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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旨在闡述研究的結果。內容包括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圖形的困難點、圖形中

敘述性表徵結構對讀圖理解之影響、圖形中概念性表徵結構對讀圖理解之影響、不

同表徵結構的神經系統圖形對學習成果之影響，以及分析一對一半結構晤談之結果。 

 

 

第一節  學生閱讀神經系統圖形的困難點 

 

本研究對象合計共 30 人，受試者學生填寫「傳統神經系統圖形診斷問卷」，以

便探討學生在閱讀傳統神經系統圖形之困難點。 

 

一、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圖形有哪些困難點 

 

（一）腦神經的圖形診斷 

1-1.腦神經在圖中是以什麼顏色呈現？分佈於何處？ 

□a 橘黃色，位於① 

□b 橘黃色，位於② 

□c 橘黃色，位於腦下方那一段脊髓內 

□d 藍色，位於頸部脊髓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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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後，對於圖形中「腦神經」的正確位置，有高達

77%的比例判斷錯誤。其中大部分學生將腦誤以為是腦神經。詳情請見表 4-1-1。 

 

表 4-1-1  圖形診斷問卷第 1-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12 8 10 0 

 百分比 40% 27% 33% 0% 

＊為正確答案 

 

（二）脊神經的圖形診斷 

1-2.脊神經在圖中是以什麼顏色呈現？分佈於何處？ 

□a 橘黃色，位於② 

□b 橘黃色，位於身體中央的那一條 

□c 藍色，位於身體中那些一條一條的東西 

□d 藍色，位於身體中央黃色那一條兩側，一顆一

顆的即是脊神經 

 

 

 

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後，對於圖形中「脊神經」的正確位置，有高達

87%的比例判斷錯誤。其中大部分學生將脊髓誤以為是脊神經。詳情請見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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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圖形診斷問卷第 1-2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5 16 4 5 

 百分比 17% 53% 13% 17% 

＊為正確答案 

 

（三）神經系統分類的圖形診斷 

1-3.人體的「神經系統」可以分為哪兩大類？ 

□a 腦神經和周圍神經  

□b 腦神經和脊神經 

□c 中樞神經和周圍神經 

□d 腦和脊髓 

  

 

 

 

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後，對於圖形中「神經系統」的分類關係，有 33%

的學生無法瞭解「神經系統可分為哪兩大類」。詳情請見表 4-1-3。 

 

表 4-1-3  圖形診斷問卷第 1-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2 7 20 1 

 百分比 7% 23% 67% 3% 

＊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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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腳內脊神經的圖形診斷 

1-4.請問手和腳內有沒有脊神經？ 

□a 有        □b 沒有 

 

 

表 4-1-4  圖形診斷問卷第 1-4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人數 20 10 

百分比 67% 33% 

＊為正確答案 

 

 

 

學生閱讀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後，對於「手、腳內有無脊神經」，有 33%的比

例判斷錯誤，產生另有概念，認為手和腳內沒有脊神經。詳情請見表 4-1-4。 

 

 

二、反射作用示意圖 

 

（一）反射作用圖形主旨圖形診斷 

2-1.上圖主要是說明： 

□a 手被燙到後會自動縮回，是由手部

肌肉控制 

□b 不同動作的神經傳導途徑和控制

中樞不同 

□c 反射作用如何經過大腦的過程 

□d 藍色是傳入、粉紅色是傳出的神經

傳導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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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反射作用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所要表達的主要意義，有高達 67%的

比例判斷錯誤，其中大部分學生認為圖形中「藍色是傳入、粉紅色是傳出的神經傳

導途徑」。詳情請見表 4-1-5。 

 

表 4-1-5  圖形診斷問卷第 2-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4 11 5 10 

 百分比 13% 37% 16% 33% 

＊為正確答案 

 

（二）不同顏色箭號意義的圖形診斷 

2-2.圖中有兩種不同顏色的箭號，請問這

兩種不同的顏色分別代表什麼意

義？ 

2a.藍色：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 

2b.粉紅色：代表_________________。 

 

 

學生閱讀反射作用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藍色箭號」和「粉紅色箭號」的代

表意義，分別只有 23%和 20%的學生回答正確。詳情請見表 4-1-6、4-1-7。 

 

表 4-1-6  圖形診斷問卷第 2-2a 題           表 4-1-7  圖形診斷問卷第 2-2b 題 

的人數分佈情形                           的人數分情形 

 正確 錯誤   正確 錯誤 

人數 7 23  人數 6 24 

百分比 23% 77%  百分比 2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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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射之神經傳導不需經過大腦的圖形診斷 

2-3.「手遇熱燙後，立刻縮回」這一過程

的神經訊息需不需要傳遞到大腦？ 

□a 需要         □b 不需要 

 

 

 

學生閱讀傳反射作用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反射作用是否經過大腦」的判斷，

有 30%的比例判斷錯誤。詳情請見表 4-1-8 。  

 

表 4-1-8  圖形診斷問卷第 2-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人數 9 21 

 百分比 30% 70% 

＊為正確答案 

 

三、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 

 

（一）感覺神經元構造的圖形診斷 

3-1.感覺神經元是介於哪兩個構造之

間？ 

□a 受器和運動神經元 

□b 受器和大腦 

□c 大腦和脊髓 

□d 脊髓和運動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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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傳統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感覺神經元」與其相連接

之構造，有 30%的學生判斷錯誤。詳情請見表 4-1-9。 

 

表 4-1-9  圖形診斷問卷第 3-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5 21 3 1 

 百分比 17% 70% 10% 3% 

＊為正確答案 

 

（二）運動神經元構造的圖形診斷 

3-2.運動神經元是介於哪兩個構造之

間？ 

□a 動器和感覺神經元 

□b 動器和大腦 

□c 動器和脊髓 

□d 脊髓和感覺神經元 

 
 

 

學生閱讀傳統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運動神經元」與其相連接

之構造，有 50%的學生判斷錯誤。詳情請見表 4-1-10。 

 

表 4-1-10  圖形診斷問卷第 3-2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選 c 選 d 

 人數 3 9 15 3 

 百分比 10% 30% 50% 10% 

＊為正確答案 

 

 



 

 78 

（三）傳入神經與傳出神經之方向的圖形診斷 

3-3.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訊息傳

遞方向，相不相同？ 

□a 相同      □b 不相同 

 

 

 

 

學生閱讀傳統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後，對於圖形中「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

的傳遞方向」，有 33%的學生判斷錯誤。詳情請見表 4-1-11。 

 

表 4-1-11  圖形診斷問卷第 3-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選 a ＊選 b 

 人數 10 20 

 百分比 33% 67% 

＊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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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神經系統圖形中的表徵結構不佳之處 

 

由前驅研究之實徵訪談與「傳統神經系統圖形診斷問卷」中所得之結果，將圖

形中學生閱讀困難之處，以系統功能語法的表徵結構分析如下表 4-1-12、4-1-13 和

4-1-14： 

 

表 4-1-12  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中的「表徵結構」與「造成錯誤類型」之比較結果 

表徵結構 說明 造成錯誤類型 

分類過程 周圍神經右邊的「括號」包含腦

神經和脊神經，但腦神經和脊神

經之右邊分別又有括號，構成了

「多層外顯式分類」。 

 

1.無法瞭解腦神經之正

確位置。 

2.無法瞭解脊神經之正

確位置 

3.無法正確將神經系統

分為兩大類。 

分析過程 1.畫出脊髓兩側的神經節。 

2.脊神經的標示只有包含軀幹

內，而無手和腳內的脊神經之

標示 

1.誤以為此「一顆一顆

的東西」就是脊神經。 

2.無法瞭解手和腳內有

無脊神經。 

象徵過程 腦和腦神經顏色一樣。 無法區分腦和腦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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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的「表徵結構」與「造成錯誤類型」之比較結果 

表徵結構 說明 造成錯誤類型 

動作過程 手縮回的動作與用手撫摸

的動作，都與右邊同一個脊

髓相連（在同一框架內）。 

無法區分反射作用與大腦

意識作用 

轉換過程 1.脊髓裡面的線太多。 

2.大腦畫的位置靠近反射動

作那一邊。 

1.無法瞭解脊髓之功能 

2.無法區別反射與大腦意

識動作。 

幾何象徵 紅色箭號傳向大腦。 誤以為反射需經過大腦。 

窮舉式分析 線中間的小圓點（神經元）

不懂 

脊髓處看不懂。 

象徵過程 兩種顏色的線不夠粗、箭號

也不夠清楚 

無法瞭解圖中不同顏色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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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 傳統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表徵結構」與「造成錯誤類型」之比較結果 

表徵結構 說明 造成錯誤類型 

動作過程 各參與者之間連結方式表達

不清楚 

無法瞭解神經傳導途徑

中的動作者和目標。 

轉換過程 1.大腦裡的紅線太多。 

2.脊髓的標示處和紅線經過處

相離太遠。 

1.無法瞭解感覺神經元

與何者相連。 

2.無法瞭解脊髓和運動

神經相連。 

幾何象徵 紅色箭號太小。 無法判斷傳遞方向。 

分析過程 感覺神經元和大腦重疊。 無法判斷感覺神經元和

何者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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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形中敘述性表徵結構對讀圖理解之影響 

 

一、敘述性表徵結構的比較結果分析 

 

 

在「反射作用示意圖」的部分中，問卷第 2-1 題、第 2-2 題、第 2-3 題，為探討

學生對反射作用之動作者與目標、過程的讀圖理解情形，屬於敘述性結構之「動作

過程」的探討。 

 

在「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部分中，第 3-4 題、第 3-6 題，為探討學生對於

神經傳導時同時擔任動作者和目標之參與者的讀圖理解，屬於敘述性結構之「轉換

過程」的探討。 

 

在「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部分中，第 3-2 題、第 3-3 題和第 3-5 題，為探討

學生對於神經系統圖形中以箭號來表徵某種意義的讀圖理解情形，屬於敘述性結構

之「幾何象徵」的難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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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作過程之分析 

在第 2-1 題中，由於圖形中的手遇到熱燙茶壺（或腳踩到尖物），此一訊息傳給

脊髓，手（或腳）為動作者，脊髓為目標，此為第一個動作；脊髓（動作者）發出

命令給碰觸熱燙的手 / 踩到尖物的腳（目標），此為第二個動作；大腦（動作者）

將命令下達至手部肌肉（目標），此為第三個動作。本題選 a 為不佳的答案，選 b

為次佳的答案，選 c 為最佳答案。傳統圖形組的學生選 c 者為 58%，SFL 圖形組選

c 者為 75%，較傳統圖形組增加了 17%，可知 SFL 圖形較能夠瞭解圖形中的動作過

程。詳情請見表 4-2-1。 

 

表 4-2-1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2-1.從上圖中，你一共看到了

幾個動作？ 

□a 一個動作，手遇熱燙後立

刻用手去撫摸 / 腳踏尖

物後立刻用手撫摸 

□b 兩個動作，手遇熱燙後立

刻縮回，再用手去撫摸 / 

腳踏尖物後立刻縮回，再

用手去撫摸 

□c 三個動作，先手遇熱燙，

然後立刻縮回，最後用手

去撫摸 / 先腳踏尖物，然

後立刻縮回，最後用手去

撫摸 

 

 

  次佳或較差答案 最佳答案 

  選 a 選 b 選 c 

人數 2 28 41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3 %  39 %  58 %  

人數 1 16 52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1 %  23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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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2、2-3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學生可正確回答出「反射作用」和「大腦意

識作用」的百分比分別為 68%、62%，而 SFL 圖形組則分別為 91%、87%，SFL 圖

形組答對率較傳統圖形組增加 23%和 25%。可知 SFL 圖形較能清楚看出手遇熱燙（或

腳踩尖物）後之過程，「立刻縮回」歸類為反射作用，「用手撫摸」則歸類為大腦意

識控制作用。詳情請見表 4-2-2。 

 

表 4-2-2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2、2-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這些動作，可以歸納成兩

大類，你能說出是哪兩大

類嗎？ 

2-2.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2-3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2-3 

人數 48 44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68 %  62 %  

人數 63 60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91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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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換過程之分析 

在第 3-4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34%，而 SFL 圖形組的正

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49% ，兩組答對率均低於五成，但 SFL 圖形組仍較傳統圖形

組高出 15%，可知 SFL 圖形對此題的作答較有助益。傳統圖形組有 66%的人數具有

「運動神經元另一端和感覺神經元相連」的另有概念，此類另有概念比例非常高，

SFL 圖形組的學生也高達 51%。詳情請見表 4-2-5。 

 

表 4-2-3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4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4 和手部肌肉相連的

運動神經元，另一

端是和感覺神經元

相連接。 

   □a 對    □b 錯 

 

 

 

 另有概念 正確 

  選「a」 選「b」 

人數 47 24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66 % 34 % 

人數 35 34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51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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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6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72%，而 SFL 圖形組的正

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80%， SFL 圖形組較傳統圖形組高出 8%，可知 SFL 圖形對此

題的作答助益較大。傳統圖形組有 28%的學生具有「脊髓不能傳遞訊息」的另有概

念，SFL 圖形組的學生此類型另有概念百分比為 20%，較傳統圖形組低了 8%。詳

情請見表 4-2-7。 

 

表 4-2-4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6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6 脊髓可以傳遞訊

息。 

  □a 對    □b 錯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b 選 a 

人數 20 51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28 % 72 % 

人數 14 55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20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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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幾何象徵之分析 

在第 3-2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70%，而 SFL 圖形組的正

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77%，較傳統圖形組增加 7%，可知 SFL 圖形對於作答的助益

較大。另外，傳統圖形組的學生中具有「感覺神經元的傳遞方向是由大腦傳向眼睛」

之另有概念的百分比為 30%，而 SFL 圖形組的此類另有概為 23%，降低了 7%。詳

情請見表 4-2-3。 

此題的研究結果與沈鴻明和蔡長添（1996）的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認為學生

容易將神經傳導方向搞錯：混淆感覺神經與運動神經傳遞訊息的傳導方向。第 3-3

題亦同。然而，本研究顯示，SFL 圖形可以降低學生產生另有概念的比例。 

 

表 4-2-5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2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2 感覺神經元的傳遞

方向是由大腦傳向眼

睛。 

  □a 對    □b 錯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a 選 b 

人數 21 50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30 % 70 %  

人數 16 53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23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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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3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89%，而 SFL 圖形組的正

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88%，較傳統圖形組減少 1%，SFL 圖形在這一題中對於作答

雖無明顯的助益，不過兩組的答對率均高達將近九成。詳情請見表 4-2-4。 

 

表 4-2-6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3 運動神經元的傳遞

方向是由脊髓傳向

手部肌肉。 

   □a 對    □b 錯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b 選 a 

人數 8 63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11 % 89 % 

人數 8 61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12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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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5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63%，而 SFL 圖形組的正

確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65%，SFL 圖形組較傳統圖形組只高出 2%，SFL 圖形和傳統

圖形對此題的作答助益相差不大。傳統圖形組有 23%的學生具有「感覺神經元和運

動神經元的傳遞方向相同」的另有概念，SFL 圖形組的學生此類型另有概念百分比

為 20%，較傳統圖形組低 3%。詳情請見表 4-2-6。 

 

 

表 4-2-7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5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5 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

經元訊息傳導的方向

是： 

□a 相同     

□b 相反     

□c 不一定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a 選 c 選 b 

人數 16 10 45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23 %  14 %  63 %  

人數 14 10 45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20 %  14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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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述性結構對學習的影響 

 

以「敘述性結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2-8 得

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6.13 分 > 5.15 分，總分 8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表 4-2-9）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圖形中不同的敘述性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 3，有顯著

的差異。 

 

表 4-2-8  「敘述性結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圖形 69 6.13 1.212 .146 

傳統圖形 71 5.15 1.653 .196 

 

表 4-2-9  「敘述性結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3.973 138 .000 .976 .246 .490 1.461 

 

 

三、敘述性結構中動作過程之比較 

 

以敘述性結構中之「動作過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

由表 4-2-10 得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2.54 分 > 1.87 分，總分 3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表 4-2-11）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圖形中不同的動作過程之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

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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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動作過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2.54 .677 .081 

傳統組 71 1.87 1.081 .128 

 

表 4-2-11  「動作過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4.334 138 .000 .663 .153 .360 .965 

 

 

一、敘述性結構中轉換過程之比較 

 

以敘述性結構中之「轉換過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

由表 4-2-12 得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1.29 分 > 1.06 分，總分 2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表 4-2-13）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26），表示圖形中不同的轉換過程之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

顯著的差異。 

 

表 4-2-12  「轉換過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1.29 .597 .072 

傳統組 71 1.06 .630 .075 

 

表 4-2-13  「轉換過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區

間 

          下界 上界 

2.251 138 .026 .234 .104 .028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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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敘述性結構中幾何象徵之比較 

 

以敘述性結構中之「幾何象徵」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

由表 4-2-12 得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2.30 分 > 2.23 分，總分 3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表 4-2-15）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P=0.553），表示圖形中不同的幾何象徵之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沒

有顯著的差異。 

 

表 4-2-14  「幾何象徵」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2.30 .773 .093 

傳統組 71 2.23 .796 .095 

 

表 4-2-15  「幾何象徵」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595 138 .553 .079 .133 -.183 .341 

 

 

第 3-2 題、第 3-3 題和第 3-5 題這三個小題主要是欲探討學生能否瞭解神經傳導

途徑的方向，主要是探討「幾何象徵」的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此部分

學生的答對率以第 3-5 題較低（傳統和 SFL 組分別為 63%、65%），約有三至四成（傳

統圖形組 37%、SFL 圖形組 35%）的學生不瞭解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傳遞方

向相反。此外，約有二至三成（傳統圖形組 30%、SFL 圖形組 23%）的學生誤以為

看到東西是感覺神經元將訊息由大腦傳遞到眼睛；約有一成（傳統圖形組 11%、SFL

圖形組 12%）的學生誤以為揮球拍的動作是運動神經元將訊息由手傳向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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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象徵的層次，SFL 圖形和傳統圖形並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神經傳導」

的概念較複雜，學生不易將各概念加以統整；亦可能是 SFL 圖形的表徵結構仍有需

要改進之處。 

 

另外一個可能之原因，是題意的理解上出現認知上的差距。學生對於所謂「神

經傳導方向」的定義和科學概念有所不同。例如某位學生在問卷中顯示出關於「神

經傳導方向」的另有概念： 

 

問卷 71138：感覺神經元畫得像和運動神經元方向相反，但事實上它們是相同

的。（閱讀 SFL 圖形） 

（該生認為：因為在圖形最下面的文字說明中，紅色箭號的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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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SFL 神經系統圖形」和「傳統神經系統圖形」兩組圖形，其敘述性結構中的

「動作過程」及「轉換過程」之比較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顯示系統功能語法圖

形中這兩種過程的表徵結構，對學生的讀圖理解的助益優於傳統圖形。 

 

然而，在「幾何象徵」方面，「SFL 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雖然已經將箭號放大

得較為明顯，各部位構造（受器、感覺神經元、大腦、脊髓、運動神經元和動器）

也已經畫得比傳統圖形大且較明顯，但是此兩組圖形在「幾何象徵」過程的並無顯

著差異。可知「SFL 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仍然有不足之處，需要更進一步地修正，

至於修正之方式，將於第五章討論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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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形中概念性表徵結構對讀圖理解之影響 

 

一、概念性表徵結構的比較結果分析 

 

在「神經系統構造圖」的部分中，問卷第 1-1 題、第 1-2 題的 d 和 f 小題為探討

學生對神經系統分類的讀圖理解情形，屬於概念性結構之「分類過程」的探討。 

 

在「神經系統構造圖」的部分中，第 1-2 題的 b、c 小題，第 1-3 題，以及在「神

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部分：第 3-1 題，為探討學生對於神經構造中載體和屬性之

關係的探討，屬於概念性結構之「分析過程」的探討。 

 

在「反射作用示意圖」的部分中，第 2-4 題、第 2-5 題和第 2-7 題，為探討學生

對於圖形中以特殊顏色等來象徵特定某種意義的讀圖理解情形，屬於概念性結構之

「象徵過程」的難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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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經系統構造圖的分類過程、分析過程與象徵過程之分析 

在第 1-1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全答對（同時選 a 和 d 的人數）百分比為 46%，

而 SFL 圖形組的全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53%，SFL 圖形組較傳統圖形組高出 7%，可

知 SFL 圖形對此題的作答較有助益。 

 

傳統圖形組學生選擇 b：「腦神經」的比例為 24%，SFL 圖形組的學生選 b：「腦

神經」的比例也有 14%。傳統圖形組選擇 f：「脊神經」的比例為 10%，SFL 圖形組

的學生選 f：「脊神經」的比例也有 9%。顯示出「腦神經」和「腦」、「脊神經」和

「脊髓」，常常會讓學生混淆不清。此研究結果與沈鴻明和蔡長添（1996）的研究一

致，學生對於神經系統中類似的名詞容易造成混淆。SFL 神經系統圖形用兩個框架

將「中樞神經」與「周圍神經」區隔開來，因此使勾選 b：「腦神經」和 f：「脊神

經」的比例分別下降 10%和 1%。詳情請見表 4-3-1。 

 

表 4-3-1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1-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1-1.你認為神經系統可以分

類成哪兩項？（應選兩

項） 

□a 中樞神經   

□b 腦神經   

□c 腦   

□d 周圍神經   

□e 脊髓   

□f 脊神經 

 另有概念 正確 正確 

 選 b 選 c 選 e 選 f 選 a 選 d 

1-1 

全答對 

人數 17  5 3 7 60  47 46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24%  7%  4%  10%  85%  66%  65%  

人數 10 3 5 6 59  53  53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14%  4%  7%  9%  86%  7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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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2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全部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10%，而 SFL 圖形組的全

部答對人數百分比為 32%，由於此題是複選題，因此兩組全部答對的比例均偏低，

但 SFL 圖形組仍較傳統圖形組高出 22%，可知 SFL 圖形對此題的作答較有助益。 

 

正確的選項為「b」和「f」，傳統圖形組學生選擇「b」的比例為 79%，SFL 圖

形組的學生選擇「b」的比例為 83%，高出 4%。傳統圖形組選擇「f」的比例為 82%，

SFL 圖形組的學生選「f」的比例為 96%，高出 14%。 

 

表 4-3-2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1-2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1-2.下列敘述，正確的請打

勾：（答案不只一個） 

□a 腦的周圍，並沒有神經

分佈。 

□b 由腦發出的神經，稱為

腦神經。 

□c 脊神經位於身體中央，

只有一條。 

□d 脊神經屬於中樞神經。 

□e 腦神經在頸部和脊髓重

疊，進入脊髓裡面。 

□f 中樞神經包括腦和脊髓。 

 

 

 另有概念 正確 正確 

 選 a 選 c 選 d 選 e 選 b 選 f 

1-2 全

答對 

人數 6 30 32 34 56 58 7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8%  42%  45%  48%  79%  82%  10%  

人數 1 15 18 26 57 66 22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1%  22%  26%  38%  83%  96%  32%  

註：該勾選者有選、不該勾選者沒有勾選為答對；反之則為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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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4-3-2 可知，傳統圖形組的學生選 a 的百分比為 8 %，代表有 8 %的學生

產生「腦的周圍沒有神經分佈」之另有概念，由於傳統圖形中腦神經以黃色表示，

顏色較不明顯，可能是造成此種另有概念之原因。SFL 組之學生選 a 者只有 1%，由

於 SFL 圖形將腦神經用較清楚的藍色來表示，並且將腦部的圖形移至右邊的框架

中，使腦神經的部分更加清楚，故閱讀 SFL 圖形較不易產生此種另有概念。 

 

    選擇 c：「脊神經位於身體中央，只有一條」的學生比例非常高，在傳統圖形組

中高達 42%，此結果在後面晤談結果的部分也得到支持，顯示在傳統圖形中，不恰

當的分析過程，使學生很容易將「脊髓」和「脊神經」兩者混淆。但是在 SFL 圖形

組中，此一狀況便得到明顯的改善，比例為 20%，雖然還是很高，但已經降低了 22%，

故閱讀 SFL 圖形較不易產生此種另有概念。 

 

同樣地，選擇 d：「脊神經屬於中樞神經」的比例也非常高，原因是傳統圖形呈

現出不恰當的分析過程，使學生對於「脊神經」和「脊髓」混淆不清。選擇此選項

的比例傳統圖形組為 45%，SFL 圖形組為 26%，比傳統圖形組降低了 19%，故閱讀

SFL 圖形較不易產生此種另有概念。 

 

    選擇 e：「腦神經在頸部和脊髓重疊，進入脊髓裡面」的學生，在傳統圖形組的

比例高達 48%，在 SFL 圖形組中也高達 38%，這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因為在國中

階段的課程中，並未提及在頸部中究竟是腦神經還是脊神經？或者兩者均有？也未

提及腦神經和脊髓的關係。因此這一題可以探討學生閱讀圖形後的推理情形。傳統

圖形中，「腦神經」文字的後面有一個括號，雖然包括黃色的腦神經，但該括號也括

住了脊髓的一部份，此為不恰當之分析過程，使學生產生「腦神經包含脊髓」的另

有概念；SFL 圖形的腦神經以藍色表示，中間為空白，因為脊髓已經移至右邊的框

架內，比較不會有腦神經進入脊髓的誤解，然而，產生此類型另有概念的學生也有

38%，不過降低了 10%。可見 SFL 圖形在這一題的讀圖理解雖然較傳統圖形為佳，

但是畫得還是不夠詳細，仍會使學生產生不正確的推理，或者是學生仍舊將「腦」

誤當成「腦神經」，因此認為它們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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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3 題中，傳統圖形中，由於不恰當的分析過程（脊神經的標示方式不佳），

使傳統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比只有 35%，而 SFL 圖形組的正確答對人數百分

比為 83%，較傳統圖形組高出了 48%，可知 SFL 圖形對此題的作答助益較大。傳統

圖形組有 38%的學生具有「脊神經的分佈是在肩膀到腰部的身體內，不包含四肢內」

的另有概念，SFL 圖形組此類型另有概念百分比只有 7%，較傳統圖形組低了 31%。

另外，傳統圖形組的學生有 25%具有「脊神經分佈在脊髓裡面」的另有概念，SFL

圖形組此類型另有概念百分比只有 7%，較傳統圖形組低了 18%。詳情請見表 4-3-3。 

 

表 4-3-3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1-3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1-3.請指出脊神經分布在何

處？ 

□a 脊髓裡面。 

□b 從肩膀到腰部的身體內，

不包含四肢內。 

□c 從肩膀到腰部的身體內，

並包含四肢內。 

□d 只分布在四肢內。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a 選 b 選 d 選 c 

人數 18 27 9 25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25 % 38 %  13 %  35 %  

人數 5 5 2 57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7 %  7 %  3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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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射作用示意圖的分析過程與象徵過程之分析 

 

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中，在圖形中脊髓的部分，對於許多學生而言，可能會十

分困惑，因為脊髓內有畫出灰色蝴蝶狀的東西，還有一些小圓點和小括弧組成的符

號，此為「窮舉性分析過程」，事實上，蝴蝶狀的東西為脊髓灰質，圓點和括弧為神

經元，但學生並不知道。 

 

兩個版本的反射作用圖形中，均以同一種顏色來象徵反射作用的過程：首先手

遇到熱燙的茶壺（或腳踩到尖物），神經傳導途徑由手（或腳）的受器傳到脊髓；其

次，脊髓發出命令給再由脊髓傳回至手（或腳）的動器使之立刻縮回，此為「象徵

過程」。圖形中亦均用另一種不同的顏色來象徵大腦意識控制的動作：大腦將命令下

達至手部肌肉去撫摸痛處，神經傳導途徑由大腦傳到脊髓，再傳到手的肌肉（動器）。 

 

傳統圖形組能夠正確回答出兩種不同顏色的箭號所代表之意義的學生，分別為

39%（反射）和 37%（意識控制），而 SFL 圖形組則為 88%（反射）和 87%（意識

控制），各高出傳統圖形組 49%和 50%。顯示 SFL 圖形對於學生的讀圖理解有較佳

的助益。詳情請見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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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4、2-5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你在圖中有沒有看到不

同顏色的箭號？你能說

出這些不同的顏色分別

代表什麼意義嗎？ 

2-4._______________和

2-5.________________ 

 

 

  2-4（紅色） 2-5（藍色） 

人數 28 26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39 %  37 %  

人數 61 60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88 %  87 %  

註：傳統圖形的藍色箭號代表反射作用，粉紅色箭號代表意識動作；SFL 圖形紅色

代表反射作用，藍色代表意識動作。 

 

欲判斷不同顏色箭號的意義時，許多學生會藉由圖形下方的標題去尋找資訊，

傳統圖形的標題為：「反射作用（藍色）與大腦意識控制的作用（粉紅色）的神經傳

導途徑」；SFL 圖形的標題為：「反射作用（紅色）與大腦意識控制的作用（藍色）

的神經傳導途徑」。 

 

但是在傳統圖形組有高達 11 人（15%）將此句話的斷句弄錯，誤解成：「（藍色）

是 大腦意識控制的作用」，「（粉紅色）是 神經傳導途徑」。而在 SFL 圖形組中只有

1 人（1%）發生這種情形，因為在 SFL 的反射作用示意圖的圖形右下角，有文字說

明不同顏色的箭號之代表意義，學生可將此「圖內文」與圖形搭配閱讀，較不易產

生上述誤解圖形標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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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將圖形標題斷句錯誤的百分比 

 發生斷句錯誤情況 

 人數 百分比 

傳統圖形（N=71） 11 15 % 

SFL 圖形（N=69） 1 1 % 

 

在第 2-6 題中，傳統圖形組的學生欲判斷出不同顏色箭號所代表的意義，主要

有以下幾種方式：(1)從圖形標題中，佔 31%；(2)從脊髓、大腦處，佔 20%；(3)從

箭號所經之處，佔 15%；(4)從手臂中看出，佔 13%；(5)其他方式，佔 10%。（見表

4-3-6）。 

 

可知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中，學生判斷不同顏色箭號意義的最主要方式為圖形

標題。但或許是現在的學生國文程度不佳，因此發生斷句錯誤的機會也因此增高。 

 

然而，SFL 圖形組的學生欲判斷出不同顏色箭號所代表的意義，方式卻有所不

同。按比例高低依序為：(1)從右下角的文字說明，佔 57%；(2)從箭號所經之處，佔

13%；(3)從 a 圖，佔 12%；(4)從脊髓、大腦處，佔 4%；(5)從圖形標題，佔 4%。（見

表 4-3-6）。 

 

可知 SFL 反射作用示意圖中，最快吸引學生去分辨不同顏色箭號的地方，不是

圖形標題（只佔 4%），而是圖形右下角的文字說明。因為在此圖形中，有了箭號意

義的輔助說明，所以學生就比較不容易將圖形標題的斷詞斷錯。 

 

故 SFL 圖形對於理解箭號的顏色之「象徵過程」，有較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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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6 題的答案類型和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第 2-6 題  這些不同顏色

箭號的意義，你是在圖中

哪一個地方看出來的？

（你也可以直接在圖形

中用畫的，例如：畫一個

＠符號在該處） 
 

 

傳統圖形（N=71） SFL 圖形（N=69） 

回答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回答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圖形標題 22 31 % 圖形標題 3 4 % 

脊髓、大腦 14 20 % 脊髓、大腦 3 4 % 

箭號所經之處 11 15 % 箭號所經之處 9 13 % 

手臂 9 13 % a 圖 8 12 % 

其他 7 10 % 右下角的文字說明 39 57 % 

空白 8 11 % 其他 3 4 % 

 空白 4 6% 

註 1：傳統圖形組其他包括：「A 圖」、「直接用背的」、「箭號方向」、「沒看懂」等。 

註 2：SFL 圖形組其他包括「a 及 b 圖的圖內說明」、「直接用背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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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7 題中，傳統圖形組正確答對百分比為 69%，SFL 圖形組正確答對百分

比為 74%，SFL 圖形組高於傳統圖形組 5%，可見閱讀 SFL 圖形對作答的助益較大。

學生閱讀傳統圖形時，不容易瞭解圖形中出現的不同顏色箭號代表何種意義？也就

是說圖形中的象徵過程不佳。由於象徵過程的表徵結構不佳，傳統圖形組有 31%的

學生具有「反射作用須要經過大腦」的另有概念，而 SFL 圖形組的學生具有此類另

有概念的百分比為 26%，較傳統圖形組降低 5%。 

SFL 圖形中兩種不同顏色的箭號，由於背景單純，故十分清楚，可以清楚看出

a 圖中的紅色箭號在脊髓處立刻轉彎，反射回去，故反射動作不需要經過大腦。然

而，仍然有 26%的學生閱讀 SFL 圖形後認為反射作用須要經過大腦，原因是：a 圖

中脊髓的上方有另一個箭號（藍色）指向大腦。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圖形中「箭號」

和「顏色」同時出現時，有一部份學生較容易注意到「有箭號」，而忽略了這個箭號

其實是「不同顏色」。詳情請見表 4-3-7。 

 

表 4-3-7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7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2-7.「手遇熱燙後，立刻

縮回」/ 「腳踏尖物

後，立刻縮回」這一

過程，神經傳導途徑

有沒有經過大腦？ 

□有     □沒有 

 

 

 另有概念 正確 

  選「有」 選「沒有」 

人數 22 49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31 %  69 % 

人數 18 51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26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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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8 題傳統圖形組答對的學生之中，指出由圖形中「脊髓」與「箭號所經

途徑」中判斷出來（反射作用須不須要經過大腦）的百分比為 52%（31% + 21%），

而在 SFL 圖形組的答對學生之中，指出由圖形中「脊髓」與「箭號所經途徑」中判

斷出來（反射作用須不須要經過大腦）的百分比為 65%（48% + 17%），較傳統圖形

組高出 13%，可知從 SFL 圖形中較能清楚看出「反射作用不需要經過大腦」。詳情

請見表 4-3-8。 

 

 

題目第 2-8 題  （接上題）請問你是在圖形中的哪裡判斷的？（請在圖形中畫☆表

示） 

 

表 4-3-8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2-8 題中的答案類型和人數分佈 

答對學生          人數/百分比 

組別 脊髓 箭號所經的途徑 其他 空白 

答錯學

生 

人數 22 15 7 5 22 傳統圖形組

（N=71） 百分比 31% 21% 10% 7% 31% 

人數 33 12 5 1 18 SFL 圖形組

（N=69） 百分比 48% 17% 7% 1% 26% 

（其他包括：A 圖或 B 圖文字說明、直接用背的等） 

 

（三）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分析過程之分析 

 

在第 3-1 題中，傳統圖形組正確答對百分比為 63%，SFL 圖形組正確答對百分

比為 74%，SFL 圖形組高於傳統圖形組 11%，可見閱讀 SFL 圖形對作答的助益較大。

學生閱讀傳統圖形時，不容易瞭解感覺神經元和腦神經之間的關係。由於表徵結構

不佳，傳統圖形組有 30%的學生具有「感覺神經元是大腦內部的一條神經元」的另

有概念，SFL 圖形組雖也有 22%的學生具有此類型另有概念，不過較傳統圖形組減

少了 8%。詳情請看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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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與沈鴻明和蔡長添（1996）的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認為學生不清楚腦

神經與脊神經的功能，亦不了解其與感覺神經元、運動神經元的關係。 

 

SFL 圖形將神經傳導途徑中的各部位構造，盡量以簡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去除

不必要的細節，故可以清楚地看出感覺神經元兩端分別為受器和大腦，事實上此感

覺神經元就是腦神經的一部份。此圖形可以增進學生對於「腦神經」和「感覺神經

元」兩個概念之間的連結，故此圖對於讀圖理解有較大的助益。 

 

表 4-3-9  學生閱讀不同圖形在第 3-1 題的人數分佈情形 

傳統圖形 題目 SFL 圖形 

3-1 由上圖中顯示，此處的

感覺神經元和大腦的關

係是： 

□a 感覺神經元是「大腦內

部」的一條神經元 

□b 感覺神經元是「和大

腦相連」的一條神經元 

□c 感覺神經元和大腦無

關 

 

 

 另有概念 正確 

  選 a 選 c 選 b 

人數 21 3 45 傳統圖形

（N=71） 百分比 30 % 4 % 63 %  

人數 15  3  51 SFL 圖形

（N=69） 百分比 22 % 4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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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性結構對學習的影響 

 

以「概念性結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3-11 得

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9.74 分 > 7.72 分，總分 12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3-12）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圖形中不同的概念性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顯著

的差異。 

 

表 4-3-10  「概念性結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9.74 1.953 .235 

傳統組 71 7.27 1.978 .235 

 

表 4-3-11 「概念性結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7.438 138 .000 2.472 .332 1.814 3.129 

 

 

三、概念性結構中分類過程之比較 

 

以「分類過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3-13 得知，

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2.46 分 > 2.01 分，總分 3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1-14）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2），表示圖形中不同的敘述性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顯著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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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  「分類過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2.46 .739 .089 

傳統組 71 2.01 .918 .109 

 

表 4-3-13 「分類過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3.187 138 .002 .450 .141 .171 .729 

 

 

四、概念性結構中分析過程之比較 

 

以「分析過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3-15 得知，

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3.17 分 > 2.35 分，總分 4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3-16）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圖形中不同的分析過程之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

顯著的差異。 

 

表 4-3-14  「分析過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3.17 1.014 .122 

傳統組 71 2.35 1.05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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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分析過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4.692 138 .000 .822 .175 .476 1.168 

 

五、概念性結構中象徵過程之比較 

 

以「象徵過程」層次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3-17 得知，

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4.10 分 > 2.90 分，總分 5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3-18）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圖形中不同的象徵過程之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之影響，有

顯著的差異。 

 

表 4-3-16  「象徵過程」兩組圖形之得分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組 69 4.10 1.031 .124 

傳統組 71 2.90 1.197 .142 

 

表 4-3-17 「象徵過程」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6.348 138 .000 1.200 .189 .826 1.574 

 

六、總結 

「SFL 神經系統圖形」和「傳統神經系統圖形」兩組圖形，其概念性結構中的

「分類過程」、「分析過程」以及「象徵過程」之比較，均有達到顯著差異，顯示系

統功能語法圖形中的「概念性表徵結構」，對學生讀圖理解的助益優於傳統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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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的神經系統圖形對神經系統學習成果之影響 

 

一、神經系統構造概念之比較結果分析 

 

1.閱讀兩種不同圖形之學生在「神經系統圖形問卷」中的表現差異： 

 

以「神經系統構造」之概念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4-1

得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6.51 分 > 5.17 分，總分 8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4-2）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可知系統功能語法圖形對於學生在「神經系統構造」概念的學習成果

較有助益。 

 

表 4-4-1「神經系統構造概念」兩組圖形之學習成果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圖形 69 6.51 1.324 .159 

傳統圖形 71 5.17 1.298 .154 

 

表 4-4-2「神經系統構造概念」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6.038 138 .000 1.338 .222 .900 1.776 

 

 

2.版置意義中框架性對讀圖理解之影響： 

 

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中，只有一個框架（無框線）的呈現。SFL 神經系統構造

圖中，則用兩個有框線的框架將神經系統表現出分類過程的樹形圖，「神經系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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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框架中分別是「中樞神經」和「周圍神經」，為下位，使空間上重疊的構造予

以分離，但此兩個框架彼此具有關連性。 

 

 

 

 

 

 

 

 

 

 

 

 

 

中

樞 

& 

周

圍

神

經

圖 

圖形標題 

圖 4-4-1 傳統神經系統構造圖版面配置 

一個框架 

(無框線) 

圖形標題 

圖 4-4-2  SFL 神經系統構造圖版面配置 

框架 

周

圍

神

經

圖 

中

樞

神

經

圖 

框架一

(有框線) 

單層分類樹形圖 

框架二 

(有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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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神經系統圖形問卷之「神經系統構造圖」中，傳統圖形中只有一個框架（無

框線），而 SFL 圖形具有兩個框架（有框線），可知除了敘述性和概念性的表徵結構

之外，圖形版面配置的「框架性」，也是影響學生讀圖理解的原因之一。 

 

 

二、反射作用概念之比較結果分析 

 

1.閱讀兩種不同圖形之學生在「神經系統圖形問卷」中的表現差異： 

 

以「反射作用」之概念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4-3 得

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5.01 分 > 3.32 分，總分 6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4-4）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可知系統功能語法圖形對於學生在「反射作用」概念的學習成果較有

助益。 

 

表 4-4-3  「反射作用概念」兩組圖形之學習成果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圖形 69 5.01 1.356 .163 

傳統圖形 71 3.32 1.911 .227 

 

表 4-4-4  「反射作用概念」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6.022 138 .000 1.691 .281 1.135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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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內文字輔助說明： 

 

 

 

 

 

 

 

 

 

 

 

 

 

 

圖 4-4-3   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的「圖內文」分佈情形 

 

 

 

 

 

A 遇熱將手縮回縮回縮回縮回，

屬於反射作用反射作用反射作用反射作用 

B 撫摸撫摸撫摸撫摸被燙到的部

位，屬於大腦意識大腦意識大腦意識大腦意識

控制的作用控制的作用控制的作用控制的作用 

動器（肌肉） 

皮膚內受器 

脊髓 

神經 

動器（肌肉） 

圖 5-9  反射作用（藍色）與大腦意識控制的作用（粉紅色）的神經傳導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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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SFL 反射作用示意圖的「圖內文」分佈情形 

 

 

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和 SFL 反射作用示意圖中，圖內文的分佈情形如上圖 4-4-3

及 4-4-4 所示，兩圖中文字內容的主要概念均相似，但 SFL 圖形則多了「箭號的意

義」說明。由於實驗設計需要控制字數，使兩圖內之字數不至於有太大差異，故 SFL

脊髓 

a. 腳踩尖物立

刻縮回縮回縮回縮回，屬於

反射作用反射作用反射作用反射作用 

b. 撫摸撫摸撫摸撫摸被刺到的

部位，屬於大腦意大腦意大腦意大腦意

識控制的作用識控制的作用識控制的作用識控制的作用 

      表示反射的傳導途徑 

 
      表示大腦意識控制 

的傳導途徑 

圖 5-9  反射作用（紅色）與大腦意識控制的作用（藍色）的神經傳導途徑 

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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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省略了「動器（肌肉）」、「皮膚內受器」、「神經」等字樣。不同圖形之圖形標題

及圖內文字數比較如表 4-4-5 所示。 

 

表4-4-5   圖形標題及圖內文之字數比較 

 傳統圖形 SFL圖形 

圖形標題 26 25 

圖內文 48 59 

 

閱讀反射作用示意圖後，能夠正確回答出兩種顏色所代表的意義的學生，傳統

圖形組百分比為 39%（反射）和 37%（意識控制），而 SFL 圖形組答對的百分比則

為 88%（反射）和 87%（意識控制）。各高出傳統圖形組 49%和 50%。 

 

傳統圖形組的學生欲判斷出不同顏色箭號所代表的意義，最主要的方式，是從

圖形標題（佔 31%）。 

 

SFL 圖形組的學生欲判斷出不同顏色箭號所代表的意義，最主要的方式，是從

右下角的文字說明（佔 57%）。 

 

由研究結果顯示，圖形中若出現不同顏色的箭號，且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時，

圖內文中加以文字輔助說明，有助於學生判斷箭號的象徵意義，並可增進學生的讀

圖理解。 

 

 

 

三、神經傳導概念之比較結果分析 

 

1.閱讀兩種不同圖形之學生在「神經系統圖形問卷」中的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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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經傳導」之概念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4-6 得

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4.33 分 > 3.92 分，總分 6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4-7）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42），可知系統功能語法圖形對於學生「神經傳導」概念的學習成果較有助

益。 

 

表 4-4-6  「神經傳導概念」兩組圖形之學習成果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圖形 69 4.33 1.172 .141 

傳統圖形 71 3.92 1.239 .147 

 

表 4-4-7  「神經傳導概念」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2.049 138 .042 .418 .204 .015 .821 

 

2.模態與版置意義 

 

傳統圖形以真實圖呈現，抽象性編碼取向之模態較低；而 SFL 圖形則以抽象圖

之形式呈現，去除不必要之細節，抽象性編碼取向之模態較高。故比較「神經傳導」

概念之學習成果後，得知除了敘述性結構和概念性表徵結構之外，「模態」亦是影響

學生讀圖理解的原因之一。 

 

傳統神經傳導示意圖中的人物為真實照片，由於真實照片中不相干的細節太

多，使讀者不易清楚的分辨出各個參與者（如受器、脊髓等）。此外，人物真實照片

的皮膚、衣服等的顏色（肉色、黃色），和代表神經傳導的（紅色）箭號顏色接近，

會干擾讀者對於紅色箭號的的判讀，紅色箭號的方向因而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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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框架 

（無框線）  

 

 

 

 

                 圖 4-4-5  傳統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版面配置 

 

 

 

 

兩個 

框架（無框線）  

  

 

 

 

         圖 4-4-6   SFL 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的版面配置 

 

由上圖 4-4-5 和圖 4-4-6 的版面配置得知，傳統圖形具有一個無框線的框架，而

SFL 圖形則具有兩個無框線的框架，將神經傳導途徑的部分以「形體邏輯過程」放

在右邊較大的框架內，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細節部分之干擾。因此，「框架的數目」亦

是影響讀圖理解之因素之一。 

 

 

 

 

神經傳導途徑文字說明 

圖形標題 

神經傳導途徑文字說明 

圖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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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經系統學習成果比較 

 

1.閱讀兩種不同圖形之學生在「神經系統圖形問卷」中的表現差異： 

 

以「神經系統」來分析兩組圖形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影響，由表 4-4-8 得知，以

SFL 圖形組的平均得分較高（15.86 分 > 12.41 分，總分 20 分）。 

 

經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如表 4-4-9）所示，發現考驗結果有達到顯著差異

（P=0.000），表示閱讀不同圖形的學生在「神經系統」之學習成果有顯著的差異，

SFL 圖形對於學生神經系統的學習較有助益。 

 

表 4-4-8  「神經系統」兩組圖形之學習成果比較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SFL圖形 69 15.86 2.729 .329 

傳統圖形 71 12.41 3.119 .370 

 

表 4-4-9「神經系統」平均值獨立樣本 t 考驗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6.950 138 .000 3.447 .496 2.466 4.427 

 

五、總結 

 

閱讀 SFL 神經系統圖形，在「神經系統構造」概念、「反射作用」概念、「神經

傳導」概念，以及「神經系統整體」的學習成果，均顯著優於閱讀傳統圖形。可知，

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觀點所設計之圖形，可以提高學生的讀圖理解，有效地幫助學

生學習神經系統之相關概念。各小題之答對率比較見表表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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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    閱讀不同圖形的學生各小題答對率比較 

序號 題號 傳統圖形 SFL 圖形 相差 較佳的圖形 P 值 

1 第 1-1 題 0.65 0.77 0.12 SFL 圖形 0.102 

2 第 1-2a 題 0.92 0.99 0.07 SFL 圖形 0.058 

3 第 1-2b 題 0.79 0.83 0.04 SFL 圖形 0.579 

4 第 1-2c 題 0.58 0.78 0.20 SFL 圖形 0.009* 

5 第 1-2d 題 0.55 0.74 0.19 SFL 圖形 0.019* 

6 第 1-2e 題 0.52 0.62 0.10 SFL 圖形 0.225 

7 第 1-2f 題 0.82 0.96 0.14 SFL 圖形 0.009* 

8 第 1-3 題 0.35 0.83 0.48 SFL 圖形 0.000* 

9 第 2-1 題 0.58 0.75 0.17 SFL 圖形 0.027* 

10 第 2-2 題 0.68 0.91 0.23 SFL 圖形 0.000* 

11 第 2-3 題 0.62 0.87 0.25 SFL 圖形 0.001* 

12 第 2-4 題 0.39 0.88 0.49 SFL 圖形 0.000* 

13 第 2-5 題 0.37 0.87 0.50 SFL 圖形 0.000* 

14 第 2-7 題 0.69 0.74 0.05 SFL 圖形 0.525 

15 第 3-1 題 0.63 0.74 0.11 SFL 圖形 0.182 

16 第 3-2 題 0.7 0.77 0.07 SFL 圖形 0.395 

17 第 3-3 題 0.89 0.88 -0.01 無差異 0.952 

18 第 3-4 題 0.34 0.49 0.15 SFL 圖形 0.064 

19 第 3-5 題 0.63 0.65 0.02 無差異 0.822 

20 第 3-6 題 0.72 0.80 0.08 SFL 圖形 0.28 

註 1：P 值加＊者代表達顯著差異。 

註 2：第 2-6 題、第 2-8 題為開放性問題，故無答對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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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晤談結果分析 

 

質性研究對象一共選取 16 位學生，進行一對一半結構式晤談，期能細部瞭解學

生對傳統圖形和 SFL 圖形之讀圖理解與觀感。考慮學生承受晤談時間長度和施測班

級配合時間，故每位學生平均受訪問的時間為 15 分鐘左右。以下介紹本研究的晤談

取樣方式和訪談方向。 

 

欲瞭解高低成果學生對傳統圖形和 SFL 圖形的讀圖理解情形，本研究從受試學

生中選出 16 位學生進行晤談。由統計結果得知，「神經系統圖形問卷」得分總平均

為 14.12 分（共 140 位學生）。高成就學生主要是依據「神經系統圖形問卷」得分在

前 1/3 程度者，即分數 > 16 分者，從中抽取不同圖形組別各四位男生、四位女生，

以排除性別因素。低成就學生主要是依據「神經系統圖形問卷」得分在後 1/3 程度

者，即分數 < 13 分者，從中抽取不同圖形組別各四位男生、四位女生。晤談取樣

之結果與學生編號如表 4-6-1 所示。 

 

正式晤談時之晤談問題的方向，為考量由試晤談經驗時所得的問題的優先重要

性，並參照學生問卷中所回答之資料，本研究之晤談偏重在學生對於圖形中所欲表

達的資訊之理解情形。約有 15 個關於瞭解圖形的問題。以下針對這 15 個問題來比

較不同組別的圖形對受訪者讀圖理解情形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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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晤談取樣結果與學生編號 

 傳統圖形組 SFL 圖形組 

舊高男一 新高男一 

舊高男二 新高男二 

舊高女一 新高女一 

舊高女二 新高女二 

 

 

高成就 

（問卷得分為前 1/3） 

共 2 男 2 女 共 2 男 2 女 

舊低男一 新低男一 

舊低男二 新低男二 

舊低女一 新低女一 

舊低女二 新低女二 

 

 

低成就 

（問卷得分為後 1/3） 

 
共 2 男 2 女 共 2 男 2 女 

合計 共 16 位 

 

一一一一、、、、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對對對對「「「「神經系統構造神經系統構造神經系統構造神經系統構造圖圖圖圖」」」」的的的的讀讀讀讀圖理解圖理解圖理解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1：「請說出腦神經和脊神經分別分佈在哪裡？」 

 

此題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只有 3 位回答正確，5 位錯誤，答對率為 38%；SFL

圖形組 8 位學生均回答正確，答對率為 100%。故 SFL 圖形較能讓學生瞭解腦神經

和脊神經的分佈情形。 

腦神經錯誤的類型主要有三：一種是將頸部附近的脊神經誤以為是腦神經，有

1 人。另一種是將腦誤以為是腦神經，有 1 人。第三種是認為腦的下方兩側（小腦）

也屬於腦神經，有 1 人。 

在這一題的晤談中，發現脊神經錯誤的類型主要有二：一是把脊神經誤以為只

有脊髓旁邊那些一粒一粒的東西（神經節），共有 3 人，比例很高，佔全部晤談人數

的 19%；第二種是，將脊神經誤以為是圖形中間那條黃色的東西（脊髓），有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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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腦神經是什麼顏色？ 

舊高男一：腦神經是… 這個算是…嗯…藍色是不是？ 

晤談者：在哪裡？指出來給我看。 

舊高男一：在這邊吧（指著頸部藍色的脊神經） 

晤談者：脊神經呢？什麼顏色？在哪裡？ 

舊高男一：脊神經是…黃色的這一條（指著脊髓） 

 

表 4-6-2  「腦神經和脊神經分佈」晤談結果摘要 

  腦神經分佈 脊神經分佈 

舊高男一  頸部附近的脊神經 脊髓 

舊高男二 正確 正確 

舊高女一 正確 藍色一粒一粒的構造 

舊高女二 正確 藍色一粒一粒的構造 

舊低男一 大腦 脊髓 

舊低男二 正確 正確 

舊低女一 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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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低女二 小腦加上腦神經 藍色一粒一粒的構造 

新高男一 正確 正確 

新高男二 正確 正確 

新高女一 正確 正確 

新高女二 正確 正確 

新低男一 正確 正確 

新低男二 正確 正確 

新低女一 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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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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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正確 正確 

註 1：「舊」代表傳統圖形組；「新」代表 SFL 圖形組  

註 2：灰色網底為回答皆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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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請說出手、腳和身體裡面都有脊神經嗎？」 

 

  此題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5 位回答正確，3 位錯誤，答對率為 63%；SFL 圖

形組 8 位學生均回答正確，答對率為 100%。SFL 圖形較能讓學生瞭解脊神經的正

確分佈情形。 

 

晤談者：脊神經在哪裡？可否指給我看。 

舊高女二：這邊    

晤談者：什麼顏色的？ 

舊高女二：藍色的…一粒一粒的 

晤談者：那手腳有沒有脊神經？ 

舊高女二：有吧..（不太確定） 

晤談者：你不是說脊神經是一粒一粒的？手腳有沒有一粒一粒的？ 

舊高女二：沒有…手腳沒有脊神經才對 

 

二二二二、、、、學生對於學生對於學生對於學生對於「「「「頸部之腦神經頸部之腦神經頸部之腦神經頸部之腦神經」」」」的推理情形的推理情形的推理情形的推理情形 

 

問題 3：「頸部內有沒有腦神經？分佈在哪裡？」 

 

 

此題晤談結果，表面上看來，閱讀兩組圖形的學生都有 6 人回答「頸部有腦神

經」，但是仔細訪問其原因，發現傳統圖形組的 6 位當中有 3 位將脊髓或脊神經誤當

成腦神經，而 SFL 圖形組並無這種情形出現。所以傳統圖形組只有 3 位學生答對，

5 位答錯；SFL 圖形組有 6 位學生答對，2 位答錯。SFL 圖形組答對比例較高。 

答錯的類型主要有二：一是認為頸部沒有腦神經，共有 4 人，佔晤談總人數的

25%，其中 1 人認為頸部只有脊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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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請問頸部那邊有沒有腦神經？ 

新高男一：沒有 

晤談者：為什麼沒有？ 

新高男一：因為頸部是脊神經… 

 

另外一種回答類型是：回答頸部有腦神經，但是將頸部的那一段脊髓誤認為是

腦神經，共有 3 人，佔晤談總人數的 19%。 

 

晤談者：請問頸部那邊有沒有腦神經？  

舊高男二：有啊 

晤談者：頸部的腦神經在哪裡，指給我看。 

舊高男二：腦神經在這裡（指著脊髓的最上面那一段），它下來那一條就是脊髓… 

 

 

問題 4：「腦神經在頸部有沒有進入脊髓裡面？」 

 

   此題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3 位學生回答正確，有 5 位答錯；SFL 圖形組有 5

位學生回答正確，有 3 位答錯。答錯的學生，比例高達晤談總人數的 50%。 

答錯的類型主要有三：一是認為頭腦和脊髓相連，把脊髓的最上面一段誤以為

是腦神經，所以它下面連接脊髓，共有 4 人，佔晤談總人數的 25%；第二種是認為

當大腦欲控制身體的東西時，要透過脊髓，共有 2 人，佔晤談總人數的 13%；第三

種是不知道腦神經為何麼要進入脊髓裡面、或不知道腦神經有沒有進入脊髓裡面，

共 2 人，佔晤談總人數的 13%。  

 

第一種錯誤類型的晤談內容如下： 

 

晤談者：請問腦神經在頸部那邊有沒有進入脊髓裡面？ 

舊高男二：有！腦神經進到脊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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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腦神經在哪裡？ 

舊高男二：腦神經是這一段啊…黃色…這裡到這裡（指著脊髓最上面那段），黃色

下來這一條就是脊髓 

晤談者：脊髓上面這一段是腦神經？ 

舊高男二：對，是在這一條上面… 

晤談者：為什麼要進入脊髓裡面？ 

舊高男二：連結啊！連結在一起。 

 

晤談者：腦神經在哪裡？在圖形中是什麼顏色的？ 

舊低女二：這裡（指著脊髓上部那一段）…黃色 

晤談者：請問腦神經在頸部那邊有沒有進入脊髓裡面？ 

舊低女二：沒有 

 

學生認為腦神經在頸部那邊會進入脊髓的理由如下： 

 

舊高男一 ：有進入脊髓裡面，因為如果沒進入就沒感覺了 

舊高男二 ：腦神經下來那一條就是脊髓 

舊高女一 ：腦神經在頸部進入脊髓裡面，因為它們相連接才可傳達訊息。 

舊低女一 ：有進入脊髓裡面，因為頭腦和脊髓相連 

新低男二 ：腦要控制身體的東西，要透過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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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頸部的腦神經」晤談結果摘要 

  頸部有無腦神經 腦神經有無進入脊髓內 

舊高男一  有 有 

舊高男二 ＊有 有 

舊高女一 ＊沒有 有 

舊高女二 有 沒有 

舊低男一 有 沒有 

舊低男二 沒有 有 

舊低女一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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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形 

 

舊低女二 ＊有 沒有 

新高男一 沒有 沒有 

新高男二 有 有 

新高女一 有 沒有 

新高女二 有 不知道 

新低男一 有 沒有 

新低男二 沒有 有 

新低女一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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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有 沒有 

註 1：灰色網底為兩者皆正確   註 2：「＊」者將脊髓誤認為是腦神經 

 

「腦神經在頸部有沒有進入脊髓？」並不是國中課程範圍內的問題（這可能是

答錯的比例高達晤談總人數 50%之原因）。但是參考學生對此問題之答案，可用來

探討學生究竟瞭不瞭解何謂「腦神經」？晤談結果顯示，有 25%的學生認為腦神經

的位置是在「脊髓」（包括認為脊髓最上面那一段就是腦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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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不同顏色的箭號意義不同顏色的箭號意義不同顏色的箭號意義不同顏色的箭號意義」」」」之讀圖理解情形之讀圖理解情形之讀圖理解情形之讀圖理解情形 

 

問題 5 ：「圖形中有兩種不同顏色的箭號，你覺得它們代表的意義分別是什麼？」 

 

 

此題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答對者 1 人，答錯者 7 人，答對率為 13%。SFL 圖

形組答對者 8 人，答錯者 0 人，答對率 100%。兩組晤談結果呈現明顯的差異。 

 

 

晤談者：請問這個圖中有兩種不同顏色的箭號，各是什麼意思？ 

舊高男一：藍色的箭頭是指發生了感應從這邊傳回去，紅色的箭頭是指反應出來的

動作從紅色傳出來… 

晤談者：它們的中樞有一樣嗎？還是不一樣？這一塊（指脊髓）是什麼東西？ 

舊高男一：脊髓啊！ 

晤談者：這個藍色和紅色的箭號，和中樞有沒有什麼關係？ 

舊高男一：我覺得它們的中樞應該差不多，只不過它要代表一些東西，所以才要用

不同顏色來分別 

晤談者：顏色沒有特別的意思嗎？ 

舊高男一：有啊，它要分別，因為一個是傳進去，一個是傳出來… 

 

學生閱讀傳統反射作用示意圖時，較無法分辨出不同箭號的意義，因此也不能

很快體悟出這個圖形所要表達的重要內涵，無法瞭解此兩種作用的控制中樞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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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反射作用圖形中紅色、藍色箭號的象徵過程的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紅色箭號的意義 藍色箭號的意義 

舊高男一  傳出來  傳進去  

舊高男二 傳到大腦、再傳至動器  傳入脊髓  

舊高女一 不知道  反射  

舊高女二 手縮回的反應  感覺  

舊低男一 伸出去  大腦意識  

舊低男二 由脊髓至動器  傳到脊髓  

舊低女一 反射和意識動作  神經的傳導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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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低女二 傳出來  反射，傳進來  

新高男一 反射動作  意識控制的動作  

新高男二 反射  大腦意識  

新高女一 沒有意識到的，就是反射  大腦意識到的  

新高女二 反射 意識  

新低男一 反射作用  傳到腦袋、會痛，用手去摸去揉  

新低男二 反射  大腦發出訊息給手  

新低女一 反射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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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反射的傳導途徑 大腦意識控制的傳導途徑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四四四四、、、、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脊髓的功能脊髓的功能脊髓的功能脊髓的功能」」」」之之之之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6：「脊髓扮演的功能是什麼？」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只有 2 人答對，有 6 人答錯（包括一個答不知道），

答對率為 25%。SFL 圖形組有 5 人答對，3 人答錯，答對率為 63%。SFL 圖形較能

使學生正確瞭解脊髓具有擔任反射中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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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的類型主要有二：一是以為脊髓只能傳導訊息，無法說出脊髓具有「反射

中樞」的功能，共有 7 人，佔晤談總人數 44%；另一種是認為脊髓控制意識動作，

有 2 人，佔晤談總人數 13%。 

 

晤談者：脊髓在這張圖中是做什麼的？ 

舊高女二：就是控制他的動作 

晤談者：控制誰的動作？ 

舊高女二：控制手的動作…控制兩邊手的動作 

晤談者：上面的這個手和下面的這個手的動作有什麼不同？ 

舊高女二：一個是感覺，然後一個是反應，先感覺，再反應 

 

表 4-6-5  「脊髓的功能的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脊髓的功能 

舊高男一 傳進來先到脊髓 

舊高男二 接收手的訊息，再到大腦；介於手和大腦的中間站 

舊高女一 傳輸訊息，做出緊急時的反應 

舊高女二 脊髓控制手的動作（包括有意識的動作） 

舊低男一 做反應用的 

舊低男二 不知道 

舊低女一 脊髓是做反射和傳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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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低女二 傳導用的，沒有其他功能 

新高男一 傳訊息給大腦，還有做反射 

新高男二 傳導的功能 

新高女一 控制立即把腳縮回去的功能 

新高女二 做反射的 

新低男一 傳輸感覺，也可以馬上反射，隨機應變 

新低男二 腳踩到釘子，馬上縮回來；再上傳到大腦 

新低女一 大腦傳下來，傳上去大腦，沒有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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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脊髓控制大腦意識的動作 

註：灰色網底代表回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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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反射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反射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反射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反射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之之之之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7：「反射動作和意識控制的動作分別是什麼構造來控制的？」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只有 3 人答對，有 5 人答錯，答對率為 38%；SFL

圖形組有 7 人答對，1 人答錯，答對率為 88%。SFL 圖形較能使學生正確瞭解反射

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分別為脊髓和大腦。 

 

晤談者：請問反射動作和意識控制的動作分別是什麼構造來控制的？ 

舊低女二：反射動作脊神經控制的，意識動作是腦神經控制的 

 

表 4-6-6  「反射作用和意識作用的控制中樞之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反射作用的中樞 意識作用的中樞 

舊高男一  兩者中樞都差不多 兩者中樞都差不多 

舊高男二 脊髓命令手去摸燙到的地方 大腦是感覺到燙 

舊高女一 脊髓 大腦 

舊高女二 脊髓 大腦 

舊低男一 大腦 大腦 

舊低男二 大腦 大腦 

舊低女一 脊髓 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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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低女二 腦神經 脊神經 

新高男一 脊髓 大腦 

新高男二 脊髓 大腦 

新高女一 脊髓 大腦 

新高女二 脊髓 大腦 

新低男一 脊髓 痛的感覺：大腦控制 

新低男二 脊髓 大腦 

新低女一 脊髓 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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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脊髓 大腦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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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反射作用有無經過大腦反射作用有無經過大腦反射作用有無經過大腦反射作用有無經過大腦」」」」的的的的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8：「反射動作有沒有經過大腦？」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只有 3 人答對，有 5 人答錯（包括一位回答不知

道），答對率為 38%；SFL 圖形組 8 人全答對，答對率為 100%。SFL 圖形較能夠讓

學生正確瞭解：反射作用的神經傳導途徑不必經過大腦。 

 

有些學生原本印象中認為反射作用不必經過大腦，但是看了傳統圖形中的紅色

的箭號指向大腦，便誤以為該箭號是代表反射作用的神經傳導途徑（會經過大腦）。

亦即有部分學生不知道箭號顏色所代表的意義。其實這個指向大腦的箭號，和反射

作用的箭號顏色不同。學生會傾向於注意箭號的有無，而忽略了箭號的顏色，並且

無法立即察覺不同顏色箭號所代表的意義。 

 

表 4-6-7  「反射作用有無經過大腦的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反射有沒有經過大腦   反射有沒有經過大腦 

舊高男一  沒有 新高男一 沒有 

舊高男二 不清楚 新高男二 沒有 

舊高女一 沒有 新高女一 沒有 

舊高女二 有 新高女二 沒有 

舊低男一 有 新低男一 沒有 

舊低男二 有 新低男二 沒有 

舊低女一 沒有 新低女一 沒有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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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女二 沒有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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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反射作用有沒有經過大腦？ 

舊低女二：應該沒有 

晤談者：為什麼？這張圖哪裡可以看出來？你是用背的，還是從哪看到的？ 

舊低女二：有耶！ 

晤談者：哪裡看到的？ 

舊低女二：這裡（指著通向大腦的紅色箭號）…它有 

晤談者：所以反射作用有經過大腦？ 

舊低女二：對，有。 

晤談者：這個圖你哪裡看不懂？ 

舊低女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圖說反射作用有經過大腦… 

 

 

七七七七、、、、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神經傳導途徑神經傳導途徑神經傳導途徑神經傳導途徑」」」」的的的的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 

 

問題 9：「請指出紅色箭號所走的方向和路徑。」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4 人答對，有 4 人答錯，答對率為 50%；SFL

圖形組有 7 人答對，一人回答「不清楚」，答對率為 88%。閱讀 SFL 圖形較能讓學

生正確瞭解紅色箭號所代表的神經訊息所走之方向與路徑。 

 

晤談者：這個圖裡面的紅色箭號怎麼走？ 

舊高男二：就從這裡到這裡… 

晤談者：哪裡到哪裡？再講一次，一開始從哪裡開始？ 

舊高男二：一開始從大腦開始 

晤談者：然後呢？ 

舊高男二：大腦然後是感覺神經元，再來是脊髓，再來是運動神經元，最後到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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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8  「神經傳導途徑的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紅色箭號的方向與路徑 

舊高男一  從手開始傳，傳到大腦，再到眼睛 

舊高男二 受器傳到大腦，再到感覺神經元、脊髓、動器 

舊高女一 正確 

舊高女二 正確 

舊低男一 正確 

舊低男二 從大腦開始 

舊低女一 從手開始傳，傳到大腦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正確 

新高男一 正確 

新高男二 正確 

新高女一 正確 

新高女二 正確 

新低男一 正確 

新低男二 不太清楚 

新低女一 正確 

 

 

S 

F 

L 

圖 

形 

 

新低女二 正確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傳統圖形組中，有 2 位學生認為神經傳導是由手部開始，然後一直傳向眼睛，

和正確的傳遞方向完全相反；顯示出傳統圖形的神經傳導途徑之表徵結構不清楚，

使 13%的學生產生「由手部開始傳遞訊息」的另有概念。 

 

此外，傳統圖形組有 1 位學生認為受器（眼睛）直接傳到大腦，然後才是感覺

神經元。誤認為「感覺神經元」在大腦之後的原因，可能是「感覺神經元」有「感

覺」這兩個字，故可以產生「看到」的感覺。SFL 圖形的神經傳導途經的表徵結構

則較清楚，不易使學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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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神經傳導圖形之神經傳導圖形之神經傳導圖形之神經傳導圖形之紅色箭號紅色箭號紅色箭號紅色箭號」」」」的的的的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10：「你覺得圖形中的紅色箭號清不清楚？」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4 人覺得「還好、OK、還可以」，有 4 人覺得

「不清楚」；SFL 圖形組 8 人均覺得「很清楚」。SFL 圖形之紅色箭號以及其方向，

讓學生看得比較清楚。 

 

 

表 4-6-9  「學生對於圖形中的紅色箭號」晤談結果摘要 

  紅色箭號清不清楚   紅色箭號清不清楚 

舊高男一  不清楚 新高男一 清楚 

舊高男二 太小一點 新高男二 清楚 

舊高女一 還 OK 新高女一 清楚 

舊高女二 還可以 新高女二 清楚 

舊低男一 還好 新低男一 清楚 

舊低男二 不清楚 新低男二 清楚 

舊低女一 還 OK 新低女一 清楚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有點不清楚 

 
 

 

Ｓ
Ｆ
Ｌ
圖
形 

新低女二 清楚 

註：灰色網底者認為箭號清楚 

 

 

九九九九、、、、學學學學生對生對生對生對「「「「神經傳導方向神經傳導方向神經傳導方向神經傳導方向」」」」的的的的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11：「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傳遞方向相不相同？」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6 人答對，有 2 人答錯，答對率為 75%；SFL

圖形組 8 人全答對，答對率為 100%。SFL 圖形比較能夠讓學生瞭解：感覺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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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運動神經元的傳遞方向相反。 

 

在兩組圖形中，神經傳導過程以紅色箭號表達其訊息的傳遞方向，此紅色箭號

在 Kress 和 van Leeuween（1996）的圖形分析架構中稱為「幾何象徵」。由晤談結

果可知，SFL 圖形的紅色箭號使學生覺得比較清楚，不過卻不足以推論出其幾何象

徵表徵結構較優於傳統圖形。 

 

綜合問卷和晤談的研究結果顯示，閱讀不同圖形的學生對於「幾何象徵」的表

徵結構，並無顯著的差異。 

 

表 4-6-10  「神經傳導方向的讀圖理解」晤談摘要 

  神經傳導方向   神經傳導方向 

舊高男一 相同 新高男一 相反 

舊高男二 相同 新高男二 不相同 

舊高女一 相反 新高女一 相反 

舊高女二 不相同 新高女二 不相同 

舊低男一 相反 新低男一 相反 

舊低男二 不相同 新低男二 相反 

舊低女一 不相同 新低女一 相反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相反 

 

S 

F 

L 

圖 

形 

 

新低女二 清楚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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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感覺神經元感覺神經元感覺神經元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構的構的構的構造造造造」」」」之之之之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問題 12：「感覺神經元是在大腦裡面嗎？還是在大腦旁邊？」 

 

 

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3 人答對，認為感覺神經元是「在大腦旁邊」，

答對率 38%；5 人答錯，其中 4 人認為感覺神經元「在大腦裡面」，1 人覺得看不太

出來。SFL 圖形組有 7 人答對，1 人答錯，答對率 88%。 

 

當學生能夠清楚此處之「感覺神經元」乃是「和大腦相連的神經元」時，方能

更進一步瞭解：此處之「感覺神經元」事實上便是「腦神經」中的神經元。課文（康

軒版）中雖然有提及腦神經與脊神經、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但文中並未針對

四個名詞之間的關係進行明確的說明。 

 

因此，圖形中若清楚顯示出「感覺神經元」的一端和大腦相連，另一端則連接

至受器，方能使學生對於神經元的構造與功能之關係，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圖4-6-1傳統圖形的感覺神經元之表徵結構  圖4-6-2 SFL圖形的感覺神經元之表徵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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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感覺神經元是在大腦裡面，還是在大腦旁邊？ 

新低女二：裡面 

晤談者：確定嗎？  

新低女二：外面 

晤談者：為什麼是外面？ 

新低女二：因為它出來了啊！ 

 

 

表 4-6-11  「感覺神經元的結構之讀圖理解」的晤談結果摘要 

  感覺神經元的位置 

舊高男一  在大腦裡面 

舊高男二 好像在大腦裡面，看不出來 

舊高女一 在大腦旁邊 

舊高女二 在大腦裡面 

舊低男一 在大腦裡面 

舊低男二 在大腦裡面 

舊低女一 在大腦旁邊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在大腦旁邊 

新高男一 在大腦旁邊 

新高男二 在大腦旁邊 

新高女一 在大腦旁邊 

新高女二 在大腦裡面 

新低男一 在大腦旁邊 

新低男二 在大腦旁邊 

新低女一 在大腦旁邊 

 

 

S 

F 

L 

圖 

形 

 

新低女二 旁邊，因為它出去了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問題 13：「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兩端，分別是和哪些構造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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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的晤談結果，傳統圖形組有 2 人答對，6 人答錯，答對率 25%。SFL 圖形

組有 7 人答對，1 答錯，答對率 88%。SFL 圖形較能使學生清楚看出感覺神經元與

運動神經元的兩端各和何者相連，對於神經元的構造之瞭解較有助益。 

 

晤談者：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兩端，分別是什麼？  

舊低男二：什麼兩端？什麼意思？ 

晤談者：就是這一條線啊，感覺神經元，他的兩邊連哪裡？ 

舊低男二：感覺神經元兩端一個是眼睛，一個是大腦 

晤談者：那運動神經元呢，兩端是什麼？ 

舊低男二：運動神經元兩端，一個是大腦，一個是手部肌肉 

 

表 4-6-12  「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構造之讀圖理解」晤談結果摘要 

  感覺神經元兩端 運動神經元兩端 

舊高男一  眼睛、脊髓  脊髓、手部肌肉  

舊高男二 眼睛、運動神經元  感覺神經元、動器  

舊高女一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舊高女二 眼睛、大腦  大腦、手部肌肉  

舊低男一 大腦、不知道 手、不知道 

舊低男二 眼睛、大腦  大腦、手部肌肉 

舊低女一 眼睛、大腦  大腦、手部肌肉  

 

 

傳 

統 

圖 

形 

 

舊低女二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高男一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高男二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高女一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高女二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低男一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低男二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新低女一 眼睛、大腦  脊髓、手部肌肉  

 

 

S 

F 

L 

圖 

形 

 

新低女二 受器、脊髓 脊髓、動器 

註：灰色網底為回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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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學生對本身學生對本身學生對本身學生對本身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讀圖理解的自省問題的自省問題的自省問題的自省問題 

 

問題 14：「請說出這些圖形中，你看不懂的地方？」 

 

（一）神經系統構造圖 

 

傳統組有兩位學生、SFL 組有一位學生，提出對自己閱讀圖形後的困惑之處，

而大部分學生不能意會自己不懂之處。 

 

（晤談問題：這個圖有沒有哪裡你覺得看不懂？） 

 

舊高男一：括號括起來（腦神經和脊神經），就是覺得這樣框起來…有些人會以為

這裡有黃色也有藍色的部分。 

舊高男二：不知道手腳裡面的藍色有什麼用意。 

新低男二：腦神經和脊神經顏色沒有區分出來。 

 

（二）反射作用示意圖 

 

傳統圖形組的學生提出自己有不懂之處的比較多，低成就者有兩位，高成就者也有

兩位。 

 

（晤談問題：這個圖有沒有哪裡你覺得看不懂？） 

 

舊低男一：箭號看不懂。 

舊低女二：不懂為什麼反射有經過大腦。 

舊高男二：脊髓那邊沒有講清楚。 

舊高女一：箭頭太多、太亂了一點。 

舊高女二：不懂反射作用為什麼在圖中有經過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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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L 圖形組的學生較少提出自己哪裡不懂，大多數都回答：「沒有」、「還不錯」或「畫

得蠻好的」，只有一位高成就的學生提出關於反射圖形中，為何有一個上傳至大腦的

藍色箭號之問題。 

 

晤談者：這個圖形你有哪裡不懂呢？ 

新高男二：不知道反射作用這邊上面的藍色箭號傳到大腦是什麼意思。 

 

（三）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 

 

傳統組有兩位高成就的學生，認為圖形中的紅色箭號太小，看不清楚。 

 

（晤談問題：這個圖有沒有哪裡你覺得看不懂？） 

 

舊高男一：我覺得箭號太小，不太好辨認。 

舊高男二：就是覺得箭號有點太小。 

 

SFL 圖形組有一位高成就的學生，認為圖形有一點怪怪的，也許是箭號只有兩

個，且「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字樣直接寫在箭號旁邊，而不是用一條線

指出它的真實位置。 

 

晤談者：這個圖形你有哪裡不懂呢？ 

新高男二：好像畫得不是很清楚，箭號連得怪怪的。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學生對於圖形的評鑑學生對於圖形的評鑑學生對於圖形的評鑑學生對於圖形的評鑑 

 

問題 15：「你覺得這些圖形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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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經系統構造圖 

 

傳統圖形有 2 位高成就的學生，具體地講出圖形應該如何修改。例如： 

 

（晤談問題：你覺得這圖形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舊高男一：這些括號把黃色的和藍色的都括在一起，容易讓人分不清楚。應該用直

線把真正有神經的地方清楚拉出來。 

舊高男二：希望手和腳那裡的藍色線要標示清楚。 

 

SFL 圖形組有一位學生提出他的看法，因為先前有被問到頸部是否有腦神經的

問題，因此該生認為應該要把腦神經和脊神經用不同的顏色區分出來。 

原圖（傳統圖形）便是用不同的顏色來畫出腦神經和脊神經，但由於腦神經的

顏色和腦一樣，所以才改成用不同的顏色。這位學生的建議也不無道理。因此，也

許可以用第三種顏色（不是橘黃色，也不是藍色）來畫出腦神經，以達到「和腦不

重複」，又可以「和脊神經區別」的雙重目的。 

 

晤談者：你覺得這個圖形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新高男一：腦神經和脊神經應該用不同顏色代表。 

 

（二）反射作用示意圖 

 

傳統圖形組的 8 位學生當中，有 5 位指出自己在此圖中不懂之處在哪裡，但是

都無法說出該如何去修改圖形。 

 

SFL 圖形組的學生指出自己對於圖形不懂之處的只有一位，而被問到：該如何

去修改時，亦無人可說明出來，均回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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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經傳導途徑示意圖 

 

傳統圖形組的學生，除了有 2 位認為箭號太小之外，並沒有提出其他需要修改

之建議。 

 

SFL 圖形組的學生提出圖形應該修改的共有 3 位，顯示研究者在設計此圖形

時，尚有一些疏失之處，也許「幾何象徵」的項目沒有達到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

是圖形的設計仍有不妥之處。由受訪學生的反應得知，此圖形之缺點主要有二：一

是「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標示不清，應該用直線拉出來，把神經真正

的位置指出來，此即「分析過程」不佳。二是代表神經傳遞方向的「紅色箭號」，應

該直接放在神經線的上面。從感覺神經元到大腦、脊髓、運動神經元，一直到動器

的箭號，最好能夠連續。 

 

（晤談問題：你覺得這個圖形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新低男二：紅色箭號應該畫在線上面。 

新高男一：紅色箭頭應該在線（神經元）裡面。 

新高男二：代表神經傳導的紅色箭號應該要前後相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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