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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實驗二的主要目的和實驗一相同，希望探討當學習項目和測驗項目之間除

了知覺上的相似性之外，若是在概念上亦有很高的相似性時，究竟是會幫助參與

者提取出正確的訊息來抑制對重組項目的再認，還是會使得他們更容易產生記憶

重組錯誤。主要的效果預測亦與實驗一相同，認為若是概念上的相似性可以在知

覺相似性之外，增加參與者誤認重組與特徵項目的機會，則當測驗階段的重組/

測驗項目是組合詞時，參與者誤認該項目的機率，會比當該項目是成語詞時來得

更高；然而，若是概念上的相似性可以在知覺相似性之外，增加參與者正確提取

學習項目的機會，則當測驗階段的重組/測驗項目是組合詞時，參與者誤認該項

目的機率，會比當該項目是成語詞時來得更低。實驗者預期在語意透明度效果的

部分，實驗二將會覆驗實驗一的結果。 

實驗一和實驗二之間主要的差異在於，在實驗一中，實驗者除了操弄測驗

項目的語意透明度外，亦對其詞頻加以操弄；而在實驗二中，實驗者則將對詞頻

的操弄改為對字頻的操弄。從實驗一的結果來看詞頻的效果，發現不論是組合詞

或成語詞的測驗項目，高詞頻的重組和特徵項目都比較容易被參與者錯誤地再認

表六：實驗二所操弄的變項效果假設預測 

 Jones & colleagues, 

encoding-retrieval match 

Fuzzy trace theory, 

activation-monitoring 

語意透明度 和成語詞（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只有

知覺重疊，沒有語意重疊）相比，

組合詞（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同時具

有知覺重疊和語意重疊）較不容易

產生記憶重組和特徵錯誤 

和成語詞（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只有

知覺重疊，沒有語意重疊）相比，

組合詞（學習和測驗項目間同時具

有知覺重疊和語意重疊）較容易產

生記憶重組和特徵錯誤  

記得/知道程序  和成語詞相比，組合詞的重組和特

徵項目會引發較少的「知道」反應 

和成語詞相比，組合詞的重組和特

徵項目會引發較多的「知道」反應 

字頻 組合詞：對重組和特徵項目的錯誤再認會受到字頻的影響  

成語詞：對重組和特徵項目的錯誤再認不會受到字頻的影響 



 36 

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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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實驗操弄由詞頻改為字頻可能會產生和實驗一不同的結果。從歷

程上來看，由於組合詞在提取詞義時會觸動字元的單位，成語詞則不會，因此，

在實驗中操弄測驗項目的字頻可能對組合詞之重組和特徵錯誤造成影響，但應該

不影響參與者對成語詞的重組與特徵項目之再認反應。實驗者預期，實驗二的結

果應該會顯示語意透明度和字頻的交互作用。 

 

方法 

實驗參與者。實驗參與者採用政治大學及世新大學學生共 72人，參與實驗

可以獲得課程加分或小禮物做為回饋。所有參與者的視力均為正常或經矯正後正

常，並且均為本地生，至少接受過 12年漢語的正規教育。 

 

實驗材料與儀器。實驗二在實驗儀器以及材料的挑選標準上均比照實驗

一，唯實驗一中所操弄之詞頻變項，在實驗二中則改為對字頻的操弄，並且進一

步控制四類不同性質測驗項目的詞頻，使其分布大致相等。依照李佳穎（1995）

的實驗標準，本實驗的高字頻定在二千萬個字中出現 3000 次以上者，低字頻則

定在二千萬個字中出現 800次以下者，參照標準為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1995年出版之「注音檢索現代漢語字頻表」。實驗二的材料平衡方式與實驗一相

同，因此，在結果的分析上，亦面臨與實驗一相同的問題（實驗二所使用的刺激

材料請參閱附錄四）。 

 

實驗設計與程序。本實驗為 4 × 2 × 2之完全參與者內設計，所操弄之變項

包含測驗項目之項目種類（舊項目、重組項目、特徵項目、新項目）、語意透明

度（組合詞、成語詞）與字頻（高、低）。實驗實施的方式與程序均完全比照實

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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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再認反應。本研究先依據每位參與者在不同情境中對各類項目的再認反應

結果，計算各情境下的平均的再認率，所得之結果如表七所示。 

由於材料平衡的方式使得實驗者無法對實驗二的結果進行整體的三因子變

異數分析，因此實驗者首先將不同項目種類分開，以個別對不同性質項目的再認

率進行 2（組合詞、成語詞）× 2（高字頻、低字頻）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表七：實驗二中各組平均再認率及其標準差 

 語意透明度 

 組合詞  成語詞  

項目種類  高字頻 低字頻  高字頻 低字頻 

舊項目  .68（.29） .70（.26）  .74（.19） .78（.15） 

重組項目  .28（.18） .57（.21）  .19（.18） .14（.15） 

特徵項目  .15（.16） .25（.21）  .06（.11） .09（.11） 

新項目  .06（.12） .04（.09）  .08（.11） .03（.09）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高字頻 低字頻 高字頻 低字頻

組合詞 成語詞

再
認
率

舊項目

重組項目

特徵項目

新項目

 

圖五：實驗二中各組平均再認率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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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1).對舊項目而言，所有的效果皆不顯著；(2).對重組項目而言，語意透明

度[F(1, 68) = 35.97, MSE = .03, p < .05]和詞頻[F(1, 68) = 7.59, MSE = .03, p < .05]

的主要效果皆達顯著，顯示組合詞的重組項目（.42）較成語詞的重組項目（.18）

再認率高，而低字頻的重組項目（.35）較高字頻的重組項目（.24）再認率高。

此外，二者的交互作用並亦達顯著[F(1, 68) = 16.42, MSE = .03, p < .05]，顯示當

重組項目為組合詞時，低字頻的重組項目（.57）較高字頻者（.28）有較高的再

認率，而當重組項目為成語詞時，高字頻與低字頻重組項目之再認率並沒有差

異；(3).對特徵項目而言，僅有語意透明度[F(1, 68) =12.34, MSE = .02, p < .05]主

要效果達到顯著，顯示組合詞的特徵項目（.20）較成語詞的特徵項目（.08）再

認率高，然而字頻的主要效果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未達顯著；(4).對新項目而

言，所有的效果皆不顯著。其效果如圖五所示。 

接下來實驗者在不同項目性質之下，針對項目種類進行單因子參與者間變

異數分析以及事後 Tukey考驗（顯著水準定在 a =.05）。結果發現，就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而言，項目種類在所有四種不同性質的項目之中均達到顯著[F(3, 68) = 

34.87, MSE = .04; F(3, 68) = 39.91, MSE = .04; F(3, 68) = 81.70, MSE = .02; F(3, 68) 

= 132.89, MSE = .02; p均 < .05]。其次，事後 Tukey考驗顯示，對不同性質的項

目而言，參與者對不同項目種類的再認率不盡相同：(1).對高字頻組合詞而言，

四種不同項目種類的再認率，兩兩間的差異達到顯著者，包括舊項目與重組項目

（.40）、舊項目與特徵項目（.53）、舊項目與新項目（.62）以及重組項目與新項

目（.22）；重組項目與特徵項目（.13）以及特徵項目與新項目（.09）間的差異

則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2).對低字頻組合詞而言，四種不同項目種類的再認

率，兩兩間的差異達到顯著者，包括舊項目與特徵項目（.45）、舊項目與新項目

（.66）、重組項目與特徵項目（.32）、重組項目與新項目（.53），以及特徵項目

與新項目（.21）；舊項目與重組項目（.13）的差異則未達.05 的顯著水準。(3).

對高字頻成語詞而言，四種不同項目種類的再認率，兩兩間的差異達到顯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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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舊項目與重組項目（.54）、舊項目與特徵項目（.67）、舊項目與新項目（.66），

以及重組項目與特徵項目（.13）；重組項目與新項目（.12），以及特徵項目與新

項目（-.01）間的差異，則未達.05 的顯著水準。(4).對低字頻成語詞而言，四種

不同項目種類的再認率，兩兩間的差異達到顯著者，包括舊項目與重組項目

（.65）、舊項目與特徵項目（.69），以及舊項目與新項目（.75）；重組項目與特

徵項目（.05）、重組項目與新項目（.10），以及特徵項目與新項目之間（.06）的

差異，則未達.05的顯著水準。 

為了對不同項目性質之下的基本錯誤率作校正，實驗者進一步將不同性質

之舊項目、重組項目與特徵項目的平均再認率減去各情境下的基本錯誤率，以得

到該情境下的正確反應、重組錯誤與特徵錯誤率，詳細資料請參閱表八。實驗者

以雙尾的 t檢定，對同一性質的不同項目種類進行兩兩比較，結果發現，當測驗

項目為高字頻組合詞時，參與者的反應中僅有正確再認顯著大於重組錯誤[c = .40, 

t68 = 6.17, p < .05]，重組錯誤和特徵錯誤的差異僅有邊緣顯著[c = .13, t68 = 1.91, p 

= .06]，而特徵錯誤（.09）並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當測驗項目為低字頻組合

詞時，參與者的重組錯誤顯著大於特徵錯誤[c = .32, t68 = 4.76, p < .05]，特徵錯誤

亦達顯著[c = .21, t68 = 3.10, p < .05]，而正確再認與重組錯誤的差異僅達到邊緣顯

著[c = .13, t68 = 1.96, p = .05]。 

當測驗項目為高字頻成語詞時，僅有正確再認顯著大於重組錯誤[c = .54, t68 

= 10.89, p < .05]，重組錯誤和特徵錯誤之間的差異（.13）以及特徵錯誤（-.01）

表八：實驗二中校正後各組平均再認率 

 語意透明度 

 組合詞  成語詞  

反應種類 高字頻 低字頻  高字頻 低字頻 

正確再認  .62 .66  .66 .75 

重組錯誤 .22 .53  .11 .11 

特徵錯誤 .09 .21  -.02 .06 

 



 40 

本身則均未達到.05 之顯著水準。測驗項目為低字頻成語詞時也是類似的反應型

態：僅有正確再認顯著大於重組錯誤[c = .65, t68 = 15.00, p < .05]，重組錯誤和特

徵錯誤之間的差異（.05）以及特徵錯誤（.06）本身均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 

大體而言，成語詞所得到的反應型態並不受到字頻高低的影響：不論是高

字頻或低字頻的成語詞，正確再認都顯著大於重組錯誤發生的機率，而重組錯誤

和特徵錯誤的發生機率則均未顯著大於基本錯誤率。然而，字頻高低則會對組合

詞的反應型態產生不同的影響：當組合詞由高頻字所組成時，參與者較不容易產

生重組與特徵錯誤，特徵錯誤的發生機率甚至並未顯著大於基本錯誤率；然而，

當組合詞由低頻字所組成時，參與者卻明顯地較容易犯下重組與特徵錯誤，而且

參與者對作出正確再認和犯下重組錯誤的機會其差異甚至未達到顯著水準。（參

見圖六）。 

記得/知道反應。研究者依據每位參與者在不同情境下對各類項目的記得/

知道反應結果，計算各情境下平均回答為記得或知道的反應所佔的比率，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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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實驗二中各組校正後之平均再認率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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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如表九所示。 

實驗者以不同項目種類（舊項目、重組項目、特徵項目、新項目）個別對

記得反應所佔的比例，進行 2（組合詞、成語詞）× 2（高字頻、低字頻）之二

因子參與者間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當測驗項目為重組項目時，語意透明度[F(1, 

68) = 24.32, MSE = .02, p < .05]和字頻[F(1, 68) = 8.10, MSE = .02, p < .05]的主要

效果，以及語意透明度和字頻的交互作用[F(1, 68) = 10.40, MSE = .02, p < .05]皆

達顯著，顯示參與者對組合詞（.27）比對成語詞（.09）作出更多記得反應，對

低字頻（.23）比對高字頻重組項目（.12）作出更多記得反應，而且在重組項目

為組合詞情境下，參與者對低字頻（.38）比對高字頻項目（.15）作出更多記得

反應；然而當重組項目為成語詞時，參與者對高（.09）低（.08）字頻項目作出

記得反應的比率則沒有差別。而當測驗項目為特徵項目時，僅有語意透明度的主

要效果達到顯著[F(1, 68) = 6.46, MSE = .01, p < .05]，顯示參與者對組合詞（.07）

比對成語詞（.02）作出更多記得反應。其餘效果則均未達顯著。 

此外，以不同項目性質（高字頻組合詞、低字頻組合詞、高字頻成語詞、

表九：實驗二中各組平均記得/知道反應率 

 語意透明度 

 組合詞  成語詞  

項目種類  高字頻 低字頻 高字頻 低字頻 

記得反應      

舊項目  .51 .51 .49 .72 

重組項目  .15 .38 .09 .08 

特徵項目  .06 .08 .00 .04 

新項目  .01 .01 .03 .00 

知道反應      

舊項目  .17 .19 .25 .07 

重組項目  .13 .19 .10 .06 

特徵項目  .10 .17 .06 .05 

新項目  .05 .03 .05 .01 

註：由於小數循環的緣故，同一種測驗項目的記得和知道反應比率相加不必然等於該項目之平均再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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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字頻成語詞）個別對平均記得反應率所進行的單因子（項目種類）變異數分析

顯示，在四種不同性質的項目中，項目種類的參與者間變項均達顯著（檢定值分

別為 F(3, 68) = 28.336, MSE = .03, F(3, 68) = 27.13, MSE = .04, F(3, 68) = 40.82, 

MSE = .02, F(3, 68) =167.45, MSE = .01, p均< .05），亦即參與者對測驗項目反應

為記得的比率會受到項目種類是舊項目、重組項目、特徵項目或新項目的影響。

在這四種不同性質的項目中，參與者對舊項目反應為記得的比率均大於重組項

目、特徵項目與新項目，然而，參與者對重組項目反應為記得的比率僅有在低字

頻組合詞的情境中會大於特徵項目和新項目，在其他情境中則沒有差異（請參閱

圖七）。 

在參與者的知道反應方面，實驗者以不同項目種類（舊項目、重組項目、

特徵項目、新項目）個別對記得反應所佔的比例，進行 2（組合詞、成語詞）× 2

（高字頻、低字頻）之二因子參與者間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在舊項目中，僅

有語意透明度和字頻的交互作用效果達到顯著[F(1, 68) = 6.81, MSE = .0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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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實驗二中各組平均記得反應率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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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顯示相對於低字頻成語詞（.07）而言，參與者對於高字頻成語詞（.25）

作出較多知道反應；然而，參與者對於高（.17）低（.19）字頻組合詞反應為知

道的比率則沒有差別。在重組項目當中，語意透明度的主要效果[F(1, 68) = 8.24, 

MSE = .01, p < .05]以及語意透明度和字頻的交互作用效果[F(1, 68) = 4.36, MSE 

= .01, p < .05]皆達顯著，顯示參與者對組合詞作的知道反應（.16）比對成語詞

作的知道反應（.08）來得更多。此外，當重組項目為組合詞時，參與者對高字

頻項目（.13）比對低字頻項目（.19）作的知道反應少，然而當重組項目為成語

詞時，對高字頻項目（.10）所作的知道反應卻比對低字頻項目（.06）更多。在

特徵項目中，只有語意透明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 68) = 7.12, MSE = .02, p 

< .05]，顯示相較於成語詞（.06），參與者對於組合詞（.14）作出更多的知道反

應。其餘所有效果皆未達顯著。 

此外，以不同項目性質（高字頻組合詞、低字頻組合詞、高字頻成語詞、

低字頻成語詞）個別對平均知道反應率所進行的單因子（項目種類）參與者間變

異數分析顯示，項目種類的參與者間變項，在低字頻組合詞[F(3, 68) = 5.12, 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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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實驗二中各組平均知道反應率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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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p < .05]和高字頻成語詞[F(3, 68) = 8.85, MSE = .02, p < .05]均達顯著，顯示

參與者對不同項目種類（舊項目、重組項目、特徵項目或新項目）反應為知道的

比率，在低頻組合詞和高頻成語詞中呈現顯著差異；透過 Tukey事後考驗發現，

對低字頻組合詞而言，參與者對舊項目（.19）、重組項目（.19）和特徵項目（.17）

反應為知道的比率均顯著大於新項目（.03），然而前三者間沒有差異。對高字頻

成語詞而言，參與者對舊項目反應為知道的比率（.25）顯著大於重組項目（.10）、

特徵項目（.06）與新項目（.05）；後三者間的差異未達顯著（請參閱圖八）。 

 

討論 

整體而言，實驗二的結果相當符合實驗者在實驗前所做的預測。從語意透

明度的效果來看，實驗二覆驗了實驗一的結果：針對重組項目與特徵項目所進行

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組合詞的重組項目（平均再認率為.42）比成

語詞的重組項目（平均再認率為.18）更容易被參與者錯誤的再認出來，且在特

徵項目上亦顯現同樣的反應趨勢（.20 > .08）。這樣的結果顯示，學習與測驗項目

之間，除了知覺重疊之外，若再加上語意重疊，會造成熟悉度升高，進而導致更

多重組和特徵錯誤產生；上述結果比較支持模糊痕跡理論以及激發-監測架構對

實驗操弄效果的預測，而不符合 Jones等（Jones & Jacoby, 2001; Jones & Atchley, 

2002）以及入碼-提取對應觀點對此操弄方式的效果預測。 

此外，在字頻的處理效果方面，實驗二的結果顯示，字頻的操弄並不影響

參與者對成語詞測驗項目的反應型態；不論測驗項目是高字頻或低字頻的成語

詞，參與者作出正確再認反應的機會都顯著大於再認錯誤的機會，而且幾乎不會

犯下重組與特徵錯誤。然而對於組合詞的測驗項目而言，字頻的高低對於正確與

錯誤再認的影響卻不相同。雖然字頻高低並不影響參與者正確再認舊項目的機

率，然而，低字頻組合詞卻有比高字頻組合詞更高的機會被錯誤地再認出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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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項目是由低字頻組合詞時，其被參與者再認的機會甚至和舊項目沒有差別。 

上述字頻只影響組合詞，而不影響成語詞測驗項目的反應型態，十分符合

實驗者從文獻出發對於字頻效果的預測。然而有趣的是，和實驗一相比之下，字

頻和詞頻對於錯誤再認所產生的效果卻是相反的：在實驗一中，高詞頻的測驗項

目有較高的機會被錯誤再認，然而在實驗二中，卻是低字頻的組合詞測驗項目有

顯著較高的機會被參與者錯誤再認。若我們假設頻率（不論是詞頻或字頻）和熟

悉度之間為單純的線性對應關係，可能很難對上述相反的效果加以合理的解釋。

囿於實驗材料的列表平衡方式，實驗者現階段無法對實驗一與實驗二所獲得的結

果進行直接的檢驗。進一步的討論將於後續的綜合討論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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