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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mata-analysis檢視記憶訓練在老年人的主
觀（subjective）記憶功能及心智健康的效果。

 效果量顯示，記憶訓練能促使主觀記憶功能改善，
但改善比客觀（objective）記憶測量少得多。

 然而，記憶術訓練、預期改變、或非結構練習的
安慰劑組效果並無不同。

 主觀記憶功能改善是藉由 技巧的前訓練
(pretraining in skill)，例如心像和 改善參與者對
老化對記憶功能的影響的態度 來提升。



前言

記憶訓練的功效之所以重要：

記憶功能的衰退被預期是老化過程中的一部份

老年人較年輕人常有記憶錯誤的問題

記憶似乎仍有可塑性，一些研究指出記憶策略
（記憶術）能改善老年人的記憶功能

改善－

藉由分析訓練前與訓練後分數的不同，或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不同來得知



記憶能力的測量－

客觀測量：例如配對連結作業或是字列表回憶

主觀測量：以自陳問卷讓參與者自我評估其記
憶功能，是後設記憶（matamemory）的評估
（一個人對其記憶處理的知識或覺察）。

後設記憶含三個成分：

Off-line evaluation 指的是，人如何評估他們每天生
活中的記憶能力。

On-line evaluation 指的是，人如何預測其在一個特
殊記憶作業上的表現。

監控（monitoring）指的是，人如何知道在一個記
憶作業中，那個策略是最有效的。



後設分析(mata-analysis)─指的是，一個標
準化程序，來聚集及分析 從許多研究的某
一個特殊議題所得到的資料。

 Verhaeghen et al. 的後設分析研究(客觀測
量)結論，得到在老年人身上，記憶功能維
持它的可塑性，他們發現記憶術訓練組的
前後測效果量 顯著大於安慰劑組及控制組。

本文的後設分析研究是要檢視在記憶功能
的主觀測量的記憶訓練方案的效果量。

研究顯示記憶表現的主觀評估通常與客觀
測量不會有高相關。



其他的研究發現，記憶的主觀評估，比起
真實的記憶減損，與憂鬱有較強的關聯性。

本文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a) 記憶訓練的效果如何？

 b) 哪些參與者及實驗變項能增加效果？

 c) 此資料與Verhaeghen et al.使用客觀測量所
獲得的資料相較之下如何？

 d) 記憶訓練是否改善了其他方面的功能？例如
心智健康

 e) 記憶訓練是否對自陳的憂鬱症狀有影響，憂
鬱與記憶抱怨的關聯？



Method
 Literature Search

 從PsycLIT 及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以
mnemonic training, cognitive training, memory training, 

memory enhancement, memory remediation, and mnemonics 

還有aging, elderly, elders, and older adults 為關鍵字搜尋。

 從Psychology and Aging,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and 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這
些期刊搜尋。

 1970s中期至1994九月

 共有25篇研究論文，含27個研究

 有10個研究在Verhaeghen et al.(1992)的研究中也有出
現。

 共1150位參與者，平均年齡為70.6歲



 Design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這些研究必須是：

 a) 使用平均60歲以上的無此方面疾病的老人

 b) 目標為透過指導相關技術改善其記憶功能

 c) 對效果量提供充分的統計資料

 Classification and Coding Systems

兩位作者對這些研究的樣本、實驗組、參與者
變項、以及其他設計特徵進行編碼。



 Coding of Variables

被編碼的變項有：

 a) 團體狀態(實驗處理、安慰劑、延後處理、無處理)

 b) 參與者的平均年齡

 c) 訓練節數

 d) 每節的訓練時間

 e) 是否有使用前訓練(pretraining)

 f) 訓練形式(團體或獨自)

 g) 訓練方式(指導者、錄影帶或看書自學)

 h) 參與者的教育程度

 i) 研究是否公開發表在刊物上



 Study Quality

以五點量表依據下列部分對研究品質做判斷
內、外在效度

工具的信度

統計分析方法的適當性

資料的解釋

報告的適當性

 Statistical Procedures

效果量使用Hedges and Olkin (1985). Cohen‘s 
(1977) d statistic 來計算，通常測量在處理後，
實驗組以及控制組之間的標準化平均的不同

也會計算每組前後測間的差異



效果量由下列主觀測量的類別來測定：

 a) overall measures：

其他四類測量的效果量的算術平均數

 b) memory measures：

包含所有主觀記憶測量，例如前面提到的後設記
憶等

 c) mental health measures

通常是憂鬱及焦慮的測量

 d) depression measures

獨立測量以確定是否記憶訓練方案對憂鬱症狀有
正面影響

 e) other measures

例如像自尊這種與記憶訓練有效性的評估有關，
卻不歸類於記憶或心智健康測量類別的



效果量是看下列實驗條件下的效果量：
 a) 記憶術訓練

 b) 期望的修正(expectancy modification)

 c) 結合記憶術訓練與期望的修正

 d) 安慰劑 非結構性的練習(unstructured practice)
是常見的安慰劑

 e) 控制組

 Research Questions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記憶訓練的效果，藉由各實
驗條件間的後測結果比較，以及每個條件內，
前後測比較得知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研究及參與者變項在結果測
量上的影響

第三個問題是比較此後設分析的主觀測量與
Verhaeghen et al.(1992)的客觀測量的效果量



Results

 Training Effectiveness

 Table1：每個研究後測的條件間效果量的比較

 Table2：每個研究前測至後測改善的效果量

 Table3：每個條件內前測至後測的加權平均的
效果量

 Table4：條件間後測的加權平均的效果量

整體結果顯示記憶術訓練較沒有訓練好，但記
憶術訓練、期望修正、安慰劑並無顯著差異。
結合記憶訓練及期望修正，比獨自單一項來得
好，但這是只依據3個研究的結果。



















 Fail-Safe Ns

 Fail-safe Ns 是記憶術訓練組與控制組比較，效
果量達顯著的數目

結果顯示在這些測量上，記憶術訓練的優勢是
相對穩定的發現。

 Predictors of Training Effectiveness

 Pretraining的使用與效果量有顯著正相關

參與者變項與效果量無相關

 Comparison of Effect Sizes for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記憶功能主觀測量的效果量低於客觀測量的



Discussion

本研究所獲得的主觀測量效果量，遠低於
Verhaeghen et al.(1992)研究所獲得的客觀
測量效果量，可能的解釋：

主觀記憶力評估較真實記憶表現抗拒改變

改善記憶力表現的的介入並不很適合改善主觀
記憶力評估



記憶測量結果顯示記憶術訓練改善主觀記
憶功能，這是穩定的發現，但其與期望修
改、安慰劑並無顯著差異，可能是：

第三變項，例如接收到的注意力的影響

最大的改善來自記憶術訓練與預期修正的結合

結論

結果顯示要改善主觀記憶功能要藉由改善技巧
(記憶術訓練)以及對記憶表現發展較適當的態
度(預期的修正)。最理想的效果，訓練計畫應
包括pretraining。

強烈建議記憶訓練方案如果要測量訓練效果時，
應包含主觀測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