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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記憶扭曲（memory distortion）的現象 

Daniel L. Schacter（2001）在其著作「記憶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 

How the brain forgets and remembers）中，將記憶在功能上所展現出來的七種缺失

區分為健忘（transience）、失神（absent-mindedness）、空白（blocking）、錯認

（misattribution）、暗示（suggestibility）、偏頗（bias）及糾纏（persistence）等「七

罪」，其中的前三項屬於「不作為」（omission）之罪，指的是人們記不得希望想

起的事實、事件或觀念，而後四項則是屬於「作為」（commission）之罪，這些

記憶看似存在，但實際上卻可能是不正確或不受歡迎的。Schacter認為，這些記

憶之「罪」雖然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便與困擾，但它們不應該被視為人體

構造系統天生的弱點或缺陷，相反的，它們提供了一扇窗口，使得研究者得以窺

見記憶在人類演化過程中的適應狀況（參見「記憶七罪」，李明譯，2002）。 

心理學家從很久以前就對記憶的「不作為」之罪產生興趣並加以研究。德

國心理學家 Ebbinghaus（1885）以自身為實驗的參與者，學習大量的無意義字串

（nonsense syllable），並且在學習後的一小時到一個月的期間內，進行多次測試。

Ebbinghaus發現，剛開始時他對無意義字串的記憶呈現大幅的衰退，然而遺忘的

速度會逐漸趨緩，而最終趨近於停止；依照他在不同時間點上的記憶表現所繪製

出的圖表，則被稱為「遺忘曲線」（forgetting curve）。雖然 Ebbinghaus的研究並

未涉及和日常生活經驗相關的內容，但後續許多研究的結果將遺忘曲線的適用範

圍推廣到實驗室之外，涵蓋了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具有特別意義的事件（例

如感恩節），甚至是對個人工作內容的記憶（參見「記憶七罪」，李明譯，2002）。 

雖然我們都無法否認自己可能會有健忘、失神或空白這些「不作為」的記

憶問題，相較之下，記憶的「作為」之罪則較不為人們所意識到，很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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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也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Bartlett（1932）用研究證明個體對事件的記憶會

受到既存的知識架構所影響。他讓英國大學生閱讀美洲印地安人的傳統故事「鬼

魂的戰役」（The War of the Ghost），並在事後請他們將故事回憶出來。研究者發

現，參與者對於故事內容的回憶會受到自身認知基模（schema）的影響，而產生

記憶扭曲的現象。此外，Carmichael，Hogan， 及 Walters（1932）的研究則發

現，參與者對模稜兩可的圖形（ambiguous figures）的記憶，會受到圖形標註的

單字所影響，使得參與者在事後回憶並畫出先前所看到的圖形時，所畫出來的圖

形和原先所看到的刺激不盡相同。這些研究均顯示，人類記憶經驗的方式和照相

機並不相同；人們會由經驗中淬取關鍵元素加以儲存，然後重新建構這些經驗，

而不是照單全收（引自 Schacter, 1996）。 

早期記憶錯誤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作為探索理論的工具，而非為了研究記

憶本身不可靠的特性（fallibility）（例如：Baddley, 1966; Conrad, 1964; Deese, 1959; 

Melton & Irwin, 1940）。這些研究者認為，記憶的錯誤必須在研究中被排除掉，

才能看到記憶「真正」的表現（Roediger & McDermott, 2000）。直到 70年代後，

不同的研究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記憶扭曲的研究，使得近 30 年來記憶扭曲

的現象終於受到廣泛的探索與討論，而人們對記憶本質的了解亦與日俱增。 

 

語意關聯（semantic relatedness）所造成的記憶扭曲 

當人們試圖將過去發生的經驗從記憶中提取出來時，其所提取出來的記憶

會受到個人一般知識或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強烈的影響，也就是說，

個體的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和語意記憶二者會相互影響並產生交互作用

（Tulving, 1972）。Bartlett（1932）的研究清楚的顯示了認知基模在記憶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的參與者被要求回憶出對他們來說怪異且令人感到困惑的故

事情節，他們並沒有逐字去記誦確實的故事內容，而是去解讀故事內容的意義，

並且用自己的邏輯將故事內容重新組合出來。Bartlett 將這樣的過程稱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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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zation）。 

另一種語意關聯的效果是，參與者會記得敘述中隱含（implied）但未被明

確陳述出的內容，並且認為這些隱含的內容確實被呈現過。舉例來說，Sulin 與 

Dooling（1974）在實驗中讓兩組不同的參與者看一篇簡短的文章，內容描述的

是一位女孩與她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但其中一組參與者看到的文章中這位女孩

叫做 Carol Harris，在另一組參與者閱讀的文章中她卻叫做 Helen Keller。研究者

發現，雖然文章內容的描述相同，但後者卻容易錯誤地認為“she was deaf, dumb, 

and blind”這樣的句子曾經出現在文章當中，前者卻絕少犯下類似的錯誤。和

Bartlett（1932）的研究相似的是，研究者發現，發生類似的錯誤的機率會隨著記

憶保存時間（retention interval）的增加而升高。 

除此之外，Bransford 與 Franks（1971）以及 Johnson， Bransford， 及 

Solomon（1973）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現象。Bransford 與 Franks（1971）在研究

中呈現「岩石從山上滾了下來」（The rock rolled down the mountain）或「岩石砸

毀了小屋」（The rock crushed the hut）這類簡短的句子讓參與者學習；這些參與

者在學習階段中會聽到包含一到四個不同命題（ideas）的短句。測驗階段中讓參

與者再認的句子則分別包含一到四個刺激句中曾經出現過的命題，但測驗句本身

可能和刺激句完全相同，或者是由刺激句經過重組所得。研究者發現，當參與者

在測驗階段中被要求再認出曾經在學習階段中聽過的句子，並且評估自己對此反

應的信心時，其信心程度會和測驗句中所包含的命題數有關，亦即，句子中包含

越多命題，就越容易被參與者再認出來。此外，除了只包含一個命題的句子之外，

學過和未學過的句子被再認出的機率並無不同。此研究顯示，參與者能夠清楚記

得句子中所個別傳達的意涵，但卻無法分辨究竟測驗階段中的哪一個句子曾經在

學習階段出現過。 

語意記憶對情節記憶的影響不見得要使用繁複的語文材料才能獲得。

Underwood（1965）以連續的方式一次呈現一個單字，讓參與者判斷呈現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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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經在先前出現過，結果發現，參與者有時會錯誤地再認出和看過的項目相

關，但卻未曾實際出現過的刺激。舉例來說，若是先前參與者曾經看過堅硬（hard）

這個字，則和無關的項目相較之下，他在稍後看到柔軟（soft）時，有更高的機

率會將此刺激再認出來。這個研究顯示，單單靠對單字列表的再認即可引發語意

記憶對情節記憶的干擾作用。更早之前，Deese（1959）的研究亦顯現了類似的

效果。Deese讓參與者學習多組相關項目的列表，每一組相關項目（例如：床、

休息、醒來… .等）都和某一個特定的未出現關鍵項目（例如：睡眠）有語意上

的關聯。研究者發現，在學習過這些相關項目的列表之後，參與者有更高的機率

會在測驗階段中錯誤地回憶（recall）出未出現的關鍵項目。Roediger與McDermott

（1995）進一步將此研究程序擴展到再認作業與後設記憶（meta-memory）的判

斷作業上，並且引發了後續研究的熱潮。他們發現，參與者在學習包含了 15 個

相關項目的列表之後，會在測驗階段中回憶（recall）或再認（recognize）出學習

階段中並未學過的關鍵項目，其機率和確實學過的刺激項目相比沒有差異，且遠

高於其他沒有語意關聯的新刺激。此外，參與者還宣稱自己清楚記得（remember）

該項目被呈現時的特定情境。後續有許多研究者應用此研究典範來探索假記憶的

現象，而此套研究程序則以這三位研究者命名，被稱為 DRM 實驗典範

（Deese-Roediger-McDermott /DRM paradigm）。 

 

記憶重組錯誤（memory conjunction errors） 

在記憶扭曲的研究領域當中，除了最常被使用的 DRM派典之外，記憶重組

錯誤（memory conjunction errors）是另一種可以用來在實驗室裡產生並探索假記

憶的實驗程序。舉例來說，你最近剛認識兩個新朋友，佳珊和郁玲，但下一次見

面時卻不小心將他們稱作郁珊和佳玲；又或者你打算撥一通電話給自己的好朋友

甲，卻不小心將後四碼撥成另一位好朋友乙的電話（Reinitz, Lammers, & Cochran, 

1992）。在上述兩種情境中，都涉及當事人不小心將不同脈絡下，抑或是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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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上所經驗到的訊息，錯誤地結合並提取出來。這一類由於提取出的訊息並不

屬於任何一個曾經出現過的單一刺激情境，因而導致的記憶錯誤，一般被稱為記

憶重組錯誤（memory conjunction errors）。 

Underwood與 Zimmerman（1973）以實驗的方式來對上述記憶重組錯誤的

現象加以探討。在他們的實驗中，參與者會在學習階段中看到一系列的雙音節單

字，例如 inside與 consult；在接下來的測驗階段中，當參與者看到由學習列表中，

分別屬於不同單字的個別音節所組成的新的雙音節單字（例如 insult）時，和控

制組的單字相比之下，他們更容易將這些由先前呈現過的音節所重組出來的單字

再認出來。Reinitz 等（1992）去除了前述實驗中語意因素的影響，將實驗材料

改為雙音節的無意義單字，同樣也複驗了上述的研究結果。他們在實驗中呈現二

音節的無意義字（two-syllable nonsense words）而非真字讓參與者學習，之後再

讓參與者進行再認（實驗一）或回憶作業（實驗二）。測驗階段中出現的刺激項

目共分為四類：舊刺激（old stimuli），即先前在學習階段中曾經出現過的刺激；

組合刺激（conjunction stimuli），將不同的學習刺激中的特徵抽取出來再重新組

合而成的刺激；特徵刺激（feature stimuli），將學習刺激中的一個特徵項目抽取

出來，再配合上另一個未曾在學習階段出現過的刺激組合而成；以及新刺激（new 

stimuli），完全由學習階段中所未曾出現過的特徵組成。研究者發現，和特徵刺

激相較之下，參與者更容易錯誤地再認組合刺激，這種傾向尤其在回憶作業中更

加明顯。一般說來，在上述實驗操弄下，參與者的典型反應是對舊刺激再認率最

高，其後依序為組合刺激、特徵刺激與新刺激（Jones, Jacoby, & Gellis, 2001）。 

後續研究發現，記憶重組錯誤的現象十分強韌（robust），它並不僅僅出現

在一般年輕參與者身上，在認知功能較差的老年（Kroll, Knight, Metcalfe, Wolf, & 

Tulving, 1996; Rubin, Van Petten, Glisky, & Newberg, 1999）與失憶症參與者（Kroll 

et al, 1996, Reinitz Verfaellie, Millberg, 1996）身上亦可觀察到同樣的現象。除此

之外，許多不同性質的實驗素材都可以成功的引發此現象。例如，Reinitz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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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音節的無意義單字（two-syllable nonsense words）作為實驗材料，成功的引

發記憶重組錯誤的典型反應型態。除此之外，複合字（Ghatala, Levin, Bell, Truman, 

& Lodico, 1978; 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et al., 2001; Reinitzet al., 1996; 

Underwood,  Kapelak, & Malmi, 1976）、片語（Underwood et al., 1976）、臉孔圖

片（Reinitz et al. 1992; Reinitz, Morrisey, & Demb, 1994）、照片（Bartlett & Searcy, 

1998）以及抽象圖片（Kroll et al., 1996）等不同性質的實驗材料也都可以使得實

驗參與者對於重組項目的再認率大於特徵項目，而對於後者的再認率又大於新項

目。 

 

解釋記憶重組錯誤的理論取向 

Jones等（2001）將記憶重組錯誤的理論依照解釋的角度分為兩類。其中一

種解釋方式，是從知識呈現的角度來解釋記憶重組錯誤的形成，此類理論稱為表

徵取向（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的理論。另一種方法則是以實驗作業進行時，

參與者內在歷程的運作來說明他們在記憶作業上的表現，這一類理論則稱為歷程

取向（procedural approach）的理論。 

 

表徵取向（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的理論。研究者針對記憶重組錯誤

的現象提出不同的理論試圖加以解釋。表徵取向的理論認為，記憶是由特徵

（feature）與結構（configuration）兩種不同的呈現所組成，而記憶重組錯誤之

所以會發生，可能是由於結構呈現付之闕如（Reinitz et al., 1992,1996），亦或者

是在學習階段時，來源項目的組成部件受到不適當的連結，而產生的連結錯誤

（binding errors）所導致（Kroll et al., 1996）。Reinitz等（1992）在實驗中發現，

參與者在進行回憶作業時會混淆不同句子裡的主題，這樣的結果可以視為支持呈

現理論之佐證。此外，記憶重組錯誤的反應型態（pattern）在再認作業與在內隱

記憶作業（例如知覺促發）上的表現不同。Reinitz與 Alexander（1996）以及 Rein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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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emb（1994）均發現，雖然重組和特徵項目比新項目更容易為參與者所再認，

然而，和新項目相比之下，此二種項目並不會產生知覺促發；只有舊項目有知覺

促發的效果。這樣的結果暗示，導致記憶重組錯誤的來源，可能是意志的

（intentional）而非自動化的記憶歷程。 

 

歷程取向（procedural approach）的理論。此外，用來解釋記憶重組錯誤

的另一類理論— 歷程取向的解釋當中，又可依涉入歷程的不同分為兩類。其中一

類認為實驗參與者對記憶測驗的判斷是以刺激項目的熟悉度（familiarity）為基

礎（例如：Rubin et al., 1999）。這類理論認為，當參與者對某一個刺激項目的熟

悉度超過臨界的閾值時，便會判斷該項目為曾經出現過的舊項目。由於舊項目的

熟悉度較重組項目高，重組項目的熟悉度較特徵項目高，而特徵項目的熟悉度又

較新項目來得高，因此，熟悉度的解釋可以說明記憶重組錯誤的典型實驗結果。

然而，Jones與 Jacoby（2001）亦指出，這種理論並未提供任何機制，使參與者

得以避免錯誤地將組合及特徵刺激再認出來。 

Jones等（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Jacoby, & Gellis, 2001）則以雙歷程理

論（dual-process theory）來解釋記憶重組錯誤的現象。雙歷程理論認為再認記憶

包含了一個速度較快的熟悉度評估和一個速度較慢的搜尋提取機制（retrieval 

mechanism）兩種歷程；參與者對熟悉度的評估呈現一個連續的向度，而回憶則

是二分的全有或全無（Yonelinas, 1994; 1997; Yonelinas, Kroll, Dobbins, Lazara, & 

Knight, 1998）。此二歷程的作用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卻又是相反的（Jacoby, 

1991）。當參與者在測驗階段中看到舊刺激時，上述的兩種歷程都會促使參與者

傾向對該項目作再認；在這種情境下其作用是相同的。然而，當呈現的項目是組

合刺激與特徵刺激時，此二歷程的作用卻是相反的，因為自動化的熟悉度評估會

促使參與者再認該項目，然而回憶的歷程則會幫助參與者正確的作出拒絕的反應

（例如：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et al., 2001）。因此，此理論認為，實驗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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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所以會產生記憶重組錯誤，乃是由於熟悉度未受到回憶歷程的抑制之故。 

舉例來說，假如參與者在學習階段的刺激列表中看到 checklist和 needlepoint

這兩個學習項目，而在之後的再認測驗中看到 checkpoint這個測驗項目，此時測

驗項目中從學習項目中取出的組成成份（checklist 的 check 和 needlepoint 的

point），會導致參與者對於此測驗項目感到熟悉，而傾向於認為此項目為舊刺激。

假如參與者能回想起他在學習階段所看到的刺激項目是 checklist 和 needlepoint

而不是 checkpoint，便能夠避免犯下錯誤的反應。因此特徵和重組錯誤的產生是

熟悉度未受到回憶歷程的抑制所導致。 

然而相對應於學習項目來說，特徵及重組項目卻並非有效的提取線索，其

中一個原因是，從學習到測驗階段間，概念訊息的移轉（transfer）十分有限（例

如：Roediger, Welden, & Challis, 1989）。舉例來說，checkpoint 在概念上和 checklist

及 needlepoint並不相同，而 Jones等（2001）認為，若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之間

在概念上沒有很強的重疊（overlap），則參與者便較不容易正確地提取出學習項

目，因此熟悉度相對上而言較不受到回憶的抑制，就很難避免重組和特徵錯誤的

產生（Jones & Jacoby, 2001）。 

 

語文材料中，影響記憶重組錯誤的語意和非語意因素 

Underwood 與 Zimmerman（1973）在研究中，將學習階段中呈現過之雙音

節刺激字的不同音節拆開，重組成新的刺激項目於測驗階段中呈現，發現參與者

很容易將這一類刺激錯誤地再認出來。在另一個研究中，Underwood等 （1976）

以複合字（compound word，所謂的複合字就是指兩個英文單字連寫在一起，例

如 classroom就是一個複合字）取代雙音節刺激字，仍舊發現類似的現象：和兩

個字根都未在學習階段呈現過的重組測驗項目相比，參與者較容易誤認這些重組

出來的測驗項目，例如若參與者在學習階段看過 classmate和 bedroom這兩個字，

在測驗階段中會比較容易錯誤再認 classroom。除此之外，研究者並認為，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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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再認錯誤應該是由非語意訊息（nonsemantic information），例如一些知覺上

的相似性所造成，因為這些組成元素在單獨呈現與組合呈現的時候含有的意義並

不相同。 

然而，Ghatala等（1978）卻認為，在上述研究當中，語意訊息至少應該扮

演了一部分的角色，特別是當實驗中使用複合字做為刺激項目時（Underwood et 

al., 1976，實驗二），因為組成複合字的兩個不同單字，單獨看和合起來看時，在

語意上其實是具有連續性的。舉例來說，所謂的手提包（handbag）即是由手（hand）

所提的包包（bag），因此要否認這其中有任何意義的重疊可能會有爭議。基於這

樣的理由，Ghatala 等（1978）在實驗中試圖區分再認測驗中影響假警報的語意

與非語意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在這篇研究的第三個實驗中，他們選用至少具

有兩個以上不同意義的字根所組成的複合字做為實驗材料（例如： bedspread

中，bed指稱的可能是家具或河床，而 spread所指稱者則可能是布料或者是塗抹

的意思）於學習階段中呈現，並將參與者分為兩組。其中一組參與者在學習階段

中所看到的一部分複合字，會搭配一個和它們出現在測驗階段中的意義一致的修

飾語（toward modifiers）一起呈現，例如參與者在學習階段看到 softbed 和

clothspread，而在測驗階段中則看到 bedspread；亦即在學習階段中，加上修飾語

的字根涵義均與測驗階段中所呈現的字義一致。另一組參與者所看到的對應刺

激，則是將一部分複合字，搭配上和它們在測驗階段中呈現的字義不一致的修飾

語（away modifiers）一起呈現，例如參與者在學習階段看到 riverbed 和

cheesespread，而在測驗階段中則看到 bedspread；亦即在學習階段中，加上修飾

語的字根涵義均與測驗階段中所呈現的字義不一致。研究者發現，當刺激項目在

測驗階段搭配意義一致的修飾語呈現時，會增加參與者誤認這些事實上從未出現

過的項目的機會；若刺激項目搭配意義不一致的修飾語在測驗階段中呈現，則會

減低這些項目被誤認的機會。Ghatala 等（1978）認為，這樣的結果顯示語意因

素與上述這種整合效果的強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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