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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作為平台探討工作記憶與
注意力兩大心理學建構的互動。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顯示
：與工作記憶內容相符的表徵再現時，會獲得競爭優勢並優先被選
擇。過去研究中已反覆驗證此現象，並將其視為工作記憶與注意力
緊密互動的支持證據。然而，工作記憶豐富的表徵如何影響注意力
歷程尚未被釐清，包含：工作記中的表徵強弱、記憶策略及因著情
境脈絡所產生的表徵價值如何調控該攫取現象。本計畫預計透過五
年的系列研究，逐一檢驗上述議題。順應計畫審查意見：建議將計
畫內容濃縮並聚焦在單一主軸上，先執行原申請書中前兩年的實驗
內容，主要回應第一個研究目的：工作記憶負荷量、再認作業的測
量方式、雙作業間表徵的相符程度等，以期能夠釐清過去文獻中不
一致的結論。因此，本研究在核定期程內主要執行前兩年的計畫。
另因應審查意見，除原申請計畫中所設計的實驗外，將額外執行相
關聯的實驗以回應審查者對於原實驗設計所提出的擔憂。在將研究
成果撰寫投稿的過程中亦因應審查意見進行相關聯的實驗以回應審
查者的要求。在此期末報告中將完整詳實地呈現執行的細節與相關
的實驗（實驗一至實驗十），此段落乃計畫審查者建議執行的實驗
。此外，第三至五年的研究規劃因為有完整的執行時間，因此將透
過較精簡的研究策略，觀察學習階段中所產生的「表徵標籤」是否
對當下的注意力狀態產生影響，因此將原申請內容濃縮執行，作為
後續研究的前導研究基礎。本結案報告共涵蓋13個實驗，因著研究
架構的調整，本期末報告所呈現的實驗與資料順序與原申請計畫書
略有不同（實驗一至實驗十：所涵蓋之實驗與原申請計畫第一年及
第二年相同，僅呈現順序稍作調整以符合依執行期限調整後的研究
架構），將先呈現空間表徵的研究發現，接著呈現物體表徵的研究
發現。此外，從實驗十一開始則額外呈現原申請計畫書中第五年的
實驗，了解學習階段所習得的標籤表徵對注意力的影響。不管表徵
型態為空間或特徵，本研究的結果可從二個層面來討論。第一層面
是記憶表徵的強度。根據彈性資源模型，認知資源量是有限的，但
可以分配給的記憶項目的數量則沒有限制，隨著項目增加每個項目
獲得的資源也會減少。當只有一個項目出現時，此項目獨享所有的
資源，表徵強度強。當四個項目出現時，資源分配於四個項目而降
低了每個表徵的強度。第二個層面是空間注意力複誦。空間注意力
似乎有其分配數量上的限制，在記憶一個位置時，空間注意力能維
持在一個位置上，但是在記憶四個位置時空間注意力卻無法有效的
維持。此研究可能區分了表徵強度與空間注意力複誦兩者之間在空
間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上的關係。就表徵強度而言，本研究
結果顯示只有一個項目時該項目為強表徵。當表徵強時，無論中間
是否出現線索移轉了空間注意力複誦，該強表徵仍能攫取注意力。
當四個項目呈現時，四個項目因分享有限資源而成為弱表徵。即使
空間注意力導引至該項目也無法自動強化該弱表徵，使其成為強表
徵而攫取注意力。

中文關鍵詞： 工作記憶、注意力、價值導向注意力攫取

英 文 摘 要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has been demonstrated by numerous studies which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working memory biases attention.



This effect, working memory-driven attentional capture, has
been well demonstrated in th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attentional mechanism of this capturing effect
remained unclear, and the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presentation maintained in
working memory may influence the capturing effect,
including the strength of representation, memory strategy,
the value of the representation which was induced by
context. The aims of this five-year proposal aim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y using a dual-task paradigm that
combines a memory related task and an attentional selection
task. In the first year, I will investigate the how
re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which caused by the capacity
limitation of working memory modulated the capturing
effect. In the second yea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mory
strategy and the overlapping between memory related task
and attentional selection task will be investigated.
Different memory recognition tasks will be used to induced
different memory strategy. In addition, different features
and also objects will be used in different experiments. By
cross experiment comparis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presentation can be examined.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d this issue using a dual-task
paradigm. The participants remembered one or four spatial
locations for later recognition, detecting the appearing
dots, and recognized whether a probe display matched with
the memorized locations. The locations of the to-be
detected dots were identical to the remembered locations in
the valid condition, and mismatch the remembered locations
in the invalid condition. The capturing effect was
reflected by faster performance in the valid condition than
in the invalid condition. The locations of the dot was
irrelevant to both the recognition and detection task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apturing effect only when the locations
of to-be detected dot exactly matching the memorized
locations. Reappearance of parti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working memory by dot detection task was insufficient to
induce the capturing effect.

英文關鍵詞： working memory, selective attention, value-driven
attentional capture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工作記憶與注意力的互動：價值標籤的調控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070－MY2 

執行期間：107年 8月 1日 至 110年 1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郭郡羽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楊婕、方資貽、邱珮雯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1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1日 

 



本計畫原申請多年期計畫（五年），預計在五年的計劃中由兩個面向更深入的探討工作

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第一：系統性地檢驗過去文獻中尚未釐清的問題：工作記憶負荷

量、再認作業的測量方式、雙作業間表徵的相符程度等，以期能夠釐清過去文獻中不一致的

結論。第二，有鑑於表徵價值是一個能夠影響表徵競爭的重要因素，其來源豐富而多元，同

時涉及當下作業設定、過去習得經驗，能使我們更全面地思考表徵本身所帶有的特性。因此

預計在第三到五年從「表徵價值」的角度思考，藉由不同方式，系統性地操弄工作記憶中表

徵的價值，觀察其對注意力的影響來回應工作記憶與注意力兩大機制的互動。 

順應計畫審查意見：建議將計畫內容濃縮並聚焦在單一主軸上，先執行原申請書中前兩

年的實驗內容，主要回應第一個研究目的：再認作業的測量方式、雙作業間表徵的相符程度

等，以期能夠釐清過去文獻中不一致的結論。因此，本研究在核定期程內主要執行前兩年的

計畫。另因應審查意見，除原申請計畫中所設計的實驗外，將額外執行相關聯的實驗以回應

審查者對於原實驗設計所提出的擔憂。在將研究成果撰寫投稿的過程中亦因應審查意見進行

相關聯的實驗以回應審查者的要求。在此期末報告中將完整詳實地呈現執行的細節與相關的

實驗（實驗一至實驗十），此段落乃計畫審查者建議執行的實驗。此外，第三至五年的研究

規劃因為有完整的執行時間，因此將透過較精簡的研究策略，觀察學習階段中所產生的「表

徵標籤」是否對當下的注意力狀態產生影響，因此將原申請內容濃縮執行，作為後續研究的

前導研究基礎。 

本結案報告共涵蓋 13 個實驗，因著研究架構的調整，本期末報告所呈現的實驗與資料

順序與原申請計畫書略有不同（實驗一至實驗十：所涵蓋之實驗與原申請計畫第一年及第二

年相同，僅呈現順序稍作調整以符合依執行期限調整後的研究架構），將先呈現空間表徵的

研究發現，接著呈現物體表徵的研究發現。此外，從實驗十一開始則額外呈現原申請計畫書

中第五年的實驗，了解學習階段所習得的標籤表徵對注意力的影響。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 

1.1. 研究背景 

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與注意力（attention）是認知心理學中兩大重要的研究領域。

就功能性定義而言，注意力與工作記憶看似都與「作業相關表徵的選擇與維持」及「防止作

業無關表徵的影響」的功能有關。但在認知心理學的歷史裡，注意力與工作記憶一直被視作

不同的認知機制，兩個領域的研究者分別為其建立獨立的理論、往往著眼於某一方的運作歷

程並忽略另一方在認知運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Logie, 1995; Treisman & Gelade, 1980）。近年

來，工資握記憶與注意力間的互動逐漸受到重視：不論在行為或神經生理學研究中，工作記

憶與注意力的關聯均已被反覆驗證（Cowan, 2001）。曾被注意過的項目不論在短期或長期記

憶測驗中均會有較好的表現（Belopolsky, Kramer, & Godijn, 2008; Reeves & Sperling, 1986; 

Smyth, 1996）；相反地，存放於工作記憶中的項目也會對注意力產生影響（Downing, 2000; Soto, 

Heinke, Humphreys, & Blanco, 2005）。同時，在神經生理證據上也顯示：執行注意力作業及工

作記憶作業時活化的腦區有相當大的重疊，主要都涉及了 fronto-parietal 網絡的活化（LaBar, 

Gitelman, & Parrish, 1999; Naghavi & Nyberg, 2005）。在此緊密關聯下，研究者們開始關切工



作記憶與注意力兩個機制如何互動。最先被提出的問題則是：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是兩個獨立

的機制嗎？若是，這兩者會如何互動？抑或這兩者其實完全等同？ 

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Working memory-driven attentional capture） 

研究者們從非常多不同的角度思考、檢驗這個問題。其中一脈重要的研究則是從「工作

記憶中的訊息是否必然攫取注意力」著手。若存放於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必然能夠優先攫取注

意力，則表示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是相同的機制；反之，若存放於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不必然會

攫取注意力，則表示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機制。過去許多研究者以用不同的

實驗派典反覆驗證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 

工作記憶必然攫取注意力。若整理過去的實驗結果則會發現，一開始研究者們認為工作

記憶中的訊息必然會攫取注意力。例如，在 Downing 的實驗一中，每個嘗試一開始要求參

與者記憶一個人臉，並在每個嘗試最後進行記憶再認作業，呈現一個人臉要求判斷是否與一

開始記憶的人臉相符，藉此確定該面孔被存放於工作記憶中。在記憶訊息與記憶再認作業的

間隔時間中，研究者採用了線索導引程序以檢驗工作記憶訊息對注意力分佈的影響。在需要

記憶的人臉呈現後，凝視點的左右兩側將會各自呈現一張人臉，其中一張臉會與一開始記憶

的人臉相同。兩張臉呈現 187 毫秒後會一起消失，接著在其中一個出現過人臉的位置上會出

現一個帶有朝上或朝下缺口的方形，參與者必須盡量快速且正確地偵測缺口的朝向。結果發

現，當帶有缺口的方形出現在被記憶人臉出現過的位置上時，反應時間較快；當帶有缺口的

方形出現在被記憶人臉的異側時，反應時間較慢。這表示與工作記憶內容相符的訊息出現時，

即便其與當下作業無關，注意力仍會被導引到該表徵的位置上。在該研究中的後續的實驗中

改用物體取代人臉，或將中間的線索導引程序改為運動方向判斷作業，都能穩定地獲得相似

的結果。 

Soto 與其同僚在多篇文章中利用視覺搜尋作業亦獲得穩定的支持證據（Soto et al., 2005; 

Soto, Humphreys, & Heinke, 2006a, 2006b）。實驗利用雙作業程序要求參與者執行一個記憶作

業與一個注意力作業。每個嘗試一開始參與者必須記憶一個有顏色的形狀（例如：紅色方形），

並在每個嘗試最後進行記憶再認作業，以確定該訊息被存放於工作記憶中。記憶再認畫面中

將會呈現一個有顏色的形狀（例如：藍色圓形），要求參與者判斷與一開始要求記憶的訊息

是否相同。在記憶訊息與記憶再認作業的間隔時間中，參與者必須完成一個用以偵測注意力

分佈的視覺搜尋作業。在視覺搜尋畫面中，畫面中會出現數個有顏色的形狀，每個形狀中都

包含一條線段。所有被包含在有色形狀中的線段都會是垂直的，只有一條是向左或向右傾斜

的。參與者必須找到這條傾斜的線段，並判斷它的傾斜方向是向左或向右。Soto 與其同僚穩

定地發現：若嘗試一開始所記憶的訊息出現在視覺搜尋畫面中，且其中包含了視覺搜尋作業

中的斜線目標物時，反應時間會最快；嘗試一開始所記憶的訊息未出現在視覺搜尋畫面中時

的反應時間次之；而若嘗試一開始所記憶的訊息出現在視覺搜尋畫面中，且其中包含了視覺

搜尋作業中的直線干擾物時，反應時間會最慢。因為在 Soto 與其同僚的一系列研究中，嘗

試一開始所記憶的訊息對後續視覺搜尋作業中的干擾物都沒有特殊的預測力。因此他們將這

個反應時間變化現象歸因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會自動化地攫取注意力。 

Olivers、Meijer、及 Theeuwes（2006）則使用額外突顯刺激派典（additional singleton 

paradigm; Simons, 2000）偵測選擇注意力。在嘗試一開始參與者必須記憶一個顏色（例如：



紅色），並在每個嘗試的最末要求參與者從三個不同的顏色中選出何者與一開始記憶的顏色

相同，以確定該訊息被存放於工作記憶中。在記憶訊息與記憶再認作業的間隔時間中，參與

者須執行一個視覺搜尋作業。視覺搜尋畫面中將會出現九個圓形與一個菱形，參與者必須找

到菱形（形狀突顯物，singleton），並判斷菱形中出現的字母為何。其中的八個圓形與菱形都

會以灰色為底色，而其中一個圓形則為顏色突顯物，它的顏色可能與一開始記憶的訊息相同

或相異。過去的研究發現，這種在知覺層次上具有顯著突顯性的刺激將會自動化地攫取注意

力（Theeuwes, 1991, 1992）。結果發現當突顯物的顏色與一開始記憶訊息相同時所造成的干

擾效果顯著地大於突顯物的顏色與一開始記憶訊息相異時的情境。透過這樣的實驗派典，參

與者被明確地要求在視覺搜尋作業中尋找形狀突顯物（菱形），顏色訊息完全與當下作業無

關，但與記憶內容相符的顏色突顯物仍對注意力造成影響。以上實徵證據均指向「工作記憶

中所存放的訊息必定會自動化的攫取注意力」的結論。 

工作記憶不必然攫取注意力。然而，隨著實徵研究證據的累積，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

息必然優先注意力的結論逐漸受到挑戰。Han 與 Kim（2009）提出原始設定假說來說明工作

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所得到的分歧結果。原始設定假說認為：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

攫取現象是一種原始設定模式的展現。當沒有特殊策略或作業脈絡以建立特殊設定時，與工

作記憶內容相符的訊息會獲得競爭優勢並攫取注意力。然而，在有特殊作業脈絡下，且有充

裕的時間建立認知控制設定時（約 750 毫秒），工作記憶攫取注意力的效果可被認知控制

（cognitive control）所調控。參與者將可依循情境脈絡的需要，彈性地使用工作記憶中所存

放的訊息。 

除了策略或作業設定的影響外，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受到許多因素的調節。例如：

Houtkamp 與 Roelfsema（2006）在螢幕上左右呈現兩個物體，並告知參與者左側的物體是第

一個搜尋畫面的目標物，右側的物體是第二個搜尋畫面的目標物。實驗主要觀察在第一個視

覺搜尋畫面中呈現第二個搜尋畫面的目標物是否會干擾搜尋表現。結果同樣發現第一個視覺

搜尋作業的表現並不受第二個搜尋畫面的目標物出現與否的影響。這表示暫時存放於工作記

憶中的訊息（第二個畫面的搜尋目標物）並不會影響注意力分派。可能的影響因素還包含：

刺激能量（stimulus energy, Houtkamp & Roelfsema, 2006; Woodman & Luck, 2007）、雙作業目

標共伴性（contingence; Kuo, Chao, & Yeh, 2013; Woodman & Luck, 2007）、雙作業間隔時間

（Dombrowe, Olivers, & Donk, 2010）、可能刺激選擇數量（stimuli set, Downing & Dodds, 2004）、

跨管道表徵（cross domain influence, Dombrowe, Olivers, & Donk, 2010）、長期記憶（long term 

memory, Calleja & Rich, 2013）、表徵標籤（tag; Kuo & Chao, 2014）。 

除了行為資料外，Peter 等人（2009）也利用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提出

腦波資料。實驗中將序列呈現兩個隨機圖形，第一個為記憶目標物，第二個為搜尋目標物。

記憶目標物需在每個實驗嘗試的最末進行記憶再認；搜尋作業的目標則是需在序列呈現的項

目中偵測搜尋目標物是否出現。研究者透過觀察記憶目標物在搜尋序列中出現時的腦波變化

來探究工作記憶對注意力的影響。研究者主要關注反映選擇注意力的 occipital selection 

negativity（OSN; Harter, Aine, & Schroeder, 1982; Previc & Harter, 1982）與 frontal selection 

positivity（FSP; Anllo-Vento, Luck, & Hillyard, 1998; Kenemans, Kok, & Smulders, 1993）成分

波，及反映記憶配對的晚期 P300（見 Kok, 2001 回顧）。結果發現在視覺搜尋作業上，干擾

物與記憶目標物出現時的 occipital selection negativity 與 frontal selection positivity 並沒有差



異，但視覺搜尋目標物出現時則與這兩者有明顯差異；而在記憶作業中則可觀察到當記憶項

目出現時有較大的晚期 P300。 

這些額外的證據顯示了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其實不僅僅是一開始所想像的表徵本質而已，

當考量其對注意力的影響時，尚有非常豐富的訊息同時介入影響表徵間的競爭。例如：Kuo

與 Chao（2014）發現，隨著記憶作業目的不同，同樣的視覺表徵對注意力的影響不同。這

表示了：存放在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並不僅有單一的形式，且這些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對注意力

的影響也不僅遵循單一固定模式。存放在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將被給予不同的優先順序

（Olivers, 2009）和不同的注意力標籤（例如：目標物標籤或干擾物標籤）。而控制機制則可

以介入影響這些工作記憶中的內容如何影響注意力。 

在回顧相關的文獻後，回到最初思考的問題「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是兩個獨立的機制嗎？」

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以檢驗這個問題。針對這個問題，過去的

研究證據揭露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關鍵：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表徵隨著情境不同，會帶有

不同的特性，而這些豐富的表徵特性會影響控制歷程介入影響注意力的導引，進而對注意力

產生不同的影響。這使我們需要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甚麼樣的表徵特性能夠在表徵

競爭中勝出，並進一步攫取注意力？ 

 

選擇注意力的運作歷程 

選擇注意力是因應行為目標而做的適當調整。近期與注意力相關的理論多強調由上而下

（top-down process）與由下而上（bottom-up process）雙歷程對注意力的影響（見 Theeuwes, 

2010 回顧）。最早在 1991 年時 Julesz 將此雙重歷程的影響以單一架構描繪出來。Julesz 表徵

訊息的基礎來自於神經細胞間的同步性（synchronization），並認為神經的動態活化歷程運作

在高階皮質階段中。高階皮質區會同時受到兩股力量的作用：第一來自於早期知覺偵測系統

透過視網膜到初階皮質區由下而上傳入的訊號，另一則是來自於高階語意記憶而來的由上而

下的推論或猜測。因此我們對訊息的知覺是一個主動的歷程，我們會主動地將輸入的訊息與

經驗或既存的知識表徵對應，對輸入的訊息加以詮釋。焦點注意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則是同

時考量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影響，並選出與行為目標一致的反應。 

Theeuwes（2010）將注意力選擇在時間向度上的歷程更清晰地描述出來。Theeuwes 以

「聚光燈式的注意力」為基礎（Posner, Snyder, & Davidson, 1980），認為注意力會「選擇」

與當下行為目標相關的訊息以進行後續的處理。而注意力的選擇過程受到兩個不同歷程的影

響：前注意力階段與注意力階段。在訊息呈現後，前 150 毫秒為前注意力階段，此時會平行

處理所有呈現的訊息。此階段屬於刺激導向的選擇，此時將完全由刺激本身的屬性來決定哪

些訊息能夠進入較晚期的處理。接著會進入較晚期的注意力階段，在晚期的注意力階段中，

一次只會處理一個或非常少量的訊息。此階段屬於主動控制歷程，預期性或作業目標設定將

會由上而下地介入影響最終的反應選擇。 

在傳統的二分法外，近年來研究者們開始注意到其他對注意力選擇歷程的因素。Awh、

Belopolsky 及 Theeuwes（2012）認為在「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個歷程外，選擇歷史

（selection history）也會影響最後選擇的結果。在他們的模型中，影響最後選擇的因素包含：



刺激物理顯著性（physical salience）、當下作業目標（current goals）及選擇歷史。刺激的物

理顯著性與當下作業目標分別與以往研究者們熟知的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歷程相對應，選擇

歷史則與過去經驗有關。過去經驗會形塑我們對外在經驗的整體知覺並影響選擇。例如：即

便我們沒有意識到作業共伴性（contingency）時，符合作業共伴性的訊息仍有較高的機會進

入工作記憶中（Umemoto, Scolari, Vogel, & Awh, 2010）。當特定刺激配置會與特定目標物位

置共伴出現時，刺激配置與目標物位置的內隱連結也會提升偵測目標物的速度（Chun & Jiang, 

1998）。這些證據都顯示當再次經歷到與過去選擇經驗相關的情境時，過去經驗會影響當下

的選擇。 

在上述這個注意力受到多因素影響的觀點中，可以發現注意力同時受到多股力量的影響。

除了傳統的「由下而上的刺激導向因素」與「由上而下的目標導向因素」外，還包含了與過

去經驗相關的表徵的影響。過去經驗對當下注意力選擇的影響逐漸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其

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過去經驗而累積出的「表徵價值」。 

價值導向的注意力攫取（Value-driven attentional capture） 

外在環境中有非常大量的訊息，其中的視覺訊息又包含非常多不同的物體，每個物體又

涵蓋了數個特徵（feature）。接收到視覺訊號後，我們的視覺系統將會為這些特徵和物體建立

心理表徵，以利後續的認知處理，例如推理、決策、記憶儲存等。由於視覺訊息的數量實在

太龐大了，很難完整表徵所有的訊息。因此刺激會彼此競爭以獲取被「選中」的機會，被「選

中」的訊息方能擁有被表徵的優先權（e.g., Desimone & Duncan, 1995; Reynolds, Chelazzi, & 

Desimone, 1999）。 

Anderson、Laurent 與 Yantis（2011）回頭思考生存的本質，若僅以傳統二分法分類導引

注意力的原因，會忽略「獲取利益、規避危險」的重要生存之道，因此他們強調影響注意力

優先順序的核心原因在於「強化收益、降低耗損」。仔細地說，注意力的選擇就反映了訊息

的整體價值（value），若一個訊息對個體有益，則會逐漸增加該訊息的價值，致使在後續的

情境中該訊息被選中的機率增加；相反地，若一個訊息對個體無益，該訊息的價值便會變小，

致使在後續的情境中該訊息無法影響注意力分派。價值導向的注意力攫取反應了 Anderson

等人（2011）的看法：「高價值訊息」在表徵競爭中勝出的機率會高於「低價值訊息」。近年

來關於價值導向注意力攫取的實徵證據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高價值表徵在視覺搜尋作業中的

效率增加、高價值表徵所誘發的促發效果較強、高價值訊息對注意力的攫取效果較大。以下

將簡單概述相關的發現。 

就演化角度而言，與生存相關的訊息特別容易吸引注意力。例如與社交互動相關的訊息

（Hodsoll, Vinding, & Lavie, 2011）、與性相關的訊息（Most, Smith, Cooter, Levy, & Zald, 2007）。

這些對生存而言的高價值訊息通常都會自動地攫取注意力。這些訊息可能透過過去經驗中曾

反覆與高酬賞訊息（high reward）配對出現，進而學習到此為高價值訊息（high value），因

此在表徵競爭時具有影響注意力的高度競爭力。此系列的研究有另一個可能的解釋與學習無

關，則是內生性的注意力攫取（inherited attentional bias）。例如在嬰兒身上即可觀察到對社

交訊息的偏好（Farroni, Csibra, Simion, & Johnson, 2002; Farroni et al., 2005; Franz, 1961）。 

因此除了上述與演化觀點的證據外，較值得討論的是透過學習而來的價值導向注意力攫



取效果。首先在視覺搜尋作業中發現：若目標刺激曾與高回饋訊息配對出現，則搜尋效率會

顯著提升（Kiss, Driver, & Eimer, 2009; Kristjansson, Sigurjonsdottir, & Driver, 2010）。這可能

是因為高回饋訊息提升了動機，因此搜尋速率增加。Serences（2008）發現過去回饋學習的

經驗能夠有效預測早期視覺區對刺激的反應，這個效果甚至可以在非意識狀態下成功運作

（Seitz, Kim, & Watanabe, 2009）。Raymond 與 O’Brien（2009）透過快速呈現偵測刺激的作

業中發現，曾與高回饋訊息配對出現的刺激，即便在第二次閃現時，仍有較高的比例能夠被

正確偵測到。這個發現進一步被延伸到：即便高價值特徵是與當下作業目標無關的特徵，仍

能有效產生影響（Krebs, Boehler, & Woldorff, 2010）。嘗試間促發效果（intertrial priming）指

的是：當一個刺激在特定嘗試中被選為目標物後，在下一個嘗試中對該刺激的偵測會變快，

也較難排除該刺激造成的干擾（M ¨uller, Reimann, & Krummenacher, 2003; Theeuwes & Van 

der Berg, 2011）。Hickey、Chelazzi 與 Theeuwes（2010）發現曾與高回饋訊息伴隨出現的刺

激會誘發較大的嘗試間促發效果，而曾與低回饋訊息伴隨出現的刺激則會減小或消除嘗試間

促發效果。 

最直接檢驗價值導向注意力攫取效果的則是 Anderson 等人的團隊。他們透過練習階段

將特定刺激（例如：紅色）與高回饋訊息配對出現，致使成為高價值訊息；另外將特定刺激

（例如：綠色）與低回饋訊息配對出現，致使成為低價值訊息。並在測驗階段檢驗與當下作

業無關的高、低價值訊息是否會對表現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即便在與當下作業無關的情況

下，高價值訊息均會優先攫取注意力。該現象能夠快速被建立，並且至少能夠持續 7-9 個月

（Anderson & Yantis, 2013）。在不同的實驗情境或回饋訊息中該現象均能被穩定地發現，例

如：Mine 與 Saiki（2015）使用 flanker 作業檢驗高低價值無關訊息的影響，亦獲得相同的結

論。此外，使用錢、社交訊息（笑臉, Anderson, 2016）或疼痛刺激（Wang, Yu, & Zhou, 2013）

作為回饋訊息均能使參與者學會特定刺激的價值。在個別差異上，工作記憶廣度越高，價值

導向注意力攫取效果越小、衝動性（impulsivity）越高，價值導向注意力攫取效果越大

（Anderson, Laurent, & Yantis, 2011）。而青少年的價值導向注意力攫取效果則比成年人大

（Roper, Vecera, & Vaidya, 2014）。這個結果都展現了「價值」對競爭注意力的影響力是異於

「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兩種注意力導引歷程的運作機制，且其對選擇注意力的運作有

重要影響力。 

1.2 研究架構與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多樣而豐富的訊息，我們隨著當下要進行的作業目標不同不斷更新

工作記憶中所儲存的訊息。因而工作記憶中維持的表徵也隨著過去經驗、當下作業目標、策

略、作業脈絡而有不同的特性。由上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相關文獻回顧可以發現：

在相關研究中對於表徵特性如何產生影響的討論尚嫌不足。單就目前的研究證據不足以釐清

工作記憶中豐富的表徵特性如何對注意力產生影響。 

本計畫期待能藉由觀察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表徵價值如何影響注意力，更深入地觀察工

作記憶與注意力間的互動，並進一步釐清既有注意力與工作記憶相關理論間的爭議。本計畫

將以「表徵價值」的角度全盤性地思考選擇注意力運作的歷程，在五年內希望能透過不同方

式操弄工作記憶中表徵的價值，以細緻化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本計畫主要包含

兩個主要研究目的，分述如下：在第一及第二年中，我預計將操弄記憶負荷量、表徵種類、



記憶策略、表徵重疊度以檢驗不同脈絡下的表徵競爭力。首先在工作記容量有限的情況下，

其存放表徵的數量將直接影響表徵的強弱，相對於弱表徵而言，強表徵的表徵價值相對較高。

此重要影響在許多文獻討論中都曾提及，但並未有研究者系統性地操弄記憶負荷以檢驗該效

果。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年將系統化地操弄記憶負荷，以檢驗表徵強若對工作記憶為基注意

力攫取效果的影響。此外，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文獻中多採用項目特徵作為實驗材料

（例如：顏色、形狀），然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應為物體為基（Luck & Vogel, 1997; Vogel, 

Woodman, & Luck, 2001），因此第一年度將同時操弄記憶項目為特徵或物體，以檢驗工作記

憶中的表徵本質對該效果可能造成的影響。本計畫第二年預計操弄記憶再認作業的測驗方

式，以檢驗在使用不同的記憶策略的情況下如何改變記憶表徵的特性，進而影響注意力選擇。

此外於第二年中亦將系統化的檢驗工作記憶內容與注意力作業中表徵的重疊度，以檢驗是否

在高度表徵重疊情況下會有較高的競爭優勢。本計畫的第二的目的則是直接比較中作記憶中

不同價值的表徵對注意力的影響。 

1.3 研究重要性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情形評述 

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是兩個獨立的機制嗎？若是，這兩者會如何互動？抑或這兩者其實完

全等同？這是近年來許多研究者致力釐清的問題。許多研究者透過「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

攫取」以回應這個問題。一方面，藉由觀察該現象的出現與否，可以釐清工作記憶與注意力

在理論上是否相同的爭議；另一方面藉由觀察該現象的限制情境，則可描繪出兩者間的互動

情形。然而，工作記憶中所包含的豐富表徵並未在目前在工作記憶為基注意力攫取的相關文

獻中彰顯出來。本計畫將由表徵價值的角度出發，系統性地操弄並檢驗工作記憶中表徵所帶

有價值如何影響表徵間的競爭，進而對注意力產生影響。藉此為工作記憶與注意力的互動提

供更完整的全貌，並進一步更新既有的注意力及工作記憶相關理論。 

工作記憶與注意力的互動一直是認知心理學領域中的重要議題，自 2000 起，工作記憶

為基的注意力攫取即成為一個受到重視的研究取向，許多國際知名的研究室均投入該議題的

討論。目前為止，首篇正式提出該現象的文章（Downing, 2000）已被引用 587 次，其中包含

行為研究外亦包含神經生理研究。此外，亦有數篇以該現象為主要議題的回顧性文章（Awh, 

Vogel, & Oh, 2006）。國內 Yeh 與同仁（Yeh & Lin, 2013; Yeh, Yang, & Chiu, 2005）則透過探

討注意力對視覺短期記憶的影響討論工作記憶與注意力的互動。Kuo、Chao 與 Yeh（2013）、

Kuo 與 Chao（2014）亦針對工作記憶為基注意力攫取進行系統化的探索。此豐富的研究成

果即足以展現目前國內外對於此議題的重視，本研究期待能進一步更細緻化的探討該現象背

後的運作機制及限制情境，並進一步釐清並驗證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既有理論間的爭議。 

 

實驗一：位置記憶負荷量的影響 

本研究目的為釐清空間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現象是否受資源不足的限制而侷限於

一個位置，或者只要當空間注意力能夠同時複誦多個位置則其中任一個位置均能攫取注意

力。空間工作記憶具有兩個主要的特性，均能幫助在記憶數量增加時，避免表徵間彼此的干

擾而降低表徵強度。 

方法 



 參與者。16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2（記憶數量：記憶一／四個位置）× 2（記憶內容有效性：有效情境／

無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記憶數量採取區段設計（block design），參與者會進行完其中一

種記憶數量情境再進行下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情境執行的先後順序進行對抗平衡

（counterbalance）控制。記憶內容有效及無效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兩種記憶數量區

段中。在有效情境中，點偵測作業的目標物會出現在需記憶的其中一個位置上；在無效情境

中，點會出現在記憶位置之外的其他位置。每個記憶數量區段前均有 6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

驗中的每個區段的嘗試數為 116（每種記憶內容有效性情境均為 48 個嘗試），並額外加入 20

個探針嘗試（catch trial），探針嘗試中，注意力作業的目標點不會出現，參與者不需做任何

反應，藉以避免參與者採用逐題皆按鍵的方式反應。不含練習嘗試，總實驗嘗試為 232 個。 

材料。本實驗空間的位置標誌（placeholder）以 5 × 5 的黑底白邊的網格呈現，其尺寸

在距離螢幕為 60 公分的情況下為 5 度視角（寬）× 5 度視角（高），每一格位置為 1 度視角

（寬）× 1 度視角（高）。需記憶的位置與再認位置皆以淺灰色填滿格子的方式呈現。點偵測

作業中的目標點為直徑 0.18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率為 75 Hz，並以 E-

prime 2.0 執行實驗程式。 

程序。下圖為本實驗程序示意圖，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先進行 6 個練習嘗試，

再完成 116 個正式嘗試；接著進行下一段落練習 6 個嘗試後，再完成 116 個正式嘗試。正式

實驗中安排有休息階段。本實驗採用的研究程序如下圖。每個嘗試一開始會在螢幕正中央呈

現一個 5 × 5 的位置標誌，該畫面呈現 1000 毫秒，參與者需要凝視位置標誌中央。接著需記

憶的位置會以淺灰色填滿方塊呈現 1500 毫秒，需記憶位置標記消失後會有 1000-1500 毫秒

不等的位置標誌，隨後其中一個位置會出現白點，當參與者看到點出現，必須快速且正確的

按下空白鍵。偵測嘗試中，不會有白點出現，參與者無須做任何的按鍵反應。3000 毫秒

後，接著進行記憶再認測試。記憶再認作業中，畫面的位置標誌上將呈現一個填滿的位置，

參與者需要判斷是否為最初記憶的位置之一，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相符，則按下「Z

鍵」；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不同，則按下「X 鍵」。嘗試與嘗試間距（intertrial interval）為

1500 毫秒。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關注的重點在於有效情境及無效情境中的反應時間差異（Downing, 2000）。

有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將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且與注意力作業的目

標物相符；無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亦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但其與注



意力作業的干擾物相符。若兩種情境中的反應時間有所差異（無效情境反應時間長於有效情

境反應時間）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再次出現時將會優先攫取注意力；若兩種情境中的反

應時間沒有差異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並不會獲得競爭優勢，無法優先攫取注意力。在本

研究中唯有注意力偵測作業與記憶再認作業兩者均正確反應，且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介

於 250 到 1800 毫秒的嘗試才被納入進行後續反應時間的分析。 

下圖為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記憶數量

（記憶一／四個位置）、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

析（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發現：記憶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

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1, 15) = 9.97, p = .007, 𝜂𝑝
2 = .40）。事後檢定發現在記憶一個數量時，

有效線索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無效線索（F(1, 30) = 5.85, p = .022, 𝜂𝑝
2 = .16）；而在記憶一個

數量時，有效線索與無效線索的反應時間則沒有差異（F(1, 30) = 3.63, p = .066, 𝜂𝑝
2 = .11）。

記憶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記憶數量：F(1, 15) = 0.39, p = .54, 𝜂𝑝
2 

= .03；線索有效性：F(1, 15) = 0.13, p = .73, 𝜂𝑝
2 = .009）。 

 

實驗二：位置再認記憶策略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16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2（再認數量：四個項目再認／單一項目再認）× 2（記憶內容有效

性：無效情境／有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主要進行方式與嘗試數目實驗一相同。 

材料。本實驗材料與實驗一相同。 



程序。下圖為本實驗程序示意圖，本實驗程序與實驗一相似。唯此實驗中參與者均需記

憶四個項目，且在最後的再認作業中有兩種不同情形：以四個項目作為偵測刺激、以單一項

目作為偵測刺激。然無論在哪一種情境中，參與者均需判斷與每個嘗試一開始記憶的項目是

否相同，並按下對應的按鍵。 

結果與討論 

下圖為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再認數量

（四個項目再認／單一項目再認）、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子受試者

內變異數分析發現：再認數量、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再認數量：F(1, 15) = 

4.29, p = .056, 𝜂𝑝
2 = .22；線索有效性：F(1, 15) = 0.21, p = .65, 𝜂𝑝

2 = .01）。再認數量與線索有

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亦未達顯著（F(1, 15) = 1.10, p = .31, 𝜂𝑝
2 = .07）。 

  

實驗三：注意力偵測作業與再認作業的刺激相似性 

方法 

 參與者。16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2（再認數量：四個項目再認／單一項目再認）× 2（記憶內容有效

性：無效情境／有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主要進行方式與嘗試數目實驗一相同。 

材料。本實驗材料與實驗一相同。 



程序。下圖為本實驗程序示意圖，本實驗程序與實驗二相似。唯此實驗中注意力偵測作

業均會呈現四個白點，然參與者僅需偵測白點出現與否，並在白點出線後盡量快速且正確的

按鍵。 

結果與討論 

下圖為實驗三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再

認數量（四個項目再認／單一項目再認）、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子

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現：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1, 15) = 5.17, p = .038, 𝜂𝑝
2 

= .26）。再認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1, 15) = 7.61, p = .015, 𝜂𝑝
2 

= .34）。事後檢定發現在再認一個數量時，有效線索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無效線索（F(1, 30) 

= 11.21, p = .002, 𝜂𝑝
2 = .27）；而在記憶四個數量時，有效線索與無效線索的反應時間則沒有

差異（F(1, 30) = 0.35, p = .56, 𝜂𝑝
2 = .01）。記憶再認數量的主要效果則未達顯著水準（F(1, 

15) = 0.86, p = .37, 𝜂𝑝
2 = .05）。 

 

實驗四：注意力表徵與記憶表徵的相似性 

方法 

 參與者。13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2（注意力刺激呈現方式：輪廓線偵測／點偵測）× 2（記憶內容有效

性：無效情境／有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注意力刺激呈現方式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會進

行完其中一種注意力刺激呈現情境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情境執行的先後順序



進行對抗平衡控制。兩種記憶內容有效性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兩種再認方式區段

中。在記憶內容無效情境中，點不會出現在記憶過的位置上；在記憶內容有效情境中，點會

出現在記憶過的位置上。實驗嘗試數目與實驗一相同。 

材料。本實驗材料與實驗三的四個項目再認情境相似。參與者需記憶四個位置，並於最

後記憶再認時判斷刺激是否與記憶項目相同。兩種不同注意力刺激呈現方式中的刺激分別如

下：點偵測情境為呈現四個白色點於不同位置上；輪廓線偵測情境為呈現四條白色線段將死

個位置連結起來。 

程序。本實驗程序與實驗三相似。中間注意力偵測作業中，可能會出現四個點或由四條

白線連接四個點而形成一個四邊形。無論出現的刺激為點或輪廓線，參與者僅需於刺激出現

時盡量快速且正確的按鍵。 

結果與討論 

下圖為實驗四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注

意力刺激呈現方式（輪廓線偵測／點偵測）、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

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現：兩個因子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注意力刺激呈現方式：

F(1, 12) = 0.49, p = .497, 𝜂𝑝
2 = .04；線索有效性：F(1, 12) = 2.18, p = .170, 𝜂𝑝

2 = .15）。再認數

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亦未達顯著（F(1, 12) = 3.14, p = .101, 𝜂𝑝
2 = .21）。 

 

 

 



實驗五：再認作業情境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16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150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2（再認作業改變情境：全部項目改變／單一項目改變）× 2（記憶內

容有效性：無效情境／有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再認作業改變情境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

會進行完其中一種情境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情境執行的先後順序進行對抗平

衡控制。其餘設計與實驗四的點偵測情境相同。 

材料。本實驗材料與實驗四相同。 

程序。本實驗材料與實驗四相似。唯此實驗中最後的記憶再認作業均呈現四個白色方

塊，並在改變情境中操弄改變方式為變更一個位置或全部項目位置均改變，然參與者需進行

的反應均為判斷與一開始的記憶位置是否相同，並按下對應的按鍵。 

結果與討論 

下圖為實驗五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再

認作業改變情境（全部項目改變／單一項目改變）、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

行二因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現：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1, 15) = 6.53, p 

= .022, 𝜂𝑝
2 = .30）。再認作業改變情境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1, 15) = 

6.39, p = .023, 𝜂𝑝
2 = .30）。事後檢定發現在全部項目改變時，有效線索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

無效線索（F(1, 30) = 12.47, p = .001, 𝜂𝑝
2 = .02）；而在單一項目改變時，有效線索與無效線

索的反應時間則沒有差異（F(1, 30) = 0.49, p = .489, 𝜂𝑝
2 = .02）。再認作業改變情境的主要效

果則未達顯著水準（F(1, 15) = 1.62, p = .22, 𝜂𝑝
2 = .097）。 



 

實驗六：位置表徵重疊度的影響 

在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文獻中，較少使用空間刺激作為刺激材料，目前只有

Awh、Jonides 及 Reuter-Lorenz（1998）採用空間刺激。Awh 等人的實驗中：嘗試一開始螢

幕呈現字母在畫面中的一個位置，一組的參與者被要求記憶位置，另一組的參與者被要求記

憶字母，隨後呈現偵測作業，需要判斷的目標物位置可能與記憶位置相同，最後在進行記憶

再認作業，被要求記憶位置的參與者回答畫面呈現的位置是否與記憶位置一致，而記憶字母

的參與者則回答字母是否跟原來的相同。研究結果發現，在記憶位置的情況裡，偵測刺激出

現於記憶的位置時反應時間較刺激出現在非記憶位置時為快。雖然他們並未將此現象稱為工

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但其結果顯示：工作記憶中的空間表徵可攫取注意力。實驗一將

更直接的檢驗空間訊息所帶來的工作記憶為基注意力攫取效果，並進一步操弄工作記憶中表

徵與註意力作業表徵的重疊度是否會調節此效果。 

方法 

 參與者。30 位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每位約

進行 1.5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225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4（表徵重疊度：重疊零／一／二／四個位置）× 2（再認方式：單一項

目再認／全部再認）參與者內設計，再認方式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會進行完其中一種再認

方式的情境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兩種再認方式的先後順序進行對抗平衡控

制。四種表徵重疊度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兩種再認方式區段中。表徵重疊度零時，

點偵測作業中點出現的位置與記憶位置完全不同、表徵重疊度一時，點偵測作業中點出現的

位置與記憶位置中的任一個重疊、表徵重疊度二時，點偵測作業中點出現的位置與記憶位置

中的任兩個重疊、表徵重疊度四時，點偵測作業中點出現的位置與記憶位置完全相同。每個

再認方式區段前均有 12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驗中的每個區段的嘗試數為 144（每種重疊度

情境均為 36 個嘗試），並額外加入 36 個探針嘗試，探針嘗試中，注意力作業的目標點不會

出現，參與者不需做任何的反應，藉以避免參與者採用逐題皆按鍵的方式進行反應。總實驗

嘗試為 360 個。 

材料。本實驗空間的位置標誌以 5 × 5 的黑底白邊的網格呈現，其尺寸在距離螢幕為 60

公分的情況下為 5 度視角（寬）× 5 度視角（高），每一格位置為 1 度視角（寬）× 1 度視角

（高）。需記憶的位置與再認位置皆以淺灰色填滿格子的方式呈現。點偵測作業中的目標點

為直徑 0.18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率為 75 Hz，並以 E-prime 2.0 執行實

驗程式。 

程序。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先進行 12 個練習嘗試，再完成 360 個正式嘗試。

本實驗採用的研究程序如下圖。每個嘗試一開始會在螢幕正中央呈現一個 5 × 5 的位置標

誌，該畫面呈現 1000 毫秒，參與者需凝視位置標誌中央。接著需記憶的位置會以淺灰色填

滿方塊呈現 1500 毫秒，需記憶位置標記消失後會有 1500 毫秒的位置標誌，隨後其中一個位

置會出現白點，當參與者看到點出現，必須快速且正確的按下空白鍵。若是在偵測嘗試中，

則不會有白點出現，參與者無須做任何的按鍵反應直到 3000 毫秒後會接著進行記憶再認測



試。記憶再認作業中，畫面的位置標誌上將呈現一個填滿的位置，參與者需要判斷是否為最

初記憶的位置之一，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相符，則按下「Z 鍵」；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

不同，則按下「X 鍵」。嘗試與嘗試間距為 500 毫秒。 

結果與討論 

 下圖為實驗六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結果圖。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重

疊數目（全部不重疊／重疊一個位置／重疊兩個位置／全部重疊）執行單因子受試者內變異

數分析發現：重疊數目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3, 87) = 4.72, p = .004, 𝜂𝑝
2 = .14）。事後檢

定發現在重疊兩個位置時的反應時間明顯慢於其他三種情境（ps < .05）。若工作記憶中的訊

息必然攫取注意力，則應預期在不同重疊度情境中，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一致

（重疊度不影響反應時間）。若工作記憶中的訊息是否攫取注意力仰賴表徵重疊度而定，則

應預期在重疊度越高的情境中越能觀察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重疊度越高反應時間

越快）。然本實驗結果相較於預期更複雜，表示雙作業的互動間存在更多影響因素，需要後

續時進進一步釐清。下一年度中，將繼續進一步檢驗可能影響雙作業間交互作用的因素。 



實驗七：顏色記憶負荷量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預計邀請 30 位年齡在 20 至 30 歲，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

與本實驗。每位約進行 1.5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225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3（記憶數量：記憶一／二／四個顏色特徵）× 3（記憶內容有效性：有

效情境／無效情境／中性情境）參與者內設計，記憶數量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會進行完其

中一種記憶數量的情境後，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三種記憶數量的先後順序進

行對抗平衡控制。三種記憶內容有效性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三種記憶數量區段

中。在記憶內容有效情境中，運動方向偵測作業的目標物顏色與記憶訊息相符；在記憶內容

無效情境中運動方向偵測作業的干擾物顏色與記憶訊息相符；在中性記憶內容情境中，記憶

顏色不會出現在運動方向偵測作業中。每個記憶數量區段前均有 12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驗

中的每個區段（記憶數量）的嘗試數為 108（每種記憶內容有效性情境均為 36 個嘗試），總

實驗嘗試為 324 個。 

材料。本實驗採用灰色背景，螢幕中央會呈現一個黑色十字形符號作為凝視點（0 

cd/m2）。本實驗採用的刺激材料為有色方形，方形的邊長為 0.8 度視角，其可能的顏色為

藍、綠、橘、紫、紅、黃。注意力作業將在凝視點的左右兩側對稱呈現兩個方形，兩者的中

心點相距 10.5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率為 75 Hz，並以 E-prime 2.0 執行

實驗程式。 

程序。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參與者將進行 12 個練習嘗試，以及 324 個正式嘗

試。正式實驗中安排有休息階段。每個嘗試一開始螢幕中央將呈現一個凝視點 1000 毫秒，

接著會出現一個色塊在螢幕正中央，呈現時間為 1500 毫秒。參與者被要求記住這個顏色。

色塊消失後，螢幕中央會再次出現一個凝視點 1500 毫秒。接著，凝視點的左右兩側各會出

現一個色塊，呈現時間為 187 毫秒，之後，其中一個色塊會在 53 毫秒內向上或向下移動 0.5

度視角。隨後，螢幕中央會出現一個問號，此時參與者必須按鍵反應剛剛發生位置移動的色

塊是向上或向下移動。若向上，則按下「K 鍵」；若向下，則按下「M 鍵」。反應完後，畫面

中會再次出現一個色塊，參與者需判斷這個色塊是否為一開始要求記憶的顏色，若與一開始

的記憶訊息相符，則按下「Z 鍵」；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不同，則按下「X 鍵」。嘗試與嘗

試間距為 500 毫秒。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關注的重點在於有效情境及無效情境中的反應時間差異（Downing, 2000）。

有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將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且與注意力作業的目

標物相符；無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亦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但其與注

意力作業的干擾物相符。若兩種情境中的反應時間有所差異（無效情境反應時間長於有效情

境反應時間）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再次出現時將會優先攫取注意力；若兩種情境中的反

應時間沒有差異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並不會獲得競爭優勢，無法優先攫取注意力。在本

研究中唯有注意力偵測作業與記憶再認作業兩者均正確反應，且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介

於 250 到 1800 毫秒的嘗試才被納入進行後續反應時間的分析。 

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記憶數量（記憶一／二／四個位置）、線索有效性

（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現：記憶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

因子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2, 58) = 5.08, p = .01, 𝜂𝑝
2 = .18）。事後檢定發現在記憶一個數量

時，有效線索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無效線索（F(1, 87) = 2.12, p = .020, 𝜂𝑝
2 = .14）；而在記憶

二和四個數量時，有效線索與無效線索的反應時間則沒有差異（F(1, 87) = 0.12, p = .726, 𝜂𝑝
2 

= .002）。記憶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記憶數量：F(2, 58) = 0.13, p 

= .54, 𝜂𝑝
2 = .03；線索有效性：F(1, 29) = 0.09, p = .73, 𝜂𝑝

2 = .009）。此結果表示工作記憶中的

訊息不必然攫取注意力，唯有工作記憶內容內的單一項目能攫取注意力，則應預期在記憶一

個顏色情境下可觀察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而在記兩個及四個顏色時，無法觀察到

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 

 

實驗八：物體記憶負荷量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預計邀請 32 位年齡在 20 至 30 歲，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

與本實驗。每位約進行 1.5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225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3（記憶數量：記憶一／二／四個物體）× 3（記憶內容有效性：有效情

境／無效情境／中性情境）參與者內設計，記憶數量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會進行完其中一

種記憶數量的情境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記憶數量執行的先後順序進行對抗平

衡控制。有效、中性、無效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三種記憶數量區段中。在有效情境

中，運動方向偵測作業的目標物與記憶訊息相符；在無效情境中運動方向偵測作業的干擾物

與記憶訊息相符；在中性情境中，記憶訊息不會出現在運動方向偵測作業中。每個記憶數量

區段前均有 12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驗中的每個區段（記憶數量）的嘗試數為 108（每種記

憶內容有效性情境均為 36 個嘗試），總實驗嘗試為 324 個。 

材料。本實驗採用灰色背景，螢幕中央會呈現一個黑色十字形符號作為凝視點（0 

cd/m2）。本實驗採用的刺激材料為有色圖形，其可能的顏色為：藍、綠、橘、紫、紅、黃，

可能的形狀為：圓形、方形、菱形、梯形、五邊形、三角形。注意力作業將在凝視點的左右

兩側對稱呈現兩個方形，兩者的中心點相距 10.5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

率為 75 Hz，並以 E-prime 2.0 執行實驗程式。 



程序。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參與者將進行 12 個練習嘗試，以及 324 個正式嘗

試。本實驗程序與實驗二相似，惟記憶時須同時記憶形狀及顏色。 

 

 

結果與討論 

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 3（記憶數量：記憶一／二／四個物體）× 3（記憶

內容有效性：有效情境／無效情境／中性情境）執行二因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現：記憶

數量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2, 31) = 3.47, p = .007, 𝜂𝑝
2 = .12，記憶一個項目時反應最快，大

於兩個項目，再大於四個項目情境。記憶內容的有效性未達顯著差異，F(2, 62) = 1.03, p 

= .364, 𝜂𝑝
2 = .04。記憶數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4, 124) = 0.79, p = . 

13, 𝜂𝑝
2 = .18）。此結果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不必然攫取注意力，唯有工作記憶內容內的單

一項目能攫取注意力，則應預期在記憶一個顏色情境下可觀察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

取；而在記兩個及四個顏色時，無法觀察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 

 

實驗九：顏色表徵重疊度的影響 

每個被執行的作業都需建立一個與之相關的作業設定（task set），作業設定意指當我們

需要完成一個作業時所包含的知覺、注意力、記憶、動作或目標等不同成分的整合（Sakai, 

2008）。當我們記憶一個訊息時，除了外在經驗到的知覺特徵外，長期記憶中與其相關的既

有表徵、與作業目標相關的標籤表徵、情境脈絡都影響著工作記憶中表徵的特性。而過去在

工作記憶為基注意力攫取的相關文獻中強調工作記憶表徵完整的再次出現時對注意力的影

響，並未仔細探討這些表徵所帶有的不同特性在工作記憶與注意力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方法 

 參與者。因本實驗操弄較多，為避免參與者過度疲勞，其中一個因子（再認方式：單一

項目再認、全部再認）採受試者間設計，因此預計邀請 40 位年齡在 20 至 30 歲，且具有正

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20 位參與者進行單一項目再認；另外 20 位參與

者參與全部再認情境。每位約進行 1.5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225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4（表徵重疊度：重疊零／一／二／四個顏色）× 2（情境有效性：有效

情境／無效情境）× 2（再認方式：單一項目再認／全部再認）混合設計，再認方式採取受



試者間設計，一半參與者進行單一項目再認，另一半參與者進行全部再認。四種表徵重疊度

及兩種情境有效性的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兩種再認方式區段中。表徵重疊度零時，

點偵測作業中提示線索與記憶項目的顏色完全不同、表徵重疊度一時，點偵測作業中提示線

索與記憶項目的顏色有一個相符、表徵重疊度二時，點偵測作業中提示線索與記憶項目的顏

色有兩個相符、表徵重疊度四時，點偵測作業中提示線索與記憶項目的顏色完全相同。每個

再認方式區段前均有 12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驗中的每個區段的嘗試數為 288（每種重疊度

情境×情境有效性均為 36 個嘗試），並額外加入 72 個探針嘗試，探針嘗試中，注意力作業的

目標點不會出現，參與者不需做任何的反應，藉以避免參與者採用逐題皆按鍵的方式進行反

應。總實驗嘗試為 360 個。 

材料。本實驗採用灰色背景，螢幕中央會呈現一個黑色十字形符號作為凝視點（0 

cd/m2）。本實驗採用的刺激材料為有色方形，方形的邊長為 0.8 度視角，其可能的顏色為

藍、綠、橘、紫、紅、黃。注意力作業將在凝視點的左右任一側對稱呈現一個方形，兩者的

中心點相距 10.5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率為 75 Hz，並以 E-prime 2.0 執

行實驗程式。 

程序。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參與者將進行 12 個練習嘗試，以及 360 個正式嘗

試。每個嘗試一開始螢幕中央將呈現一個凝視點 1000 毫秒，接著會出現一個由四個有色的

方形組成的大方形在螢幕正中央，呈現時間為 1500 毫秒。參與者被要求記住這個大方形的

顏色組成。大方形消失後，螢幕中央會再次出現一個凝視點 1500 毫秒。接著，凝視點的左

右任一側會出現一個大方型作為提示線索，呈現時間為 250 毫秒，之後，其中凝視點的左或

右側會出現一個點，當參與者看到點出現，必須快速且正確的按下空白鍵。若是在偵測嘗試

中，則不會有白點出現，參與者無須做任何的按鍵反應直到 3000 毫秒後會接著進行記憶再

認測試。記憶再認作業中，畫面中會再次出現一個有色方形，參與者需判斷這個方形的顏色

是否為一開始要求記憶的顏色，若與一開始的記憶訊息相符，則按下「Z 鍵」；若與一開始

的記憶訊息不同，則按下「X 鍵」。嘗試與嘗試間距為 500 毫秒。 

 

 

結果與討論 

 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 4（表徵重疊度：重疊零／一／二／四個顏色）× 2



（情境有效性：有效情境／無效情境）× 2（再認方式：單一項目再認／全部再認）執行三

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發現：再認方式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 38) = 3.62, p = .008, 𝜂𝑝
2 

= .22，全部再認的反應時間快於部分再認；表徵重疊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3, 114) = 2.21, 

p = .03, 𝜂𝑝
2 = .09，重疊 4 的反應時間快於其他三者；情境有效性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 

38) = 1.79, p = .004, 𝜂𝑝
2 = .21，有效情境的反應時間快於無效情境。更重要的是：重疊度與

情境有效性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3, 114) = 3.31, p = .002, 𝜂𝑝
2 = .18，因工作記憶中的訊息是

否攫取注意力仰賴表徵重疊度而定，此結果發現在重疊度越高的情境中越能觀察到工作記憶

為基的注意力攫取（重疊度越高：無效情境反應時間越大於有效情境反應時間）。 

 

 

實驗十：顏色再認記憶策略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預計邀請 36 位年齡在 20 至 30 歲，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

與本實驗。每位約進行 1.5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225 元的報酬。 

設計。本實驗採 3（再認方式：換位置再認／新訊息再認／單一項目再認）× 2（記憶

內容有效性：無效情境／有效情境）參與者內設計，再認方式採取區段設計，參與者會進行

完其中一種再認方式的情境才進行另一種情境，並在參與者間對情境執行的先後順序進行對

抗平衡控制。兩種記憶內容有效性嘗試數量均等，且隨機地分布在三種再認方式區段中。每

個再認方式區段前均有 12 個練習嘗試。正式實驗中的每個區段的嘗試數為 72（每種記憶內

容有效性均為 36 個嘗試），總共有三個實驗區段（再認方式：換位置再認、新訊息再認、單

一項目再認），總實驗嘗試為 216 個。 

材料。本實驗的實驗材料與實驗九相同。 

程序。本實驗的實驗材料與實驗九相似。唯此時最後的記憶再認作業有三種不同形式：

換位置再認情境時，最後的記憶再認作業中將呈現：與記憶訊息完全相符、或相同顏色但位

置不同的組合；新訊息再認情境時，最後的記憶再認作業中將呈現：與記憶訊息完全相符、

或抽換一個與記憶訊息不同的新顏色；單一項目再認情境時，最後的記憶再認作業中將呈現

與記憶訊息中認一個相符的顏色，或未曾記憶的顏色。當呈現的訊息與一開始記憶訊息相符

時，參與者須按下「Z 鍵」；當呈現的訊息與一開始記憶訊息不同時，參與者須按下「X

鍵」。下圖均為與記憶訊息不同的情況。嘗試與嘗試間距為 500 毫秒。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關注的重點在於有效情境及無效情境中的反應時間差異（Downing, 2000）。

有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將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且與注意力作業的目

標物相符；無效情境中，工作記憶中所存放的訊息亦會再次出現在注意力作業中，但其與注

意力作業的干擾物相符。若兩種情境中的反應時間有所差異（無效情境反應時間長於有效情

境反應時間）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再次出現時將會優先攫取注意力；若兩種情境中的反

應時間沒有差異則表示工作記憶中的訊息並不會獲得競爭優勢，無法優先攫取注意力。在本

研究中唯有注意力偵測作業與記憶再認作業兩者均正確反應，且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介

於 250 到 1800 毫秒的嘗試才被納入進行後續反應時間的分析。 

針對注意力偵測作業反應時間資料以再認方式（再認方式：換位置再認／新訊息再認／

單一項目再認）、線索有效性（無效線索／有效線索）執行二因子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發

現：再認方式與線索有效性的二因子間交互作用達顯著（F(2, 58) = 4.11, p = .009, 𝜂𝑝
2 

= .23）。事後檢定發現在換位置再認時，兩種線索有效性沒有差異，（F(1, 87) = 1.96, p 

= .047, 𝜂𝑝
2 = .08）；而在單一位置再認時，有效線索的反應時間較無效線索快，F(1, 87) = 

2.2, p = .006, 𝜂𝑝
2 = .03。再認方式與線索有效性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再認方式：F(2, 

58) = 0.13, p = .54, 𝜂𝑝
2 = .03；線索有效性：F(1, 29) = 0.09, p = .73, 𝜂𝑝

2 = .009）。此結果表示

不同再認測試方式會影響訊息登錄方式，在不同記憶再認情境下攫取效果不同。 

 

實驗十一：習得價值對表徵價值的調節 

Awh、Belopolsky、及 Theeuwes（2012）認為：刺激物理顯著性、當下作業目標及選擇歷

史是三個對注意力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刺激的物理顯著性與當下作業目標分別與以往研究

者們熟知的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歷程相對應，選擇歷史則與過去經驗有關。過去經驗會形塑

我們對外在經驗的整體知覺，當再次經歷到與過去選擇經驗相關的情境時，過去經驗會影響

當下的選擇。Anderson、Laurent 與 Yantis（2011）提出了類似的看法，透過過去經驗所學習

到的高價值表徵是否會對現在當下的注意力產生影響？他們要求參與者透過學習階段將不同

的顏色特徵與高低回饋訊號配對出現，使參與者學習到特定顏色為高價值特徵、另一個顏色

為低價值特徵。接著在測驗階段中，參與者被要求搜尋形狀凸顯物，並針對該凸顯物中所包

含的線段進行反應。值得一提的是：在測驗階段中，顏色是與作業目標完全無關的特徵，但

剛剛所學習到的高、低價值顏色將會以顏色凸顯物的方式出現在搜尋畫面中作為干擾物。他

們藉由觀察參與者在進行視覺搜尋作業時受到的干擾，來評估高低價值特徵對注意力產生的

影響。結果發現即便顏色特徵與當下作業目標完全無關，參與者的表現仍會受到高價值特徵

的影響，而使得搜尋速度變慢。這個結論顯示過去經驗中所學習到的表徵價值會影響注意力

的選擇。 

然而，尚未被清楚釐清的是：表徵價值對注意力選擇產生的影響究竟是透過甚麼樣的歷

程運作的。有一個可能是，在日常生活的充斥著豐富訊息的複雜情境中，我們需要記憶價值

不同的訊息，而高價值的訊息需要在表徵競爭中勝出以獲得注意力。為了達成這個需求，需

要注意的目標物會在工作記憶中被暫時標註上價值標籤（value tag），透過學習，價值標籤被

黏附在特定表徵上，包含：高價值標籤、低價值標籤或無價值標籤。當訊息符合工作記憶中



被標註上高價值標籤的訊息時將會被注意，而我們則應該降低對那些符合工作記憶中被標註

上的價值標籤的訊息作反應，並將注意力從干擾物上移開。雖然已有相當豐富的證據支持與

工作記憶內容相符的訊息出現時，將會優先攫取注意力。但工作記憶中的高價值標籤與低價

值標籤對注意力的影響則尚未被驗證。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釐清這些工作記憶中被標註為

不同價值標籤的訊息將如何影響注意力。 

過去探討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力攫取效果的相關文獻中，實驗參與者需記憶一個訊息以

完成記憶再認作業。在這樣的實驗情境中，工作記憶中的記憶訊息並未被標註上任何價值標

籤。此時，我們無法觀察到被標註上價值標籤的訊息對注意力的影響。在本年度的計畫中，

我將系統化地探討因學習階段而被標註上不同價值標籤的訊息將如何影響工作記憶為基的注

意力導引效果。為了檢驗這個差異，參與者需要在正式測驗階段前進行學習階段。學習階段

中參與者將會學習到特定顏色特徵為高價值訊息，而另一特定顏色特徵為低價值訊息。之後

在進行測驗階段，在測驗階段中，在嘗試之初必須先記憶一個顏色，每個嘗試的最末會需要

利用這個顏色進行記憶再認作業。期間參與者需要進行視覺搜尋作業，這個視覺搜尋作業的

目標物與顏色完全無關，因此藉由將高、低價值顏色與搜尋目標物或干擾物，則可以觀察到

與作業完全無關特徵上若帶有高、低價值標籤會如何影響注意力。若無論工作記憶中的訊息

被標註上高、低價值標籤都會攫取注意力，則在所有情況中都將觀察到工作記憶為基的注意

力攫取效果。若工作記憶中的價值標籤會對注意力分派扮演重要的角色，則攫取效果應在高

價值標籤情境下較明顯。 

本實驗用以檢驗工作記憶中不同價值標籤的訊息對注意力的影響是否相同。我們修改

Awh、Belopolsky、及 Theeuwes（2012）的實驗程序，讓參與者在學習階段先學會顏色與

高、低價值的配對，並在測驗階段中改用運動方向判斷作業加上記憶作業的雙作業程序。關

鍵的操弄在於工作記憶中儲存的訊息可能帶有高、低價值標籤。 

這裡的重點是不論儲存在工作記憶中的訊息被標註為高價值標籤或低價值標籤，這些訊

息都與運動方向判斷作業無關。因此，若這個標籤能夠影響運動方向判斷作業的表現，則表

示這個效果可以自動化地運作。 

方法 

 參與者。26 位年齡在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

(54%為女性平均 21.08 歲，標準差為 2.21)。每位約進行 2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300

元及額外的回饋報酬，額外的回饋報酬視參與者表現而定，至多可增加新台幣 220 元。 

設計。本實驗包含兩個階段：學習階段與測驗階段，學習階段中有六個有色圓形中各有

一條線段，參與者需尋找唯一水平或垂直的線段並判斷為水平或垂直。測驗階段中有 50%的

嘗試沒有出現顏色干擾物，50%的嘗試有出現顏色干擾物。實驗開始前有 12 個練習嘗試，

正式實驗中，每種記憶訊息習得價值均為 60 個嘗試，總實驗嘗試為 180 個。 

材料。本實驗採用灰色背景，螢幕中央會呈現一個黑色十字形符號作為凝視點（0 

cd/m2）。本實驗採用的刺激材料為有色圓形，圓形的直徑為 0.8 度視角，其可能的顏色為

藍、綠、橘、紫、紅、黃。注意力作業將在凝視點的左右兩側對稱呈現兩個圓形，兩者的中

心點相距 10.5 度視角。實驗設備使用 CRT 螢幕，更新速率為 75 Hz，並以 E-prime 2.0 執行



實驗程式。 

程序。參與者在簽署實驗同意書後，參與者將進行 12 個練習嘗試，以及 324 個正式嘗

試。正式實驗中安排有休息階段。實驗程序如下圖。本實驗分為學習階段與測試階段兩個主

要階段。學習階段中，畫面中央會出現一個十字凝視點 400-600 毫秒，接著呈現六個排成環

狀的有色圓形 800，每個圓形的顏色均不同，但其中有一個必定是紅色或綠色。每個圓形中

會包含一條線段，參與者須找到紅色或綠色的圓形，並判斷裡面的線段是水平還是垂直的。

若是垂直則按下滑鼠左鍵，若是水平則按下滑鼠右鍵。按鍵反應後，畫面中央會再次出現一

個十字凝視點 1000 毫秒，然後出現回饋畫面。測驗階段採用與 Anderson 等人（2011）相同

的程序，見下圖。每個嘗試一開始螢幕中央會呈現一個十字凝視點 400-600 毫秒，接著呈現

視覺搜尋畫面，畫面上有六個有色形狀圍成一個大圓，其中五個為圓形，一個為菱形。每個

有色形狀內都會有一條線段，參與者須找到菱形，並判斷裡面的線段是水平或垂直。若是垂

直則按下滑鼠左鍵，若是水平則按下滑鼠右鍵。 

 

 

結果與討論 

 在學習和測試階段，平均反應時間僅包括正確反應，並且排除每個參與者的每種條件的

反應時間平均值高於或低於平均值的 3 個標準差以上的資料。訓練階段與測試階段的刪除率

0.003%和 0.01%。在訓練階段，正確率為 89%，平均反應時間為 536 毫秒。在測試階段，干

擾物出現與否對正確率沒有影響，t(25) = 0.12, p = .903, d = 0.02。在干擾物出現的情況下，

平均反應時間為 608 毫秒，在干擾物未出現的情況下，平均反應時間為 612 毫秒，兩者無顯

著差異，t(25) = 1.14, p = .265, d = 0.22。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將資料差為前後兩部分，並執

行 2（階段：試驗的前半部分，試驗的後半部分）× 2（干擾物出現與否：目標顏色干擾物

存在的情況，無目標顏色干擾物存在的情況）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測試階段。兩個主要

效果都不顯著，對於階段：F(1, 25) = 0.02, p = .888, 𝜂𝑝
2 = 0.0008；干擾物出現與否：F(1, 

25) = 1.44, p = .027, 𝜂𝑝
2 = 0.05。其交互作用亦不顯著，F(1, 25) = 0.97, p = .335, 𝜂𝑝

2 = 0.04。

實驗 1A 的結果未能觀察到基於選擇歷史的注意力攫取。該結果重複了 Anderson 和 Halpern

（2017）中實驗 2A 和 2B 的結果。這表明由先前經驗建立的選擇歷史不會使注意力偏向。 



 

實驗十二：習得價值對表徵價值的調節 

方法 

參與者。29 位年齡在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

(69%為女性平均 21.21 歲，標準差為 3.28)。每位約進行 2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300

元及額外的回饋報酬，額外的回饋報酬視參與者表現而定，至多可增加新台幣 220 元。 

設計、材料與程序。與實驗十一相似，惟以下差異：參與者與學習階段中須找到紅色或

綠色的圓形並判斷其內的線段方向。 

結果與討論 

在學習和測試階段，平均反應時間僅包括正確反應，並且排除每個參與者的每種條件的

反應時間平均值高於或低於平均值的 3 個標準差以上的資料。訓練階段與測試階段的刪除率

0.29%和 1.12%。在訓練階段，正確率為 87%，平均反應時間為 557 毫秒。在測試階段，干

擾物出現與否對正確率沒有影響，t(26) = 3.06, p = .005, d = 0.59.。在干擾物出現的情況下，

平均反應時間為 735 秒，在干擾物未出現的情況下，平均反應時間為 722 毫秒，兩者無顯著

差異，t(26) = 3.41, p = .002, d = 0.66。結果說明，控制 Anderson 和 Halpern（2017）實驗 2a

中訓練階段及測試階段的目標與干擾物內的線段方向均為水平或垂直，使其在線段方向這一

維度上與 Sha 和 Jiang（2016）實驗 11 中的線段方向一致後，選擇歷史產生注意力攫取效

果。以未發現注意力攫取效果的實驗一與發現注意力攫取效果的實驗二進行對比，可以得出

的結論是訓練階段與測試階段刺激物內的線段方向是否均為水平或垂直是導致選擇歷史是否

造成注意力攫取的重要原因。 

 

實驗十三：注意力投注的影響 

方法 

參與者。24 位年齡在 20 歲以上，且具有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的自願者參與本實驗

(50%為女性平均 21.21 歲，標準差為 3.28)。每位約進行 2 小時的實驗，並可獲得新台幣 300

元及額外的回饋報酬，額外的回饋報酬視參與者表現而定，至多可增加新台幣 220 元。 

設計、材料與程序。與實驗十一相似，惟以下差異：在搜尋畫面中，唯一不同的形狀中

所包含的線段是水平或垂直的，其他都是傾斜的。參與者需要找到唯一不同的形狀，並判斷

其中的線段方向是水平或垂直，並針對其方向按下相對應的按鍵。 

結果與討論 

實驗關注參與者在訓練階段和測試階段的正確率以及正確作答的反應時間。為避免極端

值產生的影響，刪除了與平均值超過 3 個標準差的數據（刪除的嘗試數占總嘗試數的

0.39%）。訓練階段參與者平均正確率為 93%。平均反應時間為 567 毫秒。將 240 個嘗試作

業分為 10 等份，隨著實驗的進行，參與者的反應時間呈現下降的趨勢：F(9, 10) = 1.87, p 



= .06, 𝜂𝑝
2 = .07，前 10%的嘗試數與最後 10%的差異達顯著，t(23) = 2.25, p = .029, d = .65。

由此可見，參與者在訓練階段的作業表現逐步提高。本實驗在中性情境下正確率為 94%，平

均反應時間為 658 毫秒，無效情境下正確率為 94%，平均反應時間為 670 毫秒。中性情境與

無效情境下的平均反應時間達到顯著差異，t(23) = 3.14, p = .005, d =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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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9 年 11月 20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Psychonomic Society's 60th Annual Meeting 於 2019年 11月 13日至 2019年 11月 17

日於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舉行。前兩天包含 28th Annual Workshop: 

Object Perception, Attention & Memory。四日的研討會中包含專題演講(Melissa Le-Hoa 

Võ、Judith F. Kroll)、口頭論文發表及壁報論文發表多個場次。 

主要的會議期程如下：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070－MY2 

計畫名稱 工作記憶與注意力的互動：價值標籤的調控 

出國人員

姓名 
郭郡羽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 

2019年 11月 13日

至 

2019年 11月 17日 

會議地點 Montreal, Quebec, Canada 

會議名稱 Psychonomic Society 2019 Annual Meeting 

發表題目 
Must Reappearance the Whole Representation in Working Memory to 

Captu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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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在我自己的海報發表場次中與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進行討論，主要聚焦的

議題在工作記憶與注意力互動上。透過討論彼此的未發表的實驗資料對既有成果進

行詮釋及討論不同解釋的可能性。此討論對於後續將撰寫成期刊文章有相當大的幫

助。 

此外，為期六天的會議中，口頭論文發表及壁報論文發表的形式涵蓋了認知心理學

中由下至上的各個議題，包含知覺、注意力、記憶、語言、決策等等。以下將分別

介紹兩篇於會議中的發表文章，以一篇理論與一篇應用為代表： 

標題：Attentional Engagement and Selection History Effects in the Three-Item Search 

Task 

作者：Bryan R. Burn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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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及心得： 

選擇歷史的效應可以透過 three-item singleton search task展現出來，priming of 

popout、distractor preview effects反應出：從先前目標中預先活化目標物（b）對預先

活化項目的選擇優勢（c）促進活化後的提取歷程。此外，選擇歷史所產生的影響僅

在作業需要注意目標時才會出現：目標簡單檢測和定位任務中並不會觀察到 priming 

of popout與 distractor preview effects。這個研究發現給予我設計計畫內實驗的靈感：

除了了解注意力攫取當下的影響外，注意力選擇發生前後階段都可能與工作記憶有

不同的互動。 

標題：Recruiting from the shallow end of the poo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nd 

compliance measures for subject-pool participants based on enrollment time across an 

academic term 

作者：Courtney L. Porfido, Patrick H. Cox, Stephen H. Adamo, & Stephen R. Mitroff 

此篇研究非常可愛其結論也很有趣，在招募參與者時，我們往往關注於是否能做代

表母群的取樣。但過去執行研究時，均將大學生視為一般成人，觀察其行為模式來

推論內在運作歷程。但其實隨著學期的改變，大學生參與者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

學期開始前兩周、兩個月後、學期結束前兩周是否可能會有不同的行為模式？結果

發現，接近期末時參與者的反應正確率降低、反應穩定性較低、對實驗的投入度(缺

席、遲到)也較低，因此研究者建議在研究的方法部分回報參與者參與實驗的時間。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Must Reappearance the Whole Representation in Working Memory to Captu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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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n external stimulus refreshes an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maintained in working 

memory, it captures attention. This working memory-based attentional capture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various contexts using different stimuli. Yet,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ontext for a part of a visual display maintained in working memory to capture 

attention.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d this issue using a dual-task paradigm. The 

participants remembered one or four spatial locations for later recognition, detecting the 

appearing dots, and recognized whether a probe display matched with the memorized 

locations. The locations of the to-be detected dots were identical to the remembered 

locations in the valid condition, and mismatch the remembered locations in the invalid 

condition. The capturing effect was reflected by faster performance in the valid condition 

than in the invalid condition. The locations of the dot was irrelevant to both the 

recognition and detection task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apturing effect only when the 

locations of to-be detected dot exactly matching the memorized locations. Reappearance 

of parti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working memory by dot detection task was insufficient 

to induce the capturing effect. 

以下為發表用海報及接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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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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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技部所提供的參與國際研討會的補助對研究視野的開拓及個人研究成果的

發表非常有幫助。不僅使國內的研究能夠被國際上的學者們看見，也能夠透過討論激

發出更多研究的想法與動力。此外，在與會期間與研究者們交流並看見其他人的新觀

點，都有助於日後在科學研究上的發展。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Psychonomic Society 2019 Annual Meeting 會議手冊及會議議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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