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學習原理



• 對學習心理研究取向的概括認識

• 聯想學習兩大理論類型的異同

• 經典條件作用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要義

• 操作條件作用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要義

• 認知學習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要義

• 認知學習中的觀察學習

本章概要



第一節 學習的性質

一、學習的定義及其相關概念
• 學習(learning) 是因經驗而獲得知識或使

行為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

1.學習因經驗而產生

2.在經驗中學到知識或行為改變

3.學習是行為持久改變的歷程



第一節 學習的性質

二、對學習歷程的不同理論解釋

1.學習歷程的聯想學習觀

• 聯想學習(或聯結學習) 
(associative learning) 是指在
學習情境中，經由刺激與反應
構成聯想而產生的學習歷程。



第一節 學習的性質

二、對學習歷程的不同理論解釋
2.學習歷程的認知學習觀

• 認知學習(cognitive learning)指個體
在刺激情境下之所以對該刺激反應，
乃是由於個體對該刺激情境有所認知，
而後在辨識、選擇等心理活動之下做
出行為反應。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一、巴甫洛夫經典條件作用實驗
經典條件作用(classical conditioning)包括兩

種含義︰

其一是指一種實驗設計，經由此種設計即可產
生刺激-反應聯想學習。

其二是指一種基本學習理論，將學習視為刺激
-反應聯結的歷程。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是20世紀
初前蘇俄時代著名生理學家和
心理學家，是經典條件作用學
習理論的建構者，是1904年生
理學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傳統
心理學領域之外影響科學心理
學發展最大的人物之一。

一、巴甫洛夫經典條件作用實驗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一、巴甫洛夫經典條件作用實驗
(1)無條件刺激(UCS)，指本來就能引起個體某固

定反應的刺激，亦即引起唾液分泌的食物；

(2)無條件反應(UCR)，指由無條件刺激引起的固
定反應，亦即由食物引起的唾液分泌；

(3)條件刺激(CS)，指原來的中性刺激，亦即與食
物相伴或稍前出現的鈴聲；

(4)條件反應(CR)，指條件作用形成後由條件刺激
引起的反應，亦即鈴聲引起的唾液分泌。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一、巴甫洛夫經典條件作用實驗

經典條件作用的基
本原理可陳述為︰
原屬中性的條件刺
激，經過條件作用
之後，即可取代無
條件刺激的作用，
引起原來無條件刺
激所引起的反應。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二、經典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1. 強化與強化物

在經典條件作用中，安排與條件刺激同時或
稍後呈現食物，因而增強了以後條件反應的
出現頻率，即為強化。在此情況下，強化係
因食物而產生，故食物即為強化物
(reinforcer)。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二、經典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2.類化與辨別

• 類化是指經條件作用的實驗程序形成條件反
應後，與實驗中所採用過的條件刺激相類似
的其他刺激，也會引起相似的條件反應。

• 辨別是指個體所學到的條件反應，只對條件
作用中受到強化過的條件刺激作反應，不對
其他刺激反應。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二、經典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3.習得、消弱與自然恢復

• 習得：是指在經典條件作用中最後終能引起條
件反應。

• 消弱：若不呈現無條件刺激，原來形成的條件
反應，將會因之而逐漸減弱，最後終於消失。

• 自然恢復：是指消弱現象出現後過一段時間，
即使不再出現無條件刺激予以強化，條件反應
也會自行恢復。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二、經典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4.次級條件作用與次級強化

• 次級條件作用：以原有條件作用為基礎，進
而形成新條件作用的現象。在次級條件作用
中，充當無條件刺激的原條件刺激，因經學
習而具有了強化物的性質，故而稱為次級強
化物。

• 次級強化：是指經條件作用形成條件反應後，
以原來的條件刺激當做次級強化物使用，從
而形成次級條件作用的程序。



第二節 經典條件作用

三、經典條件作用原理的應用
• 在情緒學習方面

• 在心理治療方面

行為治療的目的，就是運用經典條件作用原
理消除個體學習到的不良習慣。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一、桑代克的效果律

美國心理學家桑代
克 (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
1949)，用貓為對象
所做的學習實驗，
一般認為是操作條
件作用實驗研究的
先驅。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一、桑代克的效果律
嘗試錯誤學習(trial-and-error learning)：學習

是嘗試與錯誤的歷程

效果律是桑代克學習理論的中心思想。

練習律，指刺激與反應之間的聯結，隨練習次數
的增多而加強。

準備律，指刺激與反應間的聯結，隨個體本身準
備狀況而異。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1. 操作條件作用的特徵與實驗設計
斯金納( Skinner, 1904～1990)，

是 20 世紀美國心理學家，
是操作條件作用學習理論的
建構者，是極端行為主義的
代表，也是 20 世紀 60 至
80 年代心理學家中對學校
教育影響最大的人。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1. 操作條件作用的特徵與實驗設計

所謂操作條件作用，指個體在環境適應中主動向
某刺激反應時，如反應後帶來有效的後果，
個體即將學到以後對該刺激繼續反應。

經典條件作用是刺激替代性的學習歷程，在此歷
程中，個體的反應是被動的。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1. 操作條件作用的特徵

因個體主動操作其環
境時，主動向某刺激
反應並帶來有效後果，
從而強化了個體以後
再向該刺激做出同樣
反應，故而斯金納稱
之為操作條件作用。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2. 操作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後效強化(contingent reinforcement) 是指個體
活動時，因偶然表現某一有效反應而受到強
化，從而形成刺激-反應聯想學習的歷程。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2. 操作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正強化物：指當個體反應之後，在情境中出現的
任何刺激 (如食物)，其出現有助於該反應頻率
增加者謂之。

正強化：由正強化物所形成的強化作用稱之。

負強化物：指當個體反應後在情境中既有刺激的
消失 (如觸及開關而停止電擊)，其消失有助於
該反應頻率增加者謂之。

負強化：由負強化物所形成的強化稱之。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2. 操作條件作用的行為法則

採用負強化原理可以使動物產生兩種學習︰

逃避學習(escape learning)，指動物學習到從懲
罰的情境中逃離，以免繼續受苦。

迴避學習(avoidance learning)，指逃避學習形成
後學到迴避懲罰的一種更複雜學習。



第三節 操作條件作用

二、斯金納的操作條件作用
3. 操作條件作用原理的應用

編序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



第四節 認知學習

認知學習論者認為，在學習情境中個體之所
以向某刺激反應，乃是由於個體對該刺
激所代表的意義產生了認知。

認知學習論源於完形學派的思想，開始時也
是根據動物學習的實驗，後來才改以人
為對象從事學習實驗研究。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一、認知學習的動物實驗研究

柯勒

(Wolfgang Kohler, 1887～
1967) 是 20 世紀德裔美
國心理學家，是完形學派
的代表之一，是認知學習
論的先驅，也是將完形心
理學理論系統化的功臣。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一、認知學習的動物實驗研究
柯勒稱黑猩猩對問題情境經過

觀察思考而後決定採取行
動的歷程為頓悟。

頓悟是內在的認知心理歷程；
在經由頓悟而表現外顯行
動之前，頓悟的內在認知
歷程是看不見的。心理學
稱此種學習方式為頓悟學
習。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二、認知學習中的觀察學習

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1925～ )

是20世紀美國心理學家，是觀
察學習論(社會學習論)的創
始人，是綜合聯想學習與認
知學習兩種理論，從而建構
了更適合解釋人類複雜行為
的學習理論的心理學家。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二、認知學習中的觀察學習

觀察學習是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在 20 世紀 60 
年代提出的一種學習理論。

觀察學習指在社會情境中，個體只憑觀察別人
的行為及其行為後果(行為後得到獎勵或懲
罰)，不必自己表現出行為反應，即可學習
到別人行為的學習歷程，此一理論稱為觀
察學習論。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二、認知學習中的觀察學習
• 學習並非單純決定於外在環境

– 環境因素、

– 個人對環境的認知

– 個人行為

• 學習得自對楷模的觀察與模仿

• 觀察與模仿並非機械式的反應



第四節 認知學習

三、認知學習理論的貢獻
• 認知學習理論主張刺激-反應學習是個體對刺

激性質有所認知而主動表現的選擇性反應

• 從歷史演變中的時代精神來看

• 受認知學習理論影響的觀察學習論，將認知
學習的原理擴大到對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



• 聯想學習與認知學習有什麼不同？

• 與經典條件作用相比，操作條件作用的特點是
什麼？

• 正強化物與負強化物的性質不同，為什麼兩者
都能對個體反應產生強化作用？

• 試舉一日常生活的例子，用以說明後效強化一
詞的意義。

• 主張認知學習的心理學家，為什麼不同意學習
決定於外在環境？

思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