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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運動方向與投球程序對幼兒重力偏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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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Hood（1995）的彎管作業，易根據直線（而非彎管形狀）判斷物體落點，此現象稱為重力偏誤。實驗
一以三種不同入射角入口（0°、45°及90°）修訂Hood的彎管作業，探討起始運動方向與投球方式對幼兒判斷落點的
影響。在所有角度組別中，幼兒於前半段嘗試次觀看實驗者投球，接著找尋球落下的位置，後半段嘗試次由幼兒自
己投球並找球。結果發現：幼兒的錯誤最易發生於投入口垂直正下方的位置，特別當球以90°入射角進入彎管時，
作為投球者比作為旁觀者更易產生重力偏誤。實驗二以自行投球先於實驗者投球的順序重複90°入射角入口，結果
發現作為投球者與旁觀者產生的重力偏誤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作業物件提供的知覺線索、投球方式的資
源損耗及順序排程等，皆可能影響幼兒抑制物體垂直落下的重力期待。
關鍵詞：因果推理、注意力、重力偏誤、素樸理論
素樸理論（naïve theory）係指兒童解決日常生
活問題 時，以與 生 俱來的 概 念或信念解釋周遭環境
中的 事物， 因 而自行 建 構出一套解釋模式或原始想
法（Kuhn, 1989）。例如，物理的素樸理論（naïve
physics）支持嬰兒在生命早期瞭解物體與物體間互
動 所遵循 的 物理原 理 ；當一 個盒子放在桌邊，六個
月大左 右的嬰 兒 和成人 一 樣預期盒子底部超出桌面
達相當比 率 時，盒 子 會因缺 乏適當支撐而掉到地上
（Baillargeon, Nedham, & Devos, 1992）。相似地，
兒 童瞭解 綿 羊的內 在 具有內 臟器官（而非齒輪和馬
達），並非因為實際看過羊的脾臟，而是因為他們持
有生物的素樸理論（naïve biology），對於生物或非生
物的內在存有什麼性質的東西，形成不同的抽象性預
期（Simons & Keil, 1995）。在大多數情況下，素樸理
論與科學概念並行不悖，但在解決複雜或陌生的問題
時，即使兒童已學過學校教授的科學概念，仍常衍生
出一些違反科學原理的迷思概念，因而恢復使用原有
的素樸理論，造成判斷錯誤（Claxton, 1996）。

以兒童判斷物體運動軌跡為例，Kaiser、Profﬁtt及
McCloskey（1985）發現：年齡較大的兒童認為行進中
的球從桌面滾落掉到地板上，會先以拋物線維持短暫
的水平運動，再行落下；如果在行進中的火車上掉落
下來，球會直接垂直向下掉落。幼稚園孩童則認為在
上述二情況下，球皆會垂直向下掉落。事實上，根據
牛頓物理學，球在前述兩個情況中皆會以拋物線路徑
向前落下，因為帶著物體移動的火車會對物體施予水
平力量。
Kim與Spelke（1992）認為幼兒無法正確判斷物
體運動軌跡，係受到「物體因重力而掉落」的概念影
響。重力（gravity）屬於萬有引力的一種，對地表上
的物體產生朝向地球的引力，導致物體朝地面向下掉
落。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感受到萬有引力存
在，因此，重力便成為素樸物理理論中根深蒂固的概
念。Kim與Spelke（1999）認為兒童係透過漸進方式
掌握重力與運動慣性對物體運動軌跡的影響。採用不
同的量測指標，她們發現：七個月大的嬰兒尚無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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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垂直掉落、拋物線或直線射出等軌跡差異，二至三
歲間的幼兒開始使用拋物線預測物體落點，直到六歲
幼兒才能同時結合重力和運動慣性考慮物體的運動軌
跡。
Hood等人設計上下交叉連接的不透明彎管，探
討重力概念如何影響幼兒判斷落點，進而影響其能否
正確尋獲掉落的物體。Hood（1995）發現二至四歲
半間的幼兒觀看實驗者將球自一彎管上方入口 投下
後，均傾向於入口正下方的容器尋找落下的球，Hood
認為此行為係受重力概念影響所致，稱之為重力偏誤
（gravity bias）。年幼的受試者，多數僅能通過單一彎
管的作業，即便經過許多嘗試次練習，也無助於修正
重力偏誤；相形之下，年紀較大的幼兒不但較成功地
預測球的落點，同時較不受彎管數目干擾。值得一提
的是，當裝置中的不透明彎管替換為透明材質（Hood,
1995），或是球的運動方向違反地心引力（由下往
上移動）（Hood, 1998），或是裝置中的彎管以左
右連接水平方向呈現時（Hood, Santos, & Fieselman,
2000），幼兒產生重力偏誤的比例顯著降低，顯示
重力概念的影響和物體運動方向及軌 跡線索皆有關
聯。比較心理學家以Hood設計的不透明彎管作業測
試其他哺乳類動物，在狗、棉頂狨猴（top tamarins）
及黑猩猩亦發現相似的重力偏誤（Hauser, Williams,
Kralik, & Moskovitz, 2001; Hood, Hauser, Anderson, &
Santos, 1999; Osthaus, Slater, & Lea, 2003; Tomonaga,
Imura, Mizuno, & Tanaka, 2007），但重力偏誤隨年齡
增加而減弱的發展趨勢並未在其他動物身上見到（如
Tomonaga et al., 2007）。
Hood、Wilson及Dyson（2006）進一步指出幼
兒需主動地抑制直覺的判斷模式，因而重力偏誤與
幼兒有限的注意力資源有關。在實驗一，Hood等人
（2006）使用一顆球的三根彎管作業，從24位四歲
幼兒中篩選16位表現大於機率的幼兒，接受進一步測
試，觀看實驗者將兩顆不同顏色的球同時投入三根彎
管之其中二根彎管入口，結果發現這些幼兒的正確次
數顯著下降，且所犯錯誤主要是重力錯誤。實驗二移
除由上而下的投球程序，直接將兩顆球藏匿於下方三
個容器之其中兩個容器，再交叉對調容器位置，測試
幼兒的空間記憶能力，發現四歲幼兒事實上有能力同
時監控兩顆球的位置改變，球數增加本身並不會加重
幼兒的記憶負擔。顯示實驗一的投球程序提示重力的
同時，亦增加注意力需求，致抑制重力錯誤所需的資
源減少，因此即使在較簡單作業情境能正確判斷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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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童，當注意力吃緊時，亦可能恢復使用物理的素
樸理論。
然而，新的研究證據指出彎管作業衍生的重力
偏誤 ， 可能和幼兒對於彎 管運作的理解不足 有關。
Bascandziev與Harris（2010）發現事前向幼兒解說水
管形狀如何影響物體落下的軌跡，有助於提升孩子的
搜尋表現。Bascandziev與Harris（2011）進一步指出幼
兒在彎管作業能否正確搜尋不完全決定於抑制重力原
則，有關彎管裝置本身如何運作的知覺線索，亦可能
影響幼兒判斷落體位置。她們以Hood（1995）的彎管
作業為基礎，操弄球進入彎管入口的知覺線索：在其
中一組情境中，彎管入口被遮蔽物蓋住，受試者無法
看到入口；在另一情境中，入口未被遮蔽，幼兒可看
到彎管入口的大小與方向等線索。結果發現，幼兒在
未遮蔽情境比在遮蔽情境更正確地判斷球的落點，顯
示除了重力概念的介入外，作業裝置本身提供的知覺
線索也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相較於Hood（1995）的
原始設計，Bascandziev與Harris（2011）在未遮蔽情
境使用的的彎管作業，水管彎曲程度較不明顯，且水
管入口角度並非垂直於地面。如前述提及之Hood等人
（2000）的研究，當彎管裝置旋轉90°，球以水平方向
移動時，衍生的重力偏誤顯著低於彎管以直立方向呈
現的情況。因此，幼兒在Bascandziev與Harris（2011）
的未遮蔽情境中較成功判斷物體落點，或許是球的運
動方向並非一開始就與地面垂直。換言之，當球進入
彎管入口的運動方向未與地面垂直時，可能有助於幼
兒抑制直覺的重力判斷模式。
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釐清彎管入口部分的角
度是否影響幼兒判斷落體的落點。依據入口部分與地
面的相對角度，我們設計三種不同的彎管入口，分別
為90°、45°及0°，操弄球進入彎管的起始運動方向。
如果垂直的起始運動方向較易引發垂直落下的重力概
念，我們預測入口入射角為90°時，幼兒的搜尋表現應
該最差，且較常產生重力錯誤。反之，當入口入射角
平行於地面（0°），垂直落下的線索最少，應該最助
於搜尋正確位置。
此外，為了澄清注意力在重力偏誤產生過程扮演
的角色，本研究設計兩種投球程序：在一半的嘗試次
中，受試者觀看實驗者投球後，接著尋找球的出口位
置；在另一半的嘗試次中，受試者自行投球後，接著
尋找落點。Hood等人（2006）認為抑制垂直落下的
重力期待會耗費注意力資源，因此當注意力受到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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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易增加重力偏誤反應。由是，我們預測幼兒作為
投球者時，因注意力易被分散，將增加抑制重力期待
的困難，而更傾向使用垂直落下原則判斷落點。
另一方面，在過去研究中，彎管作業的測試對象
主要是二至四歲幼兒（Hood, 1995, 1998; Hood et al.,
2000, 2006），雖然大部分幼兒的正確率未超過隨機門
檻，Hood（1995）發現年齡較小的幼兒表現較差，而
Bascandziev與Harris（2011）比較一組較大年齡（43
至47個月）與一組較小年齡（36至42個月）的三歲幼
兒，發現兩組的表現沒有顯著差異。鑒於年齡對重力
參考的影響尚未清楚，本研究依循Bascandziev與Harris
（2011）的策略，納入一組年齡較大的幼兒與一組年
齡較小的幼兒，俟年齡影響排除後，再合併兩組年齡
資料進行分析，反之，則納入分析來澄清與重力偏誤
有關的年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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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另一半為3.5歲幼兒（男生13位，女生17位；
M = 41.1月，SD = 3.0月）。受試者招募自BabyHome
寶貝家庭討論區，皆為母語為中文的台灣人。其中一
位3.5歲組的受試者因對實驗玩具不感興趣不願參與，
而重新遞補。
2. 實驗器材
實驗器材複製Hood（1995）的彎曲水管作業，
由三條灰色不透明軟水管（直徑5 cm）與壓克力框架
（61 cm × 60 cm × 22 cm）組裝而成（圖1）。水管入
口長8 cm，材質為塑膠製硬管，入口之間距離15 cm，
依據彎管入口部分與水平面的角度，設計為90°（圖
1左）、45°（圖1右上）及0°（圖1右下）等三種入口
管，可依實驗需求抽換。每條水管的末端出口各有一
只黑色塑膠杯，接住自入口端落下的玩具球。玩具球
為黃色乒乓球，重量相當輕，塑膠杯內襯海綿，避免
球落入杯子時發出碰撞聲音。

（一）研究方法
1. 受試者

3. 實驗情境

實驗一包含60位學前幼兒。一半的受試者為2.5
歲幼兒（男生14位，女生16位；M = 29.6月，SD = 3.2

實驗於政治大學嬰兒認知實驗室進行，全程攝
影，作為事後計分依據。受試者由家長陪同進入實驗

圖1：實驗器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依據球進入彎管的入口角度，設計有90°（左）、45°（右上）及0°（右下）等可替換的彎管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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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實驗者與另一位實驗同僚會先以汽車或扮家家酒
等玩具與受試者進行暖身。暖身時間依受試者狀況調
整，平均約進行5至10分鐘的暖身活動。俟其熟悉實驗
環境與實驗者後，再取出實驗器材，開始正式測試。
4. 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變項是入口角度和投球方式，入口
角度是組間變項，投球方式是組內變項。受試者隨機
分派至各入射角入口組別，投球方式順序皆為先觀看
實驗者投球再進行自我投球，實驗一未以對抗平衡設
計抵銷兩種投球方式的順序，原因在於自行投球涉及
的認知負擔較大，安排在觀看實驗者投球之後進行，
較不利於落點判斷，相形於先自我投球再觀看實驗者
投球的順序，產生投球方式差異的可能性較高，為了
避免潛在的順序影響被掩蔽，實驗一先針對最可能產
生差異的順序檢查投球方式效果，如有顯著差異，再
以實驗一的結果為前提，於後續實驗澄清順序作為可
能之替代解釋。另一個原因則是實際考慮，投球方式
（和順序）在過去文獻未曾被探討，如果一開始就讓
入口角度、投球方式及順序的分析一次到位，順序必
須作為組間變項（因幼兒的注意力有限，無法同時完
成兩種順序），如此一來，將遠超出預期招募的受試
人數，所以採權宜方式分段處理投球方式與順序的可
能關係。
5. 實驗程序
受試者隨機分派至90°、45°與0°等入射角入口組
別，每組分別有10名2.5歲幼兒與10名3.5歲幼兒。每位
受試者先接受五次實驗者丟球的嘗試次，再接受五次
自行丟球的嘗試次，整個程序歷時約10至15分鐘。每
一嘗試次皆在受試者找到球後才結束，過程中，除要
求家長避免給予任何提示，實驗者僅以「找找看球在
哪裡！」或「球在哪一個杯子裡？」等口語提示小孩
持續找到球為止。
實驗一開始，實驗者對受試者說：「這邊有一個
玩具，等一下我要把球丟進洞裡面（指向三隻水管的
入口），這些洞都是空心的。然後，我要請你幫我找
一找，球會從下面那一個杯子跑出來（指向下方三個
黑色杯子）。」接著開始第一個嘗試次。球的入口順
序為隨機決定。每一次丟球前，實驗者在三個洞口前
移動球，吸引受試者注意每一個管子的入口，最後停
在分派的洞口，將球投入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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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者丟球的五個嘗試次結束後，接著進行受
試者自行丟球的另外五個嘗試次。實驗者告訴小孩：
「現在要換你自己丟球喔！我們先丟這個洞（手指指
向事先分派的入口）。」，小孩將球丟入洞口後，接
著到水管下方的杯子找球。 如同 實驗者丟球的嘗試
次，洞口順序以隨機方式指派，每次投球前，實驗者
引導小孩在三個洞口前移動球 ，使 其注意每一 個入
口，最後由小孩自己將球丟入指派的入口。倘使受試
者未依照指示將球丟入指派的洞口，該嘗試次會再次
重複，直到受試者完成五個嘗試次。
6. 資料處理
計分程序參照Hood（1995）的計分標準，記錄球
投下後受試者第一次尋找的杯子位置，未找到球的反
應視為錯誤，並將錯誤反應進一步編碼為重力錯誤或
非重力錯誤。以左邊入口與中間出口相接的水管為例
（見圖1），如果受試者在正下方的左邊出口找球，則
編碼為重力錯誤；如果在右邊出口找球，則編碼為非
重力錯誤。

（二）結果與討論
根據三選一的二項式檢定（three-choice binomial
test），正確率要通過統計顯著水準考驗，五次尋球
嘗試至多只能犯一次錯，於是以正確選擇達四或五次
作為幼兒通過作業情境的指標。相較於八位3.5歲幼
兒（27%）通過實驗者投球情境（0°，一位；45°，
三位；90°，四位），只有二位2.5歲幼兒（7%）通
過考驗（45°與90°各一位），χ 2(1, N = 60) = 4.32, p =
.038；相似地，六位3.5歲幼兒（20%）通過自行投球
情境（0°：二位；45°：三位；90°：一位），只有一
位2.5歲幼兒（3%）通過考驗（90°），但人數差異並
不顯著，Fisher test: p = .103。雖然通過考驗的人數呈
現發展趨向，整體而言，大部分受試者的選擇很少超
過三選一的隨機門檻。重力作為素樸理論，主要證據
來自幼兒最常以垂直落下軌跡判斷物體落點，是以本
研究的依變項為幼兒在不同投球情境中判斷落點的錯
誤類型，在任一投球情境中正確通過的受試者將自主
要分析排除，最後計48位受試者資料（27位2.5歲幼兒
與21位3.5歲幼兒）進入主要分析。初步分析顯示，重
力與非重力錯誤的年齡差異在實驗者投球（F(1, 46) =
3.40, p > .08）或自行投球情境（F(1, 46) = 2.29,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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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年齡與錯誤類型的交互作
用亦不顯著，故接下來的分析合併兩年齡組資料。

正確或非重力錯誤反應相形下，幼兒在第一個嘗試次
即顯出選擇入口正下方杯子的重力偏好。

表1為整體幼兒在不同角度入口與不同投球者情
境所犯之重力錯誤與非重力錯誤的平均次數。3（入口
角度）× 2（投球方式）× 2（錯誤類型）混合型變異
數分析發現錯誤類型的主要效果，F(1, 45) = 46.29, p
< .001，與顯著的投球者×錯誤類型×入口角度交互作
用，F(1, 45) = 4.16, p = .022。整體而言，幼兒的選擇
錯誤中，重力錯誤多於非重力錯誤。2（投球方式）
× 2（錯誤類型）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於不同角度入口
分別檢測主要效果，發現投球方式×錯誤類型的交互作
用只在90°入射角入口達顯著水準，F(1, 13) = 9.41, p =
.009。組內比較發現當入口角度為90°時，幼兒作為投
球者比旁觀者更傾向產生重力錯誤，t(13) = 2.88, p =
.013（無母數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分析上述資料，結
果亦同，Z = 2.41, p = .016）。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比較在實驗者投球與自行投
球情境下幼兒產生的重力錯誤改變。如果後五次（自
行投球）的重力錯誤少於前五次（實驗者投球），將
幼兒的反應改變註記為「進步」；如果後5次的重力錯
誤大於前五次（自行投球），或是前後次數不變，則
註記為「未進步」。表3為幼兒在不同入口角度與投
球情境中，重力錯誤改變被編碼為「進步」與「未進
步」的人數。無母數卡方檢定顯示：「進步」與「未
進步」的人數，在0°入口（χ 2(1, N = 18) < 1）與45°入
口（χ 2(1, N = 16) = 1.00, p > .3），均無顯著差異；然
而，在90°入口，「未進步」的人數顯著多於「進步」
的人數，χ 2(1, N = 14) = 10.29, p = .001，顯示當水管入
口與地面垂直時，自行投球似乎比觀看實驗者投球更
易於誘發幼兒產生重力錯誤。

使幼兒仰賴重力原則的直覺和不熟悉的物件裝置
有關，可以合理預期他們或許在第一個嘗試次就顯出
重力錯誤的選擇偏好。表2為不同角度入口組別的幼
兒，在觀察實驗者投球或自行投球後，第一個嘗試次
選擇反應被註記為重力錯誤或非重力錯誤的人數。無
母數卡方檢定顯示：整體而言，在每一投球情境中，
幼兒於第一個嘗試次已表現出明顯的選擇偏好：實驗
者投球，χ 2(2, N = 48) = 25.13, p < .001；自行投球，
χ 2(2, N = 48) = 37.50, p < .001。由表2可清楚看出，與

實驗一以Hood（1995）的彎管作業為基礎，設
計不同入口角度的彎管，探討落體初始方向與投球方
式對幼兒重力偏誤的影響。呼應Hood等人的過去研
究，實驗一發現：不論是透過觀看實驗者投球或自行
投球，只有非常少數的受試者通過作業考驗，即便每
一次嘗試均給予機會直至找到球才結束，大部分幼兒
最傾向在入口垂直正下方的杯子尋找落球，而非根據
彎管形狀判斷落點，此重力偏誤在幼兒一開始接觸物
件裝置，即成為主導反應。有趣的是，當落體以90°方

表1

實驗一幼兒在不同入射角與不同投球情境中產生的重力錯誤與非重力錯誤平均數和標準差

重力錯誤
非重力錯誤

0° (N = 18)

45° (N = 16)

90° (N = 14)

實驗者投球

2.83 (1.43)

3.06 (1.53)

2.50 (1.70)

自行投球

2.39 (1.65)

2.94 (1.84)

3.50 (1.35)

實驗者投球

0.89 (1.32)

0.56 (0.73)

1.07 (1.27)

自行投球

1.28 (1.07)

0.81 (0.91)

0.36 (0.6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投球方式順序為先觀看實驗者投球再自行投球。

表2

實驗一幼兒在不同入射角與投球情境中第一個嘗試次反應被記為正確、重力錯誤或非重力錯誤的人數
實驗者投球

自行投球

正確

重力錯誤

非重力錯誤

正確

重力錯誤

非重力錯誤

90°

3

13

2

2

13

3

45°

3

12

1

3

11

2

0°

5

7

2

1

12

1

小計

11

32

5

6

36

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投球方式順序為先觀看實驗者投球再自行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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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黃啟泰

實驗一幼兒在不同入射角前五次（實驗者投球）
與後五次（自行投球）之重力錯誤次數變化被編
碼為「進步」和「未進步」的人數
進步

未進步

0°

7

11

45°

6

10

90°

1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向進入彎管時，自行投球比觀看實驗者投球引發更多
的重力錯誤，顯示自行投球時，目睹球從垂直入口落
下的經驗，對於引發重力錯誤有著重要的角色。一個
可能性或許和抑制重力偏誤的認知要求增加有關。自
行投球包含投球與找球，牽涉較複雜的動作計畫與執
行，耗費較多認知資源，可能削弱幼兒對重力偏誤的
抑制控制（Hood et al., 2006）。換言之，觀察實驗者
投球時，幼兒只需執行找球的動作，有較多資源可用
於抑制重力的想法。重力偏誤的抑制失敗在90°射角
的條件下尤為明顯，顯示資源侷限增加時，除了抑制
控制能力，落體的初始方向亦影響幼兒是否至重力落
點尋找物體。然而，自行投球除了包含較大的認知負
擔，且總是在實驗者投球之後進行。實驗二將進一步
澄清在90°入口的作業條件下，自行投球對重力錯誤的
增進效果是否與進行順序有關。

實驗二
實驗二以先自行投球再觀看實驗者投球的順序，
重複實驗一的90°射角作業。如果在上一實驗自行投球
引發較多重力錯誤是順序所致，與投球方式無關，以
先自行投球再觀看實驗者投球重複90°入口情境，觀看
實驗者投球應比自行投球引發較多重力錯誤；反之，
如果上述發現是投球方式引起，自行投球對重力錯誤
的增進效果應不會受順序調整影響。

（一）研究方法
1. 受試者
28位學前幼兒參加實驗二。16位受試者為2.5歲幼
兒（男女生各八人；M = 30.6月，SD = 3.3月）；14位
為3.5歲幼兒（男女生各七人；M = 41.4月，SD = 4.3
月）。招募方式同實驗一。

林奕安

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實驗一使用之入射角90°的彎管作業。
3. 情境、程序及記分
實驗二依循實驗一的情境、程序及記分方式。唯
一不同的是投球方式順序，實驗一是兒童先觀看實驗
者投球，然後再自行投球；實驗二則是兒童先進行自
我投球，然後再觀看實驗者投球。實驗一已針對最可
能產生差異的順序檢查投球方式效果，故實驗二不再
重複實驗一的順序，只呈現新順序。

（二）結果與討論
整體而言，受試者選擇正確落點的比率很少超
過三選一的隨機門檻（五次測試嘗試中 答對四次以
上）。雖然較多3.5歲幼兒通過門檻，兩年齡組的通
過人數只在實驗者投球情境達顯著差異（自行投球：
五位3.5歲幼兒（36%）與一位2.5歲幼兒通過考驗
（6%），Fisher test: p = .072；實驗者投球：四位3.5歲
幼兒（29%）與0位2.5歲幼兒（0%）通過考驗，Fisher
test: p = .037）。如同上一實驗，任一投球情境中通
過考驗的受試者被排除在外，最後計24位受試者資料
（15位2.5歲幼兒與九位3.5歲幼兒）進入主要分析。
錯誤選擇落點的次數在自行投球（重力錯誤：t(22) =
1.35, p = .19；非重力錯誤：t(22) < 1）或觀看實驗者
投球情境（重力錯誤：t(22) < 1；非重力錯誤：t(22) <
1）均無顯著年齡差異，使用無母數Mann-Whitney檢定
分析上述資料，結果亦同，故接下來的分析合併兩年
齡組資料。
幼兒在自行投球情境產生的錯誤平均次數（SD）
為：重力錯誤，2.63 (1.47)；非重力錯誤，0.96
(1.12)。在實驗者投球情境產生的錯誤平均次數（SD）
如下：重力錯誤，2.71 (1.52)；非重力錯誤，0.92
(0.97)。2（投球方式）× 2（錯誤類型）混合型變異
數分析只發現錯誤類型的主要效果，F(1, 23) = 15.28,
p < .001，投球者與兩者交互作用並不顯著，均為
F(1, 23) < 1。整體而言，重力錯誤多於非重力錯誤。
鑒於實驗一的投球順序總是先觀看實驗者投球再
自行投球，實驗二以相反順序重複實驗一的90°入射角
情境，澄清90°入射角對重力偏誤的影響是否單純因順
序所致，結果發現自行投球先於實驗者投球進行時，
兩種投球方式引發的重力錯誤無顯著差異，顯示在上
一實驗自行投球引發較多重力錯誤，無法歸諸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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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順序效果或一般性的投球方式效果，最可能是特
定順序（先觀看實驗者丟球再自行丟球）下產生的投
球方式差異。
在90°入射角情境，彎管入口提示最多重力牽引訊
息，而自行投球包含較複雜的動作計畫與執行，實驗
一認為這些資源限制加重幼兒抑制重力期待的困難，
導致作為投球者時產生較多重力錯誤。實驗二延伸實
驗一的發現，進一步指出抑制重力期待不僅和投球方
式本身耗費的資源有關，亦涉及可運用的資源可能隨
嘗試次數或測試時間增加而損耗，因此當重力期待較
強勢時，先進行資源損耗較多的投球方式，資源限制
對抑制重力期待的不利影響反而較不明顯。換言之，
在實驗一的90°入射角情境，幼兒作為投球者時犯較多
重力錯誤，或許是自行投球耗費較多資源且被安排在
後半部測試嘗試次進行所致。

綜合討論
本研究複製Hood（1995）的彎管作業，探討二
至四歲幼兒判斷物體落點時，除了參考直覺的重力理
論，是否也受到物件裝置本身提供的知覺線索和投球
方 式的影響。實驗一操弄將球投入 彎管時的入射角
（0°、45°及90°），比較幼兒先觀看他人投球再進行
自行投球，所犯的落點判斷錯誤。結果發現：幼兒最
常至入口垂直下方、與彎管沒有任何連接的杯子尋找
落球；當球以90°入射角進入彎管，自行投球比觀看實
驗者投球更容易引發重力錯誤。實驗二以相反順序重
複90°入射角情境，進一步澄清作為投球者比觀看者更
易產生重力偏誤，是否與進行順序有關，結果發現先
進行認知負擔較大的自行投球，兩種投球方式引發的
重力偏誤沒有差異。顯然，除了物件的知覺線索和投
球方式，重力判斷錯誤也受到經驗學習的影響。接下
來，我們將針對上述研究發現提出一些可能解釋。
首先，我們可以排除作為投球者比旁觀者更易產
生重力偏誤，係單純學習效果所致，因為在各投球程
序第一個嘗試次，幼兒一開始即顯出重力偏誤為主導
反應，並且每一嘗試次皆在受試者找到球後才結束，
如果重力偏誤單純因投自行投球次序在後而被強化，
相似的傾向應該也會在其他入射角的自行投球情境發
生，事實上，只在90°入射角時，才存在投球方式的顯
著差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檢視不同入射角入口提
供的知覺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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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能性或許是入口與彎管的角度差異，影響
幼兒參照垂直落下的重力方向。當入射角為90°時，
入口和下 面彎管 的角度相同 ，兩者 在視覺上容 易形
成一條連續的彎管；相形之下，當入射角為0°或45°
時，入口和彎管的角度差異突顯兩者的空間不連續。
Bascandziev與Harris（2011）發現，當實驗者將球投
入未經遮蔽的彎管開口，幼兒判斷落點的表現優於當
彎管開口被遮蔽的情境，她們認為彎管的連續性有助
於幼兒注意物體運動軌跡。然而，本研究並未發現幼
兒受惠於90°入射角入口的彎管作業，造成結果差異的
原因或許是Bascandziev與Harris（2011）設計的彎管
開口角度並非一開始即垂直地面；此外，幼兒本身作
為投球者，將球放入時，直接觀看球從上而下落入開
口，無法像作為旁觀者時，能在較遠距離注意彎管連
續性，或許反而更容易錯判落點在初始運動方向延伸
的軌跡上。
另一方面，物體在入口起點受到的重力牽引不
同，亦可能影響幼兒對重力產生不同程度依賴。在0°
或45°入射角，物體一開始無法受重力牽引而自行運
動，需投球者提供外加力量使其產生初始速度，在入
口部分移動時，物體與入口內壁的摩擦力較大，運動
時間亦較長；相對地，在90°入射角，因有重力自然
牽引，不需施加外力，手放開後，物體即自行墜落，
與入口內壁的摩擦力不明顯，並且運動時間較短。因
此，90°入射角在自行投球引發較多重力偏誤，或許是
幼兒自身作為投球者時，較有機會感受物體受重力牽
引，這些第一手訊息加深對重力因素的依賴。然而，
當自行投球先觀看實驗者投球進行時（實驗二），作
為投球者與旁觀者產生的重力偏誤並沒有顯著差異，
顯示自行投球在觀看實驗者投球之後進行時，更突顯
重力牽引與外加力量對重力偏誤的影響。
作為投球者與旁觀者，判斷落點位置時，皆需抑
制對物體垂直落下的慣性期待（Hood et al., 2006），
但作為投球者，幼兒另需協調投球與找球的動作次
序，耗費的認知資源相對較多。當自行投球先進行
時，有較多資源可用於動作計畫與落點判斷，因而引
發的重力偏誤與觀看實驗者投球時相似；當自行投球
在實驗者投球之後進行時，幼兒可能因作業已進行一
段時間，致疲倦、分心或對作業失去興趣，可用於動
作計畫與落點判斷的資源相對較易遇到瓶頸，導致重
力偏誤比觀看實驗者投球時增加。
如果自行投球在觀看實驗者投球後進行，資源限
制對落點判斷的不利影響愈形突顯，為何此影響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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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入射角入口？在知覺線索的分析架構下，球放
置0°或45°入射角入口時，受到的重力牽引不及90°入
射角直接，且投球時的施加力量與球在入口內壁移動
所需的摩擦力，這些線索皆可能提示幼兒球的運動初
始狀態和入口角度有關，削弱對球垂直落下的期待，
導致重力偏誤的增加幅度較小。事實上，比起0°或45°
入射角，幼兒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機會接觸垂直落下
的設計（如吸管水壺、水龍頭及存錢筒等），這些物
品使用經驗與重力素樸理論並行不悖，或許也是在90°
入射角對重力預期行使抑制控制較感困 難的另 一原
因。
物體初始運動方向在重力偏誤扮演的角色，呼應
Hood等人（2000）的研究發現。他們發現：當作業裝
置旋轉90°、彎管與地面平行呈現於幼兒面前時，落點
判斷錯誤不僅減少，且重力錯誤與非重力錯誤之間沒
有顯著差異。他們認為物體初始的運動路徑為水平方
向時，落點判斷比較不受重力期待的影響。本研究延
伸Hood等人（2000）的發現，進一步指出：即使作業
裝置方向未變更，當彎管入口設計為0°（水平方向）
或45°入射角時，資源限制對落點判斷的不利影響，反
而不若90°入射角那般突顯，顯示幼兒參考重力因素的
比重受到作業提供的知覺線索影響。雖然囿於人數限
制，實驗二未以相反順序重測幼兒在0°與45°入射角的
重力偏誤，依據上述解釋觀點，當自行投球先觀看實
驗者投球進行時，我們預測幼兒的反應應該和90°入射
角相似，亦不會有顯著的投球方式差異。
在物理素樸理論的研究領域，本文發現對幼兒的
因果推理學習具有啟示。就認知發展觀點來看，學前
幼兒的邏輯推理能力尚未成熟，類比推理能力有限，
探索新事物時，容易將素樸理論套入自己對新事物的
認識理解，因此產生與成人科學概念相違的迷思概念
（如Pine & Messer, 2000）。從本研究發現可知，教師
或父母在指導孩子解決科學問題時，可以適當地引導
幼兒注意作業物件提供的知覺線索（如彎管形狀、入
口角度、摩擦力、及出入口是否垂直對齊等等），協
助孩子瞭解物件運作和不同結果之間的可能果關聯，
進而放棄物體掉落會垂直向下掉的直覺想法。必須指
出的是，即使兒童在某些作業情境中成功地抑制直覺
的錯誤概念，並不意味就此對重力偏誤免疫，當作業
較複雜時，仍可能恢復使用具有誤導性的先備知識。
動手操作看起來似乎較不利於削弱迷思概念，事實上
或許正反映幼兒的注意力限制，無法對依據直覺理論
產生的不正確反應做主動抑制（Hood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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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抑制控制訓練有助於提升幼兒的行為抑制能力，
針對訓練效果是否能遷移至未經訓練的領域，過去研
究發現並不一致（Dowsett & Livesey, 2000; Thorell,
Lindqvist, Bergman Nutley, Bohlin, & Klingberg,
2009），因此幼兒對物件運作機制的因果推理能否受
惠於抑制控制訓練，尚需更多研究與證據支持。
本研究有若干限制。首先，彎管入口的長度只
有八公分，知覺線索或許足以突顯不同入射角入口的
知覺差異，未來研究操弄落體起始運動狀態，可考慮
增加入口部分的長度。此外，本研究無法回答彎管入
口提供的知覺線索是否需同時存在，重力期待才會成
為強勢反應，或者部分線索亦能引發相似的期待？未
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分離這些線索，探討不同知覺線索
是否影響不同年齡幼兒的重力期待（如進行自我投球
時，以蓋子遮蔽入口部分，讓幼兒在看不到入射角的
情況下，透過外加力量或摩擦力判斷物體的初始運動
方向）。必須指出的是，落點位置事實上完全取決於
彎管形狀，與入口角度無關，而幼兒偏好垂直落下的
重力方向，是否意味認知發展限制影響他們參考彎管
形狀？未來研究可以澄清在重力受阻的情況下，重力
偏誤是否因幼兒未將固態物體之間無法相互穿透的接
觸知識（Spelke, Breinlinger, Macomber, & Jacobson,
1992）考慮在內。此外，本研究將少數正確通過作業
的受試者排除於分析之外，未來研究或可考慮增加樣
本大小，對主要變項和混淆變相做一次性全盤分析，
或增加認知能力測量，探討造成表現差異的原因，進
一步釐清抑制控制能力和因果推理之間的發展關聯。
最後，在自然環境中，物體掉在地面上時，並非降落
在垂直對應的落點，而是垂直落點附近的範圍，過去
研究發現狗或棉頂狨猴除了在垂直落點尋找食物外，
也會在相鄰的位置找食物（Hood et al., 1999; Osthaus
et al., 2003）。彎管作業在設計上，下方接球的杯子與
上方入口總是垂直對齊，是否可能誘導幼兒解釋落體
軌跡為直線呢？然而，當入口與出口的位置未垂直對
齊時，如何定義重力牽引的方向呢？也會是另一個受
爭議的議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供新證據支持Bascandziev與
Harris（2011）的觀點，除了對重力期待行使抑制控
制，作業物件的知覺線索與投球方式的順序排程，亦
影響幼兒是否參考重力這項因素。在此基礎上，未來
研究可釐清不同知覺線索對幼兒判斷物體運動軌跡的
影響，或是透過訓練增進幼兒瞭解彎管運作的因果機
制，分析學習遷移效果，探討訓練是否有助於校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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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偏誤。這些後續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從一般性心理歷
程的角度，澄清可能影響重力偏誤的認知發展機制。

Hood, B. M., Santos, L., & Fieselman, S. (2000). Twoyear-olds’ naïve predictions for horizontal trajectori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3, 3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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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Direction of Movement and Drop-Ball Procedure
Influence the Gravity Bias in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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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ball drops down into one curved tube, preschoolers tend to search for the ball in the location directly below
the entrance to the tube, even if they are not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search error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 gravity
bias (Hood, 1995). Based on Hood’s tubes task, Experiment 1 investigated whether initial direction of movement and
drop-ball procedure influenced the gravity bias. Children observed a ball drop down the designated tube in one of three
conditions that differed in entrance angle to the tube (0°, 45°, or 90°). They observed an experimenter drop the ball in
the first block of trials, and then dropped the ball themselves in the second bloc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children
failed to find the ball and tended to search the vertical aligned box. The gravity bias was worse when children dropped
the ball themselves in the 90°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2, we reversed the block sequence and found that the block
difference was not observed as previously shown in the 90° condition. Thus, the expectation that objects fall in a straight
line seems to be modulated not only by percept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task but also by cognitive resources recruited
by the drop-ball procedures.

Keywords: attention, causal reasoning, gravity bias, naïve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