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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 概念間具有不同程度的聯結，又習慣心理學探討刺激與反

應間的穩定關係，因此此研究則以習慣心理學探討聯想過程。主要有三個

目的 1.探討在聯想反應內容中，是否具有聯想習慣；聯想習慣在所有聯想

反應中具有何種意義；聯想習慣是使用何種聯想策略而做出反應的。2.在

中文環境的聯想反應，比較不同性別、不同教育背景下，反應數量、普遍

性反應、個別化反應、反應平均上的差異。3.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聯想特徵

與一般人之差異。 受試與方法： 此研究共分三個階段，使用連續性字詞聯

想測驗(continuous word association test)，第一階段受試為 28-39 位碩士班學

生為例之正常組，從八個刺激字詞中，計算一分鐘內語意相同的習慣反應

組數、聯想習慣出現率，分類聯想習慣反應與刺激詞間的聯想策略並加以

比較；第二階段受試抽取碩士班、大學生、高中生各 40 位，男女各 60

位，比較十一個刺激字詞，以性別、學歷背景為自變項，以反應數量、普

遍性反應數量、不普遍反應數量、個別化反應數量、反應平均為依變項；

第三階段分四個部份：1.受試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與相同學歷背景下控

制年齡、性別相當之正常組受試各 40 位，男女各 20 位，針對聯想內容進

行結構分類，比較性別與組別間在聯想結構上的差異；2.慢性精神分裂症

與正常組受試各 60 位，男女各 30 位，方法同第二階段，比較性別與組別

間在反應數量、普遍性反應數量、不普遍性反應數量、個別化反應數量、

反應平均等之差異；3.在第二部份中找出九個刺激詞皆有反應內容的 24 位

受試(精神分裂症組與一般組各 12 位)，將語意類別區分為健康與精神分裂

症等 2 個指標；4.以施做三次聯想測驗之慢性精神分裂症組受試 40 位，計

算習慣反應組數與聯想習慣出現率。 結果： 1. 第一階段發現正常組的習慣

反應平均至少 2 個，且習慣反應出現率高於隨機機率，聯想習慣出現率在

男女間則無顯著差異。依據刺激詞之特性，刺激字詞與習慣反應的關係則

有不同程度的聯想策略關係。 2. 第二階段結果發現，除了“憤怒”、“害

怕”等詞外，女性的反應數量皆多於男性。在聯想策略使用上，女性在

“人”、“害怕”等刺激字詞時，使用相同策略搜尋記憶較男性多。 3. 正

常組採用相同策略搜尋語意記憶較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多。 4. 比起正常

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對“人”、“害怕”等字詞有較多的無關反應，

呈現出有關與無關反應間不穩定的聯想過程。 5. 以“天”、“父親”為刺



激字詞時，正常組出現的普遍性反應數量較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在

“天”、“人”、“父親”、“微笑”等字詞上，正常組的反應平均值較

精神分裂症組高，顯示正常組的反應較為集中。 6. 從九個刺激詞的語意類

別中，合併計算出兩個語意類別指標，可以篩選精神分裂症組與一般組。

健康指標(切點大於等於 5)可以區分出一般正常人，精神分裂症指標(切點

大於等於 1)區分出精神分裂症患者。 7. 精神分裂症組在聯想過程中雖也具

有聯想習慣，但習慣出現率並不顯著高於隨機機率。 結論： 1.聯想過程中

有聯想習慣存在。 2.對一般組而言，聯想習慣常在聯想過程中被引用；對

精神分裂症而言，聯想習慣出現率不高於隨機機率，或許暗示聯想習慣在

聯想過程中具有心理健康的意義，但仍待更多研究以資驗證。 3.不同的字

詞具有不同強弱程度的聯想策略，採用聯想測驗為診斷工具時需要考慮刺

激字詞之意涵與其中之聯結特性。 4.女性組的聯想反應數較男性多；但刺

激字詞為負向情緒刺激時，女性的聯想流暢度有受干擾的傾向。 5.正常人

有較多的使用相同策略聯想的傾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聯想時有不穩定使

用策略的傾向。 6.使用兩個語意類別指標或許可以篩選精神分裂症組與一

般組。 關鍵字：自由聯想、習慣心理學、精神分裂症  

摘

要

(英

) 

Abstract Objective: There were different level associations between concepts, habit 

psychology study 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stimulus and responses. So, this study 

survey association processes by habit psychology. There were three main objectives: 

First, there was any association habit in association responses? What’s the meaning 

of association habit be contained in association responses? How the strategies be used 

to response the association habit? Second, association responses by Chinese, by 

different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we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associative characters 

betwee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normal subjects? Subjects and methods: 

Continuous word association test was used in three phases. First phase, for comparing 

eight stimulus words, calculating habit numbers、occurrence rates of association 

habit、associ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timulus and responses. Second phas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gender、educational level，for comparing nine stimulus 

words , I calculated numbers of responses, common responses, uncommon responses, 

individual responses, average of response percentage. Third phase were made up by 4 

sections:1.Under controlled educational level、gender、age，by 40 subjects, I 

classified associative structures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of associative structures 

between gender and groups.2.Subjects were 60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day 

care and normal subjects calculated numbers of responses、common response、

uncommon response、individual response、average of response percentage for 

comparing differences of gender and groups.3.By 24 subjects(all responses were 

involved in nine stimulus words)，we finds 2 indexes(named health、schizophrenia 

index)from many semantic categories in nine stimulus words. 4. Extracting 40 

chronic Schizophrenia subjects involved association test three times, I calculated 

numbers of habit responses and occurrence rates of association habit. Results: 1. First 

phase, we found least 2 habit responses in association processes and the occurrence 

rates of habit is higher than chance and there was not any difference in gender. Stable 

habit relation between stimulus and responses had different level characters of 

association strategies. 2. Excluding the stimulus words of ‘anger’, ’fear’, we 



found female produced more numbers of responses in second phase than male. For 

comparing gender difference of associative strategies, in stimulus words of 

‘human’, ’fear’, females used same strategy to search memory more often 

than males. 3. Normal group used same search strategy more often than 

Schizophrenia group. 4. In opposition to normal group, Schizophrenia group had 

more unrelated responses. For stimulus word of ‘human’, ’fear’,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ppeared unstable process of association. 5. For stimulus 

words of ‘sky’, ‘father‘ , common responses produced more in normal group 

than in Schizophrenia group. For stimulus words of ‘sky’, ‘human’, 

‘father’, ‘smile’, normal group produced average of response percentage more 

than in Schizophrenia group. This result appeared that the responses of normal group 

were centralization. 6. Schizophrenia group and normal group could be classified by 

2 semantic category indexes. Health index(cut-off point more than 5)could screen 

normal people and schizophrenia patient；Schizophrenia index (cut-off point more 

than 1) could scree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7. In the process of association , 

Schizophrenia patient also appeared association habit, but occurrence rates of habit 

were not higher than chance. Conclusion: 1. There were association habits in the 

processes of association. 2. In opposition to normal group ,the occurrence rates of 

habit is not higher than chance in the Schizophrenia group, this result probably imply 

association habits mean mental health, but still should be proofed. 3. There were 

different level of association strategies, so we should think over the meaning 

contained and characters of connections in the stimulus words. 4. Commonly, 

females produced more responses than males, but for negative emotion stimulus 

words, the fluency of association was interfered in females. 5. Normal group used 

same strategy in association more than Schizophrenia group (appear unstable 

tendency in association processes). 6. Two indexes could be used to screen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 people. Key words: Free association, Continuous word 

association test, habit psychology,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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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點

閱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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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7  

資

料

建

置

時

2008/6/11 



間 

轉

檔

日

期 

2008/06/13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3956090 2008.6.11 16:17 118.171.77.243 new 01 493956090 2008.6.11 16:18 

118.171.77.243 new 02 493956090 2008.6.11 16:31 118.171.77.243 new 03 

493956090 2008.6.11 16:31 118.171.77.243 del 03 493956090 2008.6.11 16:37 

118.171.77.243 del 01 493956090 2008.6.11 16:37 118.171.77.243 del 02 493956090 

2008.6.11 16:38 118.171.77.243 new 01 493956090 2008.6.11 16:38 118.171.77.243 

new 02 493956090 2008.6.12 21:39 118.171.100.75 del 01 493956090 2008.6.12 

21:39 118.171.100.75 del 02 493956090 2008.6.12 21:40 118.171.100.75 new 01 

493956090 2008.6.12 21:40 118.171.100.75 new 02 493956090 2008.6.12 21:41 

118.171.100.75 new 03 493956090 2008.6.12 21:47 118.171.100.75 new 04 

493956090 2008.6.12 21:48 118.171.100.75 new 05 493956090 2008.6.12 21:49 

118.171.100.75 new 06 493956090 2008.6.12 21:54 118.171.100.75 new 07 

異

動

記

錄 

C 493956090 Y2008.M6.D11 16:09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10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27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27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28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29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0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2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5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6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6 118.171.77.243 M 493956090 Y2008.M6.D11 16:37 118.171.77.243 M 

clps3443 Y2008.M6.D11 16:39 118.171.77.243 M clps3443 Y2008.M6.D12 8:23 

140.136.194.1 M clps3443 Y2008.M6.D12 8:23 140.136.194.1 M 030386 

Y2008.M6.D12 13:41 140.136.208.35 M 030418 Y2008.M6.D12 13:58 

140.136.208.42 M 030386 Y2008.M6.D12 15:04 140.136.208.35 M 493956090 

Y2008.M6.D12 21:55 118.171.100.75 M 493956090 Y2008.M6.D13 6:55 

118.171.69.226 I 030540 Y2008.M6.D13 11:16 140.136.209.53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09.M10.D8 10:33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8 10:33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2 14:5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1 11:2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1 11:2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20 13:51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