的情況下，反應正確率

的平均是 74.2％，而在沒有顏色線索的情況下，反應正確率的平均則是 65.1％。

至於在第二次運動改變的判斷上，凝視點具備導引線索的訊息或是不具備導引線

索的訊息，兩種情境都顯示出相當類似的反應型態，並在統計上也未達顯著差異。 

  總結來說，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認為無論凝視點是否具備導引線索的訊

息，對第二次運動改變的判斷影響不大，其主要受到是否與第一次運動改變同面

因素影響，換句話說，他們認為第一次運動改變在 RSOT 中，具備攫取注意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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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就是扮演著外因性導引線索的角色，進而影響到同面與不同面運動判斷

正確率的差異，在這前提之下，有導引線索的實驗情境只是多了內因性導引線索

訊息，然而有無導引線索的兩種實驗情境，其反應型態類似，而推論凝視點所包

含的內因性導引線索訊息應是扮演著調節的角色。 

 
圖十四：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正確率平均數與 ISI 的關係圖。儘管在沒有顏色線索的情境

下，受試者的第一次運動改變判斷的平均正確率仍有 65.1％，而且不同面的第二次運

動改變判斷的平均正確率也如同有顏色線索的情境般隨著 ISI 漸漸地增加。(Reynolds, 

Alborzian, & Stoner, 2003) 

 

  另一方面，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更進一步探究外因性的導引線索的影

響。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認為先前 RSOT 的實驗指出，注意力能被第一次運

動改變導引到其中一個面上，進而損傷到另一個面上訊息的處理，而且這個作用

是非常迅速的，在 ISI 等於 150 毫秒時即可觀察到，並持續到 ISI 等於 600 毫秒

左右，此外，在移除了凝視點的內因性導引線索後，依然表現出相同的損傷情況，

因此推論第一次運動改變扮演著外因性導引線索的角色，所以 Reynolds 及其同

僚(2003)使用突現的方式，藉由操弄不同形式的外因性導引線索，討論對另一面

的損傷情況是否相同。他們的實驗操作方式如圖十五，先呈現一群點旋轉 750 毫

秒，接著呈現另一群重疊且反方向旋轉的點，呈現 ISI 的時間間隔之後，其中一

群點產生運動改變持續 150 毫秒，此時有兩種情境：第一，點運動改變發生在新

出現的面上；第二，點運動改變發生在原本就存在的面上，接著兩群點又恢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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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500 毫秒。實驗結果如圖十六所示，突現面與原本存在的面有顯著的反應正確

率差異(p<0.0001)，且與 ISI 有交互作用(p=0.0046)。 

 
圖十五：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的實驗典範。在每次實驗嘗試次中，首先出現灰色凝視點與

一群點(也就是 Reynolds 及其同僚稱為「Old」的面)旋轉 750 毫秒，接著突現另一群點

(也就是 Reynolds 及其同僚稱為「New」的面)朝反方向旋轉，在經過某個時間間隔後

(ISI)，在某個面上呈現運動改變 150 毫秒，最後恢復旋轉 500 毫秒。 

 

 
圖十六：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突現面實驗正確率平均數與 ISI 的關係圖。新突現的面與原本

存在的面有相當明顯的差異存在，但是這樣的反應型態其實與圖十三中，第二次運動

改變判斷的反應型態類似，所以可說明在 RSOT 實驗典範中，第二次運動改變的判斷

較類似受到外因性導引線索的影響。(Reynolds, Alborzian, & Ston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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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認為突現面的外因性導引線索，與之前 RSOT 實驗

所操弄的外因性導引線索在形式或許不同，但是在判斷正確率的時間向度上變化

是相當類似的，所以他們認為運動改變與突現面的方式都能攫取注意力，而且對

於不同面的判斷反應正確率損傷情況是相同的。 

  Lopez, Rodriguez 與 Valdes-Sosa (2004)則進一步回應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

研究有關於內因性或外因性導引線索所扮演角色的推論，Lopez 及其同僚(2004)

認為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控制凝視點內因性導引線索的方式是將凝視點改

為灰色，而在這種情境之下，受試者在每次嘗試次開始時的注意力狀態與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實驗不同，在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實驗

中，由於第一次運動改變必然發生在與凝視點相同顏色的面上，所以在這情境

下，凝視點顏色有內因性導引線索的功能，受試者的注意力狀態是集中(focus 

attention)於與凝視點同顏色的面上，然而在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的無導引線

索操弄下，由於受試者不知道第一次運動改變將發生在那個面上，如此一來，為

了提高反應正確率，將注意力分散在不同面上會是比較適當的作法，所以在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的無導引線索操弄下，受試者的注意力狀態是分散

(divided attention)在兩個面上，因此，不能藉由這兩類凝視點導引線索的不同操

弄，就可以說內因性導引線索扮演較不重要的角色。此外，Lopez 及其同僚(2004)

認為當運動訊息與受試者作業或與形成新的物體有關時也會自動地攫取注意

力，(Hillstrom & Yantis, 1994; Abrams & Christ, 2003)，所以在 Reynolds 及其同僚

(2003)的作業中，要求受試者對兩次的運動改變都要做反應，更加強了第一次運

動改變的注意力攫取效果。 

  Lopez 及其同僚(2004)改變作業要求，在他們的實驗中受試者不需對第一次

運動改變做反應，並且第一次運動改變的方向一定是向上，實驗的安排如圖十七

所示：先呈現 750 毫秒的旋轉當基準線，接著呈現第一次運動改變持續 150 毫秒，

然後恢復旋轉狀態 350 毫秒，接著呈現第二次運動改變持續 150 毫秒，而受試者

被要求只對第二次運動改變做反應，最後再度恢復旋轉狀態 500 毫秒。實驗操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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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點線索是無訊息(灰色)或是有訊息(紅色或綠色)，以及第一次運動改變與第

二次運動改變是同面或不同面。結果發現當凝視點線索是無訊息時，第一次運動

改變與第二次運動改變不同面的反應正確率要比同面來得差，而當凝視點線索是

有訊息時，第一次運動改變與第二次運動改變同面與不同面的反應正確率則沒有

差異(圖十八)。 

  總結來說，Lopez 及其同僚(2004)發現當凝視點線索是無訊息時，第一次運

動改變仍然如同先前 RSOT 的研究一般，具備攫取注意力的外因性導引線索效果

(Mitchell, Stoner, Fallah & Reynolds, 2003; Reynolds, Alborzian & Stoner, 2003)，所

以第一次運動改變與第二次運動改變不同面的反應正確率要比同面來得差。然

而，當凝視點線索是有訊息時，受試者能將注意力集中在凝視點所提示的面上，

進而忽略另一面上運動改變(外因性導引線索)的訊息，以致於第一次運動改變與

第二次運動改變同面與不同面的反應正確率沒有差異，換句話說，受試者能使用

凝視點的內因性導引線索形成集中注意力狀態，進而忽略其他面上的訊息。 

 

 
圖十七：Lopez 及其同僚(2004)實驗每個嘗試次中刺激的呈現序列。圖中紅色與綠色是等亮度，

(A)表示 T1 與 T2 作用在同一面上，(B)表示 T2 作用在 T1 的另一面上。凝視點則是用

以提示受試者 T2 會發生的面，而灰色凝視點則表示不提供訊息。(Lopez, Rodriguez & 

Valdes-Sos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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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Lopez 及其同僚(2004)T2 的平均正確率與標準差圖。在有凝視點顏色線索的情境下，

同面與不同面的正確率表現差不多，但是在凝視點沒有顏色線索的情境下，不同面的

反應正確率有明顯的下降。(Lopez, Rodriguez & Valdes-Sosa, 2004) 

 

  綜合上述的 RSOT 相關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幾點結論：(1)在 RSOT 實驗

典範中，不論外因性導引線索的形式為何，都確實能攫取注意力，進而損傷到不

同面上訊息的處理；(2)注意力能受到內因性導引線索的提示作用，集中在一個面

上，進而忽略另一個面上的訊息。 

 

RSOT 相關研究的整理與比較 

 

  研究者將先前談論到的使用 RSOT 實驗典範之相關研究整理為表一。我們已

知在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研究中奠定了 RSOT 的實驗典範，RSOT 能排

除空間為基以及一些特徵為基的解釋模式，並進一步為物體為基或是面為基提供

支持的證據，但是在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的研究中並無法排除顏色通道的

解釋。Mitchell 及其同僚(2003)則進一步排除了顏色通道的解釋，他們的研究結

果指出不論兩個面是相同顏色或是不同顏色對受試者的反應型態沒有影響。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更注意到不同類型的導引線索在 RSOT 上所扮演角色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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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到此為止，他們的研究皆指出不論是以運動改變或是突現的方式呈現，外

因性導引線索在 RSOT 中，確實具備自動攫取注意力的作用，進而對在不同面上

訊息處理產生損害，進而影響到受試者的反應。但是 Lopez 及其同僚(2004)則指

出在適當的實驗情境下，受試者能受到內因性導引線索的影響將注意力集中在某

個面上，並且進而忽略另一個面上訊息的影響。 

 
表一：RSOT 相關實驗的整理表。 

導引線索的操弄 
實驗 操弄 結論 

內因性 外因性 
貢獻 

Valdes-Sosa, M., 

Cobo, A., Pinilla, T., 

(2000) 

以顏色區分的兩群

點在空間重疊的情

境下相對方向旋轉 

注意力能以物體或

是面當作選擇的單

位 

有呈現，但

無操弄1 

有呈現，但

無操弄 

奠定 RSOT 實驗

研究典範的基礎

第一次運動改變有

攫取注意力的效果

Mitchell J. F., Stoner 

G. R., Fallah M., 

Reynolds J. H. 

(2003) 

兩個面同色或不同

色 
顏色通道對 RSOT 沒

有影響 

無呈現 
有呈現，但

無操弄 

排除顏色通道的

解釋模式 

凝視點顏色導引線

索 

內因性導引線索扮

演調節的角色 

討論內因性導引

線索的角色 
Reynolds J. H., 

Alborzian S., Stoner 

G. R. (2003) 面的突現 

不論是第一次運動

改變或是突現另一

個面都會攫取注意

力 

有操弄 有操弄 以另一種形式討

論外因性導引線

索的角色 

Lopez M., 

Rodriguez V., 

Valdes-Sosa M. 

(2004) 

受試者只需對第二

次運動改變做反應 

在適當的情境下，內

因性導引線索能將

注意力集中在一個

面上 

有操弄 
有呈現，但

無操弄 

重新定位內因性

導引線索 

 

  到目前為止，在以 RSOT 實驗典範為基礎的研究中，已知注意力可以面作為

選擇的單位，但是這類注意力機制的作用特性仍有一些需要補充之處。在先前的

RSOT 實驗中，大部分是以分散注意力的角度來討論其作用特性，也就是說，在

他們的作業要求中，受試者若要表現的好，那麼他的注意力狀態應當是平均分散

在兩個面上，但若注意力會被攫取到其中一個面，進而使得另一面上的訊息處理

表現變差，這表示注意力無法同時處理兩個面上的訊息，所以注意力是以面作為

                                                 
1有呈現指的是在實驗刺激中都必然出現，但不是實驗討論對象，例如 Valdes-Sosa 及其同僚(2000)有呈現

含顏色訊息的凝視點。有操弄指的則是必為實驗討論對象，例如 Reynolds 及其同僚(2003)討論凝視點是

否含有訊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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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基礎。但是，在 RSOT 實驗典範中，較少以另一個集中注意力的角度來討

論其作用的特性。站在集中注意力的角度，研究的邏輯是注意力的選擇基礎若是

以面為單位，那麼當注意力集中在一個面上時，能忽略其他面上的訊息，也就是

說，處理注意力集中的面上訊息，將不會受到其他面上訊息的干擾。雖然 Lopez

及其同僚(2004)的研究算是採用集中注意力的角度，回答注意力是否能以面作為

選擇基礎的問題，但是他們這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於回應 Reynolds 及其同

僚(2003)對內因性導引線索在 RSOT 中扮演角色的討論。所以，在 RSOT 實驗典

範中仍缺以集中注意力的角度，來討論注意力機制作用特性的研究。故本研究則

欲針對於此，探討集中注意力在時間向度上的發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