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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們是麗山高中 20 屆的學生—謝宜薰(左)、周芷語(右)，高一因緣際會下我們

進入生物專題開啟我們研究旅程，從一開始懵懵懂懂，遇到許多的挫折，像是找到

題目卻一直無法執行下去，換了兩、三次題目之後，終於尋找到一個適合的題目，

在師長指導和同學們建議下，我們一步一步成長，到了現在邁入國際科展，過程雖

然辛苦，但學到的知識更是不勝枚舉。非常感謝一路上陪伴我們的指導教授-陳建

中、專題老師-林獻升、郭瓊華和同學們，讓我們的研究能順利完成，也非常高興

能入選國際科展，期待這次作品能帶給所有的讀者樂趣、知識與新的啟發。 



摘要 

    延續 2020 年視錯覺研究，我們想要探討視覺神經細胞接受不同亮度對立顏色刺激後是否會有

不同活化程度，影響視錯覺？另外也想探討不同對立配色的赫曼方格中線條寬度的閾值是否有

差異？我們設計網頁版程式，改變赫曼方格線條顏色的亮度和寬度，以正常受試者為對照組，

色盲受試者為實驗組，探討視錐細胞的變異是否影響視錯覺的產生。我們以顏色拮抗理論定義

對立配色的赫曼方格，以標準化情境進行實驗。在線條亮度的結果中，黑白配色的赫曼方格圖

案中線條與方格對比度越大，視錯覺產生的效果越明顯。兩群受試者在綠紅、紅綠、藍黃這三

組配色，線條亮度範圍呈現兩極化的趨勢，可能原因為色盲因錐狀細胞變異，需要較高亮度的

對比顏色刺激才容易讓神經細胞有活化程度上的差異，造成視錯覺出現。在改變線條寬度的結

果中，發現藍黃的赫曼方格閾值與明顯值最大，黑白次之，綠紅最小，可能與細胞感受野大小

有關，且線條寬度超過感受野的閾值，視錯覺就無法產生。兩群受試者的線條寬度閾值差異，

可能與色錐細胞變異有關。綜合以上結果，顯示視網膜色錐細胞與神經節細胞的作用，對視錯

覺形成扮演一定角色。在消費行為問卷結果中，我們發現格子衣服若是顏色對比度大、線條較

細的圖案設計，消費者的滿意程度較低，這原因可能與視錯覺產生影響衣服視覺效果。  



 

Abstract 

Continuing the research on visual illusion in 2020, we want to explore whether the optic nerve cells will 

have different activation degrees after receiving different luminance and opposite color stimula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visual illusion? In addition, I also want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threshold of the line width in the Herman grid of different opposite colors? We designed a web version of 

the program to change the luminance and width of the color of the Herman checkered line, with normal 

subjects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red-green blind subject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 explore whether the 

variation of cone cells affects the production of visual illusions. We use the color antagonism theory to 

define the Herman square of opposite colors,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in standardized situations. In the 

result of line luminance, the greater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lines and the grid in the black-white Herman 

grid pattern,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ect of the visual illusio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matched the three 

colors of green-red, red-green, blue-yellow, and the line luminance range showed a trend of polarization. Th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red-green blind subjects is caused by the mutation of cone cells, which requires higher 

luminance contrast color stimulation to easily make nerv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activation 

of cells, causing visual illusions. In the result of changing the line width, it is found that the blue-yellow 

Herman grid threshold has the largest obvious value, followed by black and white, and green and red is the 

smalles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cell receptive field size, and the line width exceeds the threshold of the 

receptive field. Unable to produce. The difference in the line width threshol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may be related to the color cone vari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t is shown that the role of 

retinal color cone cells and ganglion cells play a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visual illusions. In the results of the 

consumer behavior, we found that if the plaid clothes are designed with large color contrast and thin lines, 

consumers’satisfaction is lower.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visual illusion.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圖一  

在 2020 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顏色對赫曼方格產生視錯覺有不同影響，從圖一看到鬼影人

數比較數據中，可以發現綠格紅線無人看到鬼影，但在方格與線條互換的紅格綠線圖中，

卻有五成受試者看到錯覺產生，此現象頗為特殊。因此我們想要延伸去探討視覺神經細胞

接受不同亮度的對立顏色刺激後，是否會有不同活化程度，而影響視錯覺產生？ 

 

左圖的紅格綠線赫曼方格中，將線條寬度拉大後，我們發現視錯覺

產生變弱。在 Schiller & Carvey 提到黑白赫曼方格線條越大越不容

易產生視錯覺，且因視覺接受野(RF)有一定大小，故方格大小與線

條寬度之比例會影響視錯覺產生。因此我們想要探討不同對立配色

的赫曼方格中線條寬度的閾值是否有差異？一般與色盲受試者的線 

                 圖二               條寬度閾值是否也有差異? 

                             

二、研究目的： 

(一) 不同亮度的顏色線條對兩群受試者產生視錯覺的影響。 

(二) 不同寬度的顏色線條對兩群受試者產生視錯覺的影響。 

(三) 條紋方格衣服視錯覺程度與人類消費喜好行為之關聯。 

 

三、名詞解釋 

(一) 赫曼方格 (Hermann Grid)： 

盯著線條方格圖中某一個白色交叉點時，餘光所見的其他白色交叉點似乎比較黑。 



 

(二) 感受野 RF (Receptive Field)： 

眼睛可以看到的整個區域稱為視野，而任何單個神經元監視的視野區域就是該細胞的

感受野。感受野區分為中央刺激和外圍相反刺激。 

On-center ：感受野中央有光線刺激，會產生去極化作用， 

                   並增加神經節細胞的放電，該細胞的活性就會提升。 

Off-surround：感受野邊緣有光線刺激，會產生超過極化作用， 

                       並降低細胞的放電作用，該細胞的活性就被抑制。 

                                                                                                                       圖三 Retinal ganglion cell 

(三) 視網膜神經節細胞理論(側抑制作用) (Retinal Ganglion Cell Theory)： 

Sekuler and Blake (1994)在「知覺」(Perception)這本教科書中，認為視網膜神經節細胞側

抑制作用，是造赫曼視錯覺的原因。此神經節側抑制理論解釋如圖四所示，視網膜上

神經節細胞感受野的周圍在 B 區會比 A 區周圍的亮度較亮，接收的刺激多，神經活性

抑制大，視錯覺灰點出現(感知 A 區圖案的神經接節細胞感受野周圍只有 2 條白線刺

激，感知 B 區圖案的神經節細胞感受野周圍則有 4 條交叉白線刺激，神經抑制較大)。 

 

圖四 

(四) S1 簡單細胞理論 (S1 Simple Cell Theory) ： 

Schiller & Carvey (2005)提出另一種赫曼視錯覺原因的解釋，他們認為當赫曼方格圖案作

某些改變之後，按照神經節側抑制理論，視錯覺應該消失，結果反而更明顯；或者將

色塊輪廓波浪線化(圖五)，錯覺卻徹底消失。他們認為視錯覺與定向選擇性神經元((S1 

Simple Cell)作用有關，傳統視網膜神經節側抑制理論有問題。S1 簡單細胞位於 V1 紋狀

皮層，主要用於判斷線段方向， 每一個細胞只會被特定方向的線段所激活，簡單細胞

又有 ON 細胞和 OFF 細胞兩類， ON 細胞被亮線條激活， OFF 細胞被暗線條激活，因

此線條形狀改變就無法產生錯覺的出現。 



 

        

圖五 

(五) 視覺傳遞路徑 

光量子 (photon) → 視野 (visual field) → 視網膜 (retina) → 視神經 (optic nerve) → 視交叉 

(optic chiasma) → 視束 (optic tract) →外側膝狀體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 LGN) →視放射 

(optic radiation) → 大腦視覺皮質 (visual cortex)。 

(六) 彩色視覺（color vision） 

大腦對外在世界的顏色感知開始於視網膜的視錐細胞。在人類中，有 3 種對 3 種不同

的光譜敏感的視錐細胞，按照它們的光譜敏感度（Spectral sensitivity）峰值波長的順序

被標記為：短（S）、中（M）、和長 （L）的視錐細胞，形成了三色視覺

（Trichromacy）。Ewald Hering 於 1872 年提出互補處理理論（Opponent process）:視覺

系統以一種拮抗的方式解釋顏色：紅對綠，藍對黃，黑對白，。三色視覺發生在視網

膜視錐細胞層次，而拮抗加工則發生在視網膜神經節細胞（retinal ganglion cell）這一層

次及之後的過程。(視網膜三錐細胞接受不同顏色刺激後，之後會在 LGN 整合後產生黑

白、紅綠、藍黃 ，再傳遞到 V1 至 V4 皮層，產生不同顏色知覺。) 

(七) 對色細胞 (Opponent Cell)： 位於視網膜及 LGN 區域，在綠紅、藍黃、黑白顏色上的單

對立細胞感受野的分布分別為中心顏色為 on(+)刺激，周圍顏色為 off(-)刺激。 

 

圖六 單對立細胞感受野中心區域與周圍區域接受不同顏色的刺激 



 

(八) 色盲 (Color Blindness)： 

是指看見顏色及辨別顏色的能力減退的狀況，原因為眼睛上視網膜的光感覺細胞發生

問題，使得它無法接受特定的可見光波長。當三種的錐狀細胞，有一種以上對光敏感

度較低時候，即是色弱，而一種以上功能喪失時便是色盲。 

           

 

貳、研究方法或過程 

 

    現今對於赫曼視錯覺的解釋存在兩種理論的爭議，一是傳統派認為錯覺發生原因是視網膜神

經節側抑制所造成，另一是認為 V1 皮層的 S1 簡單細胞作用才是導致錯覺產生的機制，不是在

視網膜層次。由於色盲的視網膜視錐細胞產生變異，與一般人的的視錐細胞感光範圍不相同，

可能造成後續色彩視覺傳遞至 V1 皮層整合後，S1 簡單細胞神經活性或感受野 RF 與一般人有所

差異。因此我們提出一個「對比研究法」，以色盲當作實驗受試者，一般人當作對照組的研究

設計，比較這兩群受試者在不同對立顏色的赫曼方格中，產生視錯覺效果有何異同，用以比較

視網膜色錐細胞的變異，會不會影響到赫曼視錯覺的效果。若是兩者結果有顯著差異，則可以

說明不同顏色圖案經過視網膜的視錐細胞接受，再經過拮抗加工之後，可能會影響到 V1 皮

層，進而影響赫曼視錯覺。 

 

一、研究受試者： 

30 位自願性一般和紅綠色盲的受試者，並使用色盲檢測書檢測確認進行實驗。 

 

二、赫曼方格制定 

依照拮抗處理論制(圖七 )訂六種配色: 

黑底白線 白底黑線 綠底紅線 紅底綠線 藍底黃線 黃底藍線 

再以 RGB 色環(圖八)所定義顏色分成： 



 

             紅色 R=0-255  藍色 B=0-255  綠色 G=0-255 

 

 

 

 

 

 

圖七  拮抗處理論制(IST04_ColorOpponent)                            圖八  色環 (維基百科) 

 

三、標準化環境 

(一) 製作黑色紙箱罩住使實驗不受外面光線影響 

(二) 放入電腦螢幕角度 90 度且受試者視角：90 度 

(三) 使受試者直視電腦螢幕水平距離 30 公分 

(四) 以架子固定頭部進行實驗 

                                                                                            圖九 標準化觀察環境 

四、網頁程式觀測 

設計網頁版的程式(圖片大小 300*300px) 

(一) 固定方格顏色調控線條顏色 

 

(二) 將顏色固定為亮度相同的，調控線調的寬度(範圍 0-25) 

線條寬度的 0-25 代表為 0-50px，而整張赫曼方格為 300*300px。 

首先會向受試者說明實驗流程，並提醒受試者調圖片時間 30 秒眼睛休息 5 秒， 

而後受試者調整線條顏色或大小開始測驗。 



 

 

圖十 網頁版的程式 

(file:///C:/Users/jenna/Downloads/Hermann%20(2).html) 

五、收集數據 

填寫 google 表單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填寫個人資料 

第二部分為當方格顏色固定一種時紅色，調整 Line controller 中的特定顏色，請問調整        

 Line controller 在調到數值為多少區間時有鬼影的出現？例如：當方格顏色為紅色

(R=255)時，調整 Line controller 中的綠色，請問在綠色調到數值為多少區間時有鬼影？

第三部分為當背景顏色與線條顏色都固定時，請問調 Width 到數值為多少時有鬼影(休

息並重複調三次)？ 

第四部份為在不考量金錢和格子的衣服線條和大小版型情況下，下圖請問如果有這樣

配色的格子襯衫，你會選擇購買嗎？ 

並會提前對受試者解釋鬼影出現、圖片定義的標準： 

(一) 鬼影是位於交叉原點中可能會產生的錯覺 

(二) 將線條顏色分五大區間 0-255 從暗到亮 

(三) 將大小數值定義 0-25 區間 

 

六、分析結果    

(一) 統計成表格、圖像，並觀察數據。 

(二) 探討紅綠色盲與一般受試者看赫曼方格視錯覺的差異。 

(三) 探討紅綠色盲在視錯覺的影響下與消費行為的關聯性。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不同亮度的顏色線條對兩群受試者產生視錯覺的影響 

 

 

圖十一 X 軸單位是線條亮度值，從最暗 0 調至最亮 255，Y 軸是看到視錯覺人數比例 

 

兩群受試者在黑白配色兩組結果相似，都是方格與線條的對比度越大，視錯覺的效果越

好。而在有顏色的綠紅、藍黃四組的配色結果中，除了在藍格黃線一般與色盲的受試者

皆在線條較亮時容易產生視錯覺外，在其他三組配色的結果中，一般與色盲的受試者皆

有顯著差異，一般人在線條較暗時容易產生視錯覺，而色盲則在較亮線條產生視錯覺。 



 

結果討論： 

(一) 黑白配色赫曼方格中線條與方格對比度越大，視錯覺產生的效果越明顯 

 

表一 

B 區感受野周圍區域接受負刺激程度較 A 區大，導致 A 和 B 區神經活性有差異，

產生視錯覺。若亮度對比度越大，神經刺激差異越大，視錯覺效果越好。 

 

(二) 兩群受試者在不同配色赫曼方格中可看到視錯覺的線條亮度範圍有差異 

 

圖十二 

不同配色的線條都有一段亮度的範圍可以看到視錯覺，不同人範圍差異大，一般與

色盲受試者除了在藍黃配色範圍明顯差異，黑白與綠紅則較相似。 



 

(三) 兩群受試者在綠紅、紅綠、藍黃配色中線條亮度範圍呈現兩極化的趨勢 

 

1. 綠格紅線赫曼方格 

 

表二 

正常人在暗紅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A 區感受野受暗紅線負刺激較少，神經

活性較 B 區高。而色盲則在亮紅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B 區感受野受亮紅線

負刺激較多，導致神經活性較 B 區高，產生視錯覺出現。 

 

2. 紅格綠線赫曼方格 

 

表三 

正常人在暗綠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A 區感受野受暗綠線負刺激較少，神經

活性較 B 區高。而色盲則在亮綠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B 區感受野受亮綠線

負刺激較多，導致神經活性較 B 區高，產生視錯覺出現。 

 



 

3. 籃格黃線赫曼方格 

 

表四 

正常人和色盲都在亮黃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B 區感受野亮黃線相對暗藍方

格，對比度較高，負刺激較多，導致 AB 兩區神經活性有差異，產生視錯覺。 

 

4. 黃格藍線赫曼方格 

 

表五 

正常人在暗藍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A 區感受野受暗藍線負刺激較少，神經

活性較 B 區高。而色盲則在亮藍線條出現視錯覺，是因為 B 區感受野受亮藍線

負刺激較多，導致神經活性較 B 區高，產生視錯覺出現。 

 

 

 



 

 

實驗小結： 

(一) 黑白配色中方格與線條的對比度越大，越容易產生視錯覺，可能因為在交

叉點的視網神經節細胞感受野周圍區域被抑制較強烈，導致對應交叉點視

野區域的神經活性較低，產生視錯覺。 

(二) 綠紅、藍黃配色方格中，正常與色盲兩個族群在不同的亮暗度線條產生錯

覺程度有差異，可能與受試者視錐細胞所接收到的顏色亮度差異有關，色

盲需要對比對較高亮度的顏色刺激才容易讓神經節細胞(感應中央 B 點與

其他 A 點顏色)有活化程度上的差異，產生視錯覺。 

(三) 紅綠色盲族群在黑白、白黑與藍黃的錯覺效果與一般人相似，但在綠紅、

紅綠與黃藍的錯覺效果就與一般人有顯著差異，可能紅綠色盲族群因色錐

細胞的缺陷，造成對這三種對色感知的差異。 

 

二、 不同寬度的顏色線條對兩群受試者產生視錯覺的影響 

 

藉由網頁程式將方格背景固定，並且將線條的寬度數值調到最小，請受試者調整特定兩

種顏色數值，當受試者調到兩種顏色幾乎無法分辨或感受到產生混色時，此時的數值為

此受試者去亮度後的值，若以此進行後面的實驗，降低因顏色本身的亮度造成的誤差。 

 

 

上面此兩張圖為我們所製作出來的綠紅配色黃藍配色的圖片 

 

 



 

(一) 產生視錯覺的臨界值 (閾值) 

 

圖十三 

1. 閾值意義：線條逐漸變寬方格變小，當超過一定寬度，受試者不產生視錯覺。 

2. 一般與色盲受試者在三組配色結果呈現相同趨勢，與黑白色相比較，綠紅閾值

較低，藍黃閾值較高。 

 

(二) 產生視錯覺的明顯值 

(三)  

圖十四 

1. 明顯值意義：線條逐漸變寬方格變小，當一定寬度時，受試者產生最大視錯覺 

2. 在綠紅配色組色盲在較寬的線條產生明顯視錯覺，在藍黃配色組色盲在較窄的 

   線條產生明顯視錯覺。 



 

實驗討論： 

 

(一) 不同顏色的線條寬度閾值差異，可能與神經細胞感受野範圍有關 

 

 

圖十五 

感受野有分為中心+刺激與周圍-刺激兩個區域，當感受野較大時，線條變寬

後，線條還是會落在周圍-刺激區域，還是會造成神經活性有差異，出現錯

覺。所以我們認為當感受野越大，閾值就會越大；當感受野越小，閾值也會較

小。由實驗數據顯示，與黑白相比較，綠紅感受野範圍較小，而藍黃較大。 

 

 

 

 

 

 

 



 

1. 黑白配色 

 

當 B 點線條寬度變大時，代表 B 點感受野周圍區域被黑格子刺激較少，較不

產生側抑制作用，B 點對應的神經節細胞活性提高，造成 AB 兩點的活化水平

拉近，視錯覺效果較不明顯。當 B 點線條寬度超度臨界值時，代表 B 點對應

的神經節細胞活性與 A 點相同，沒有活化水平的差異，不產生視錯覺。 

 

2. 綠紅配色 

 

與黑白相比較，綠紅對立細胞的 RF 範圍較小，造成 B 點線條寬度的臨界值較

黑白配色小，線條太寬就容易讓視錯覺消失。 

 

 



 

3. 黃藍配色 

 

表六 

與黑白相比較，黃藍對立細胞 RF 範圍較大，造成 B 點線條寬度的臨界值較黑

白配色大，線條寬一點，還是會有視錯覺發生。 

 

(二) 兩群受試者的線條寬度閾值差異，可能與色錐細胞感光範圍有關 

 

1. 綠紅配色 

 

表七 



 

因色盲 L 或 M 色錐細胞的異常，可能改變對紅綠對立細胞感受野刺激的

程度，讓側抑制較不明顯。線條變寬後，B 點神經細胞活性上升較一般

人慢，造成色盲受試者綠紅配色線條閾值較一般人高。 

2. 藍黃配色 

 

表八 

因色盲 L 或 M 色錐細胞的異常，黃色光會變暗，但 S 色錐細胞正常，藍

色影響較小，因此感受野中心與周圍亮度對比較大，改變藍黃對立細胞

感受野刺激的程度，側抑制較明顯，造成色盲受試者在藍黃配色線條閾

值較一般人低。 

 

實驗小結： 

(一) 不同顏色的臨界值和明顯值有差異，可能與不同對立細胞的 RF 範圍

差異有關，與黑白相比較，藍黃 RF 範圍較大，綠紅 RF 較小。 

(二) 當線條寬度增加時，色盲因 L M 色錐細胞缺陷，可能改變神經節細

胞對顏色的亮度感知，讓感受野中心與周圍神經活化水平速度不

同，與正常人產生臨界值與明顯值差異的存在。 

 

 

 

 



 

三、 條紋方格衣服視錯覺程度與人類消費喜好行為之關聯 

 

  

圖十六 

在較寬線條的格子衣服消費行為問卷結果中，兩群受試者皆以黑白配色滿意度較其他配

色高，而一般受試者在綠紅配色滿意程度比色盲低很多，但藍黃色相反。可能與兩者看

到視錯覺線條亮度分佈差異有關。 

 

 

圖十七 

線條寬度縮小後，兩者受試者的滿意程度都降低，可能與視錯覺程度有關。線條寬度比

較小，容易引發視錯覺，滿意程度會下降。 



實驗討論： 

 

圖十八 

上圖一般正常受試者與紅綠色盲受試者看到鬼影人數百分比圖中，發現黑白和白黑赫曼

方格對兩不同族群受試者能看到視錯覺人數百分比都是 100%，但紅綠色盲受試者願意購

買的程度卻大於一般受試者，可能是傳統赫曼方格產生的視錯覺對於紅綠色盲受試者影

響較沒有那麼明顯；在綠紅和紅綠赫曼方格中，紅綠色盲可能因為 L 或 M 錐狀細胞變

異，對於紅色與綠色無法辨別，常把綠色視為黃色，紅色視為褐色。對於較亮的顏色線

條才容易辨別，當光線不足或是顏色太淺時候無容易分辨顏色差異，所看到的視錯覺較

少，願意購買的程度較高；在藍黃和黃藍赫曼方格中，兩者受試者所看到的鬼影百分比

皆較多，我們認為可能原因色盲受試者受到視錯覺影響較大，導致願意購買程度較少。 

 

圖十九 

綠紅配色的格子衣服滿意度結果分析，當線條變窄之後，色盲的滿意度下降幅度比一般

受試者高很多(3.9 下降至 2.1)。可能是紅綠色盲受試者看到視錯覺的線條閾值的較大導致

紅綠色盲受試者看到線條較小的方格襯衫所產生視錯覺較多，願意購買程度下降；在黃

藍配色中，紅綠色盲所能看到視錯覺分布較少，可能導致紅綠色盲受試著看到線條較小

的方格襯衫產生視錯覺較少，紅綠色盲受試者願意購買的程度上升(3.3 上升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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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應用 

一、結論： 

(一) 不同亮度和寬度線條赫曼方格實驗中，一般與色盲受試者在黑白配色無顯著差異，在

綠紅與藍黃配色，有顯著差異。 

(二) 色盲因錐狀細胞的變異，可能造成顏色感知相關的神經細胞刺激程度或感受野範圍不

同，影響赫曼方格視錯覺效果。 

(三) 一般與色盲族群在有顏色的赫曼方格實驗結果出現差異，顯示視網膜色錐細胞與神經

節細胞的作用，對視錯覺形成扮演一定角色，可能影響 S1 簡單細胞作用。 

 

二、未來探討： 

(一) 增加更多一般和紅綠色盲受試者樣本，並區別不同形式的紅或綠色弱和色盲。 

(二) 將水平和垂直線條做不均等或不對稱的變化，去探討在不同顏色的赫曼方格中神經節

細胞與 S1 簡單細胞影響的差異。 

(三) 在不同顏色赫曼方格改變色塊波浪形狀，探討線條形狀變因對視錯覺的影響。 

 

三、應用： 

(一) 在日常商品外型設計方格條紋圖案時， 條紋的寬度不要太細，且盡量避開可能會產生

視錯覺的顏色配色與亮度差值。 

(二) 日常生活的設計中對於紅綠色盲族群較為忽略他們的感受，使用較易產生視錯覺的配

色方格製作提醒標誌，並且在商品上增加他們的視覺辨認顏色的感受，讓他們減少誤

認物品的顏色，使生活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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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實驗問卷： 

       



 

 



實驗同意書： 





 



【評語】130002 

此作品為延伸去年獲二等獎之作品。 

先前研究未發現綠紅赫曼方格有視錯覺,新版調整赫曼方格線

條顏色的亮度和寬度,以探討視錐細胞刺激不同與接受域範圍的影

響。並以紅綠色盲為受試,探討視錐細胞的受損是否影響視錯覺的產

生。以及延伸到對格子襯衫的購買行為影響。 

研究設計與報告完整，缺點是，主題缺乏新穎性，當以此研究

成果推展到對格子襯衫的購買行為之影響時，中間的聯結性不足，

需要更多的實驗結果來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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