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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從前面的文獻回顧中可以清楚看到，就語文材料而言，單純靠學習和測驗

項目中在知覺上的重疊，可以透過記憶重組錯誤的實驗程序，成功地在參與者身

上引發對重組及特徵項目的錯誤再認（例如：Reinitz et al., 1992; Underwood & 

Zimmerman, 1973）。然而，語意因素在知覺因素外能夠產生的邊際效應卻並不清

楚。換言之，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之間，若是除了知覺上的相似性之外，再加上

語意性的重疊，究竟是會提升參與者正確拒絕重組項目的機率，還是讓他們更容

易產生假記憶，從當代有關錯誤記憶的理論上來看，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預測。 

 

兩種相反的預測 

當前許多學者（例如：Jones& Atchley, 2002; 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et al., 

2001; Yonelinas, 1994; 1997; Yonelinas, Kroll, Dobbins, Lazara, & Knight, 1998）以

雙歷程理論來解釋記憶重組錯誤的現象。在Mandler（1980；1987）所提出的雙

歷程理論裡，再認記憶包含兩個歷程：一個速度較快的熟悉度評估，以及一個速

度較慢的回憶提取歷程。前者被視為經由事件或項目內組織整合的歷程

（intraevent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ve processes）所產生的現象經驗，由於此激發

與整合的歷程依賴知覺碼（perceptual code），因此當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在知覺

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時，會引發參與者對測驗項目產生很強的熟悉度；後者則依

賴事件間的精緻性處理歷程（interevent elaborative processes），此提取歷程依賴

概念碼（conceptual code），引發的是精確記憶感受。若記憶重組錯誤是由上述雙

歷程理論中的熟悉度評估所導致，則從理論上來看，由於該歷程所依賴的是知覺

訊息，因此當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在知覺和語意訊息上皆有重疊時，其所引發之熟

悉度的強度，當知覺訊息的重疊程度被控制為一樣時，應與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僅

在知覺訊息上有重疊時相當。然而，在前者的情境下，由於提取歷程依賴的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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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碼，因此會使得回憶的強度變大；而回憶又可以用來抑制導致錯誤記憶的熟悉

度，因此，當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在知覺和語意訊息上皆有重疊時，從雙歷程理論

的角度來看，和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僅在知覺訊息上有重疊時相比，所產生的記憶

重組和特徵錯誤應較少。 

Jones與其同儕（Jones& Atchley, 2002; 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et al., 

2001）亦指出，在記憶重組錯誤的研究中，測驗階段的重組和特徵項目並非學習

項目的有效提取線索，因為被拆開作為重組元素的單字已經失去了原先的脈絡，

再加上測驗項目和學習項目之間在概念上的重疊很少，因此參與者不容易靠著重

組和特徵項目作為提取線索，正確的提取出學習項目的回憶來抑制熟悉度，如此

一來會導致參與者誤認重組和特徵項目的機率升高（參見 Jones & Atchley, 

2002）。此外，從入碼-提取對應（encoding-retrieval match）的角度來看，學習階

段與測驗階段的情境愈相似，參與者成功提取回憶的機率就愈高（例如 Thomson 

& Tulving, 1970; Tulving & Thomson, 1973），而正確的回憶可以抑制由熟悉度所

導致的假記憶。以上的觀點均認為，若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之間，除了知覺性的

重疊之外，再加上語意上的相似性的話，會使得學習和測驗階段的情境間變得更

相似，因而重組和特徵項目應該能夠成為相對上較為有效的提取線索；由於用來

抑制假記憶的回憶能夠更成功地被提取出來，因此學習和測驗項目之間除了知覺

性重疊外若再加上語意性重疊，應該可以幫助減低記憶重組錯誤。 

然而，若我們回到其他理論對錯誤記憶的解釋，同樣的操弄卻可能得到不

一樣的效果預測。例如，Brainerd與 Rayna（1990; Reyna & Brainerd, 1995）所提

出的模糊痕跡理論（fuzzy-trace theory, FTT）主張，不論個體在處理物體、文字

或事件時，都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表徵，其一為逐項痕跡（verbatim trace），用以

表徵該事物之表面訊息以及其他該事物之特有訊息；另一則為要旨痕跡（gist 

trace），用以表徵該事物之語意訊息以及該事物發生情境所衍生出來的關聯性或

精緻性訊息。而錯誤記憶之所以會產生，可能是由於作業要求提取逐項記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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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作時提取的卻是要旨記憶，或者是當表徵之間的統整較弱時，由於提取了錯

誤的逐項記憶所致（Reyna & Lloyd, 1997）。此外，在McDermott與Watson（2001）

所提出的激發-監測（activation-monitoring）架構中，影響列表產生錯誤記憶的歷

程應包含表徵的激發（activation）與記憶的監測（monitoring）兩個不同的歷程。

此架構認為，錯誤記憶可以透過擴散激發產生：由於語意記憶中的相關概念節點

（node）相互連結，當其中一個概念被觸接（access）時，激發會透過連結的方

式傳送到其他相關的概念節點，因而使得相關概念在後續會較容易被成功觸接。

這個激發的機制和 Underwood（1965）所提的內隱關聯反應（implicit associative 

response）是相同的。另一個監測控制的歷程在提取階段會決定被激發的概念是

否為先前所經驗過的事件；因此，當某一位曾經驗過的概念被高度激發，卻又未

受到正確的監測所抑制時，便會產生錯誤記憶。從以上兩種觀點來看，導致錯誤

記憶的「熟悉度」均來自於語意相關的訊息，因此，當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間，

除了知覺上的相似性外，再加上語意上的相似性，應該會使得發生記憶重組錯誤

的機率變得更大。（解釋錯誤記憶的理論間之相互比較請參閱黃金蘭，2002）。 

本研究的目的即欲區辨上述兩種相反的預測，以進一步釐清語意關聯在記

憶重組錯誤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之間除了知覺上的相似

性之外，若是再加上語意上的相似性，究竟是會增加記憶的正確性並減低記憶重

組及特徵錯誤的產生，還是會使其更形惡化。 

 

區辨實驗材料的語意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 

然而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頭去看，不同的實驗者對於記憶

重組錯誤的研究中，學習與測驗項目間到底有沒有語意上的重疊，為何會有截然

不同的看法。從研究者所舉的例子上來看，Jones與 Atchley（2002）認為在記憶

重組錯誤的研究中，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間並沒有語意上的重疊性，譬如學習項

目為 blackmail（勒索）和 jailbird（囚犯），其重組後的測驗項目為 blackbird（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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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研究者以此為例，認為測驗項目之間在意義上的重疊是很少的（the 

meanings of the parents and feature and conjunction lures often do not overlap，引自

Jones & Atchley, 2002）。然而，在另一個同樣是使用複合字作為實驗材料的研究

中，Ghatala 等（1978）卻以 handbag為例，說明組成複合字的兩個單字（在此

例中為 hand和 bag），單獨看和合起來看時，在語意上具有其連續性。在上述兩

個相反的例子裡面，研究者並沒有針對其所使用的全部刺激材料作分析，而僅僅

以簡單的例證來說明學習和測驗項目之間是否有意義上的重疊。當然，若我們僅

以 Jones 與 Atchley（2002）所列舉的例子來看，學習和測驗項目間的語意重疊

確實很少，然而，在同一個研究所使用的其他實驗材料中，亦不乏學習項目為

toothpick和 earache，而重組項目為 toothache 這一類，明顯具有意義上重疊的刺

激項目（Jones & Atchley使用的實驗材料請參見附錄一）。 

為了更清楚的去比較學習和測驗項目之間，除了知覺性重疊之外，若是再

加上語意性的重疊，對參與者產生重組和特徵錯誤的機率究竟會造成何種影響，

本研究中將進一步去區分實驗中所使用複合詞的語意透明度（ semantic 

transparency），來幫助我們釐清實驗中的刺激項目與其組成詞素間的語意關係。

所謂的語意透明度指的是詞義可由其所構成詞素組成的程度（Marslen-Wilson, 

Tyler, Waksler, & Older, 1994）。語意透明的詞（semantic transparent）其詞義可由

構成詞素組合而成，例如 happiness 或 unhappy，這兩個字的詞義都可以拆解為

語幹{happy}的意義加上詞綴{-ness}， {un-}的意義；語意不透明的詞（semantic 

opaque）詞義則無法由其構成詞素加以組合而得，例如 resort若被拆解為{re-}加

{-sort}，則可能被賦予錯誤的意義（參見李佳穎，1995）。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於前文所提及的例子當中，Jones與 Atchley（2002）所舉的例子，blackmail、jailbird

和 blackbird，都是屬於語意不透明的詞，而 Ghatala 等（1978）所舉的例子

handbag，則是屬於意義透明的詞。以這種分類的方式回頭去看 Jones 與 Atchley

（2002）的實驗材料，可以發現在研究者所使用的 72 組刺激項目（每組包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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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習項目和 1個重組項目）中，大約只有 37%（79/216）是屬於語意不透明的

複合字，也就是研究者口中不會造成學習和測驗項目間有語意重疊的刺激材料，

而餘下約 63%的項目則均為語意透明的複合詞，都是可能造成學習和測驗刺激間

有語意重疊的材料。不論研究者認為語意重疊可以在知覺重疊之外對再認記憶產

生何種邊際效益—增進正確回憶或使記憶重組錯誤更加惡化—當實驗中所使用

的刺激項目無法將上述二者作有效區分時，恐怕無法得到令人信服的推論或預

測。 

雖然漢語和英文不論在構詞方式或語言特性上均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然

而，在漢語的複合詞中，同樣能找到語意透明度這個向度。絕大多數漢語複合詞

的詞義可以直接來自或等於其構成詞素的意義，例如雨衣或呼吸等，但在某些詞

語中，構成詞素的個別意義卻和詞意毫不相干，例如風流或瓜葛。這類的詞顯示

出最高的「成語性」（idiomaticity）（Li & Thompson, 1981），並且被梁美雅（1992）

與陳紹祖（1993）在實驗中稱為成語詞（李佳穎，1995）。在後文中，為了討論

上方便起見，將以組合詞指稱詞義可以直接來自或等於其構成詞素意義的詞彙，

亦即語意透明度高的詞；而以成語詞指稱詞義不能直接來自或等於其構成詞素意

義的詞彙，亦即語意不透明的詞。 

語意透明度這個向度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建構語言學的理論並發展討論之

外，更具有心理上的實質意義。探討漢語詞彙在認知系統中表徵方式的研究結果

顯示，作為漢語中表達意義基本單位的中文複合詞，會因為其組成字彙關係的不

同，而可能有不同的字彙觸接歷程（例如：李佳穎，1995；梁美雅，1992）。黃

宣範（1987）的一個實驗指出，雙字詞可能隨著詞彙化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處理或儲存方式：成語詞的詞彙化程度較高，自成一個不可分析的單位；而非成

語性的暫時性雙字詞，則可能不存於詞庫中（見李佳穎，1995）。此外，梁美雅

（1992）發現，當參與者被要求判斷呈現的刺激項目是否可以組合成詞時（實驗

一），在控制字頻的情況下，詞中所含的字頻愈高，其反應時間愈快。此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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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詞在高詞頻與低詞頻的情況下，皆有字頻效果，但成語詞只有在高頻字時才有

字頻效果，在低詞頻的情況下則沒有。若刺激項目成對出現，而參與者被要求判

斷在第二個詞所含的兩個組成字元中，是否有一個和第一個雙字詞的語意相關

（實驗二），則參與者對組合詞中的字元反應較成語詞中的字元快，而對組合詞

中的字元和單字個別出現的反應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李佳穎（1995）則於研究

中操弄詞彙的語意透明度、詞頻與字頻，讓參與者進行詞彙判斷作業（實驗一），

發現成語詞的反應時間比組合詞的快，且高頻詞快於低頻詞；此外，只有組合詞

顯示出字頻效果，成語詞則未顯示字頻效果。研究者更進一步在實驗中採用形式

內（intra-modal，實驗二）或跨形式（cross-modal，實驗三）的立即重複促發作

業（immediate repetition priming），來探討在一組詞彙配對中，其首字形音義的

異同對促發效果有無影響，結果發現，唯有使用相同字義的組合詞刺激配對才有

促發效果，且字形曾涉入處理歷程；而成語詞的刺激配對均無發生促發效果，字

形與字音對處理歷程亦無影響。綜合來看，以上二研究的結果顯示，成語詞在心

理辭典上的表徵或詞義的提取上，比較傾向以整個詞形成一個獨立的單位；然而

組合詞是以詞素作為字彙觸接的表徵方式，並且可以藉由組合字義的方式來提取

訊息（參見高千惠，2001）。 

 

本研究中的三個實驗  

由於本研究希望能夠在固定學習與測驗項目之間的知覺相似度之外，進一

步去操弄二者間語意重疊度的高低，以檢驗語意重疊在知覺重疊之外對記憶重組

及特徵錯誤的邊際效益，究竟是會增進參與者的正確回憶，還是使得他們更容易

錯誤再認重組和特徵項目，因此在本研究當中，將進一步操弄實驗材料的語意透

明度。舉例來說，當學習項目是組合詞，而測驗項目是成語詞時，由於測驗項目

的意義無法由先前學過的單字詞素組合而得，因此學習項目與測驗項目間只有知

覺上的重疊，但在語意上卻沒有重疊。反之，若學習項目是組合詞，而測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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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組合詞時，由於測驗項目的意義可以由先前學過的單字詞素組合而得，因此

學習項目與測驗項目間除了有知覺上的重疊之外，在語意上也有重疊。不論依照

Jones與其同儕從雙歷程理論的解釋角度，或是由入碼-提取對應的觀點預測，學

習與測驗項目之間同時具有知覺上和語意上的重疊時，會比此二者間只有知覺上

重疊的情境，更容易使參與者提取出正確的回憶來抑制記憶重組錯誤。但若從模

糊痕跡理論或激發-監測架構的角度來看，則和學習項目間同時具有語意與知覺

重疊的測驗項目，會比和學習項目間僅有知覺重疊的測驗項目，更容易在參與者

身上引發記憶重組與特徵錯誤。不同解釋方式對增加語意重疊所可能產生的效果

預測請參見表一。 

本研究中的實驗一及實驗二即欲檢驗以上預測。和過去的同類型研究相

比，實驗一和實驗二在測驗階段檢驗刺激項目語意透明度的操弄。二實驗中參與

者所學習的刺激項目均為組合詞，而在之後的測驗階段中，出現的重組項目則可

能是組合詞或成語詞。當重組項目為組合詞時，學習和重組項目間有語意上的重

疊（激發相同詞素）；而當重組項目為成語詞時，學習和重組項目間則沒有語意

上的重疊（未激發相同詞素）。因此，藉由對刺激項目語意透明度的操弄，可以

讓我們比較前文中所提及的不同預測。 

此外，實驗一和實驗二中進一步對測驗項目的詞頻或字頻各別加以操弄。

傳統記憶研究的文獻發現，詞頻對再認記憶具鏡射的效應（mirror effect），亦即

和高頻詞相比，低頻詞具有較高的正確再認率與較低的假警報率（黃金蘭，

2002）。以雙歷程理論來解釋詞頻鏡射效應的學者（Guttentag & Carroll,  1994; 

Joordens & Hockley, 2000; Reder, Nhouyvanisvong, Schunn, Ayers, Angstadt, & 

Hiraki, 2000）認為，和高頻詞相比，低頻詞在回憶上的優勢使其享有較高的正確

再認率，而此二者在熟悉度上的差異又使得新出現的低頻詞較高頻詞不容易被錯

誤的再認出來（Hirshman, Fisher, Henthorn, Arndt, & Passannante, 2002）。從這個

角度來預測，由於記憶重組錯誤的形成，是熟悉度未受到正確回憶的抑制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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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因此當重組項目為低頻詞時，相較於高頻詞的重組項目，參與者應更不容易

產生重組錯誤。然而，由於組合詞和成語詞在詞義的提取以及字彙觸接的表徵方

式上有所不同，從理論上來看，字頻對於組合詞或成語詞所產生的效果可能不

同。由於組合詞在提取詞義時會觸動字元的單位，因此，組成項目的單字字頻應

該會影響此類項目產生重組及特徵錯誤的機率：倘若低頻字在回憶上較高頻字享

有優勢，則參與者應該可以利用此線索來抑制熟悉度，並從而減低重組與特徵錯

誤的產生，亦即低頻字所組成的組合詞和高頻字所組成的組合詞相比，應較不容

易產生重組與特徵錯誤。相對於組合詞而言，成語詞在提取詞義時不會觸動字元

的單位，因此，操弄組成項目的單字字頻對此類項目產生重組及特徵錯誤的機率

應不會有任何影響。 

為了進一步檢驗前文中對於語意重疊度邊際效益的預測，實驗一和二中除

了讓參與者對測驗項目作再認之外，還要求他們對於再認為學過的項目進行「記

得」或「知道」的判斷。記得/知道程序（remember/know procedure）最早由 Tulving

（1985）引介至心理學的研究當中，Gardiner及其同儕後續並以此程序進行了許

多相關研究（例如：Gardiner, 1988; Gardiner & Java, 1990, 1991; Gardiner & Parkin, 

1990）。在此實驗程序下，參與者必須向實驗者報告其記憶的主觀經驗狀態

（experiential state of memory）。以再認作業為例，參與者在判斷刺激項目為出現

過的舊刺激或未出現過的新刺激之後，需進一步區辨再認出來的舊刺激為「記得

（R）」或「知道（K）」的反應。倘若參與者能夠清楚地回憶出，該項目在學習

階段呈現時的經驗細節，則應作「記得」反應；若參與者無法清楚地回憶出該項

目在學習階段呈現的經驗細節，而只是覺得該項目很熟悉，則必須作「知道」反

應。 

記得/知道程序如何能夠幫助實驗者了解作業表現底下的認知歷程呢？從雙

歷程理論的角度來看（例如，Jacoby, 1991; Jacoby & Dallas, 1981; Mandler, 

1980），「記得」反應的是回憶歷程的產物（R），而「知道」則反應了那些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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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度，但缺少回憶的項目（F-R）。若語意重疊在知覺重疊外的邊際效益果真如

Jones與 Jacoby（2001）所預測，可以增加參與者對學習項目的回憶，則相較於

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只有知覺重疊，沒有語意重疊（亦即學習項目為組合詞，測驗

項目為成語詞）的情境，在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同時有知覺和語意重疊（亦即學習

和測驗項目均為組合詞）的情境下，參與者比較容易利用重組項目作為線索，成

功地提取正確回憶來抑制重組錯誤的產生，而此效果應可反映到重組及特徵錯誤

的「知道」反應率的下降。若在知覺重疊外再加上語意重疊，並不會增加參與者

的正確回憶，而會使得他們對重組及特徵項目產生更高的熟悉度，則和學習與測

驗項目間只有知覺重疊，沒有語意重疊的情境相比，當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同時具

有知覺和語意重疊時，參與者會由於熟悉度的上升，對重組及特徵錯誤產生更多

「知道」反應；由於「記得」反應並不受影響，因此參與者對重組項目的錯誤再

認應該會上升。 

從前文的推論中可以看到，若語意訊息會導致熟悉度的上升，則當學習和

測驗項目均為組合詞時，預測參與者會犯下最多的記憶重組和特徵錯誤。然而，

這樣的效果並有可能是因為同樣的單字在學習和測驗項目中反映的意義相同所

造成，也可能是因為組合詞在字彙觸接的過程中會觸動字元的單位，其詞義可以

再進一步被分解所導致。從歷程上來看，實驗一和實驗二中參與者所學習的刺激

項目均為組合詞，因此在學習階段中，所有組成雙字詞的個別字元均有被觸動

表一：不同解釋方式對增加語意重疊所可能產生的效果預測 

 

Jones & colleagues, 

encoding-retrieval match 

Fuzzy-trace theory, 

activation-monitoring 

熟悉度的來源  知覺因素  語意因素  

增加語意重疊的效果    

對正確記憶（R） 增加 不影響  

對熟悉度（F）  不影響  增加 

對記憶重組錯誤（F-R）  減低 增加 

對實驗一、二的預測    

組合詞比成語詞的重組錯誤  減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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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當測驗階段中出現的重組項目為組合詞時，詞彙的個別組成字元會再度被觸

動；而當重組項目為成語詞時，詞彙的個別組成字元則不會被觸動。由於在實驗

一和二中對於語意重疊程度的操弄，是透過對於學習或測驗項目語意透明度的控

制加以達成，而語意透明度又會和詞義是否可再進一步被分解為字元產生共變，

因此我們無法得知，究竟當學習和測驗項目均為組合詞時會產生最多記憶重組錯

誤的結果，是單純由於二者間有語意重疊所造成，還是詞義是否能夠進一步分解

為字元所導致。 

實驗三的目的便是要來檢驗上述兩種可能的解釋。在實驗三中，研究者將

學習階段和測驗階段中所使用的刺激項目均控制為組合詞，操弄的變項則是學習

項目與測驗項目之間，個別組成單字所反映的意涵是否一致。例如，當學習項目

是「花束」而測驗項目是「花錢」時，前者的組成單字「花」所反映的是「顯花

植物的生殖器官」，而在後者中「花」所反映的卻是「開銷、動支」的概念，因

此其學習項目與測驗項目間，其個別組成單字所反映的意涵是不一致的。然而，

當學習項目是「花朵」而測驗項目是「花圈」時，二者中共同的組成單字「花」

所代表的均為相同的概念（顯花植物的生殖器官），因此其學習項目與測驗項目

間個別組成單字所反映的意涵一致。 

倘若在實驗一與實驗二中所看到的效果，是由於雙字詞在詞義上可以再進

一步分解所造成，則我預測，實驗三中操弄學習階段和測驗階段中組成項目的個

別單字字義改變與否，並不會對結果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在實驗三的兩個實驗情

境當中，所使用刺激項目的全部都是詞義可再進一步分解的組合詞。然而，若是

前述的效果並非由於詞義是否可再進一步分解造成，而是由於刺激和測驗項目之

間其個別組成單字在語意對應上的差異所導致的話，則預測透過對於學習項目與

測驗項目間組成字義改變與否的操弄，應該可以看到，當組成單字的意義改變

時，參與者錯誤再認重組項目的機率，會比組成單字的意義未改變時來得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