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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腦認知活動的分析，目前在教育心理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等領域被廣泛的進行研究，本研

究目的除了將腦電波訊號做資料分類的分析可應用在大腦人機介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之外，同時，探討不同類型的問題對大腦認知活動的影響。 

  在腦電波訊號分析的部分，本研究以所設計的兩種類型選擇題作為問題刺激，來探討受測

者在思考不同類型問題時腦電波頻段上的差異，實驗結果發現，選擇題答題之腦電波分析，存

在明顯且一致性的差異。即受測者的 Theta 頻段在思考「數學問題」時的能量，均高於思考「圖

形幾何問題」的能量，但在 Alpha 頻段的結果則恰好相反。 

  在想像辨識的部份，本實驗除了成功辨識想像「是」與「非」的腦電波外，並發現在時域

部份所擷取的腦電波具有相當好的鑑別性，藉由線性鑑別分析法（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找出最佳的轉換向量，能讓資料更具鑑別性，再由計算特徵矩陣間的歐氏距離就可以有

效的分類腦電波。研究結果顯示，本實驗使用了 C3、C4 及 F3 三個電極，可以使腦電波辨識的

準確率大幅提升至 99%。 

  本研究建議，未來可將此系統和大腦人機介面系統後端（機器人、輪椅等）做連結，以服

務更多行動不方便的人士。 

關鍵詞：認知科學，大腦人機介面，腦電波，線性鑑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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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alysis of cerebral 

cognitive activities is currently receiving wide attention.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include 

(1) applying analytical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o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signals for a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and (2)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questions on mental 

cognition. The analysis i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EG bands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recent years. 

     An intelligence test consisting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was among the instruments devised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nergy of EEG frequency bands among subjects being test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ques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energy of the Alpha band, 

the energy of the Theta band in the testee answering math question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eta band in the testee responding to geometry questions.  

     In the identification portion, an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 method 

of acquisition, to identify the EEG of the testee while imaging for answering yes-or-no questions, and 

to discover the least and most suitable channel for minimizing the quantity of operations. 

Feature-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re the two keys to EEG categorization. In the past, 

most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ifiers; however, selecting a simpler and more 

important feature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obtaining higher accuracy. The feature extra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and the Nearest Neighbor Rule (NNR) to 

classify the processed dat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can be 

increased to 99% by the C3, C4 and F3 channels. In the future, this system can be integrated with 

posting devices in computer brain systems (e.g., robots and wheelchairs) for disabled persons.. 

Key Word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一、緒論 

  大腦被視為是人體中運作最複雜，也是最神秘的一個器

官。一般認為，人類在演化的過程中，大腦的容量會不斷地

變大，使人類富有創造的能力與豐富的情感，能靈活的利用

雙手與雙腳，使得我們能使用各種器具來完成更多的動作。

但在大腦做上述的創造思考，情感表達或肢體動作時，都是

由大腦下達命令，來控制身體各部位的活動，此命令的傳

遞，是以電訊號的形式，從大腦皮質的神經元，經過神經系

統，傳達到肌肉細胞而達成的，而這種電訊我們則稱之為腦

電波。 

  最近幾年教育心理學界也開始利用腦電波來觀察思考

認知時，大腦的活動情形，以進一步探究大腦運作的機制，

發掘人類大腦的奧秘。隨著腦電波研究團隊的增加，技術也

越來越成熟，大腦認知科學相關的研究也開始藉由腦電波的

方式去分析及探討，找出人們在記憶或是思考各類不同問題

時，大腦所產生的區域或是頻段上的變化。 

  但是，腦電波最常被應用在生物醫學的設備也就是大腦

人機介面的發展。大腦人機介面是一個只有十幾年歷史的新

興領域，雖然近幾年研究大腦人機介面的團隊愈來愈多，國

際上相關研究論文的篇數已經呈現指數性的成長 [6]，也有

不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現，但是，大多數的研究仍然停留在

實驗室測試的階段。若要達到能夠讓使用者，在生活中有好

的性能，還必須解決「準確率」、「易於使用」、「強健性」、

「視需求開啟」、「安全性」等問題 [6]。 

  本研究研究大腦人機介面的主要動機，是希望能夠研究

發展出性能良好的大腦人機介面，以期有朝一日讓身體有重

度傷殘的病人（例如：漸凍症、嚴重腦中風、腦幹受損、肢

殘…）及無法動作的病患，藉由腦電波，來完成想做的動作。

這樣的系統，首重的就是系統的高準確率，次之則是系統的

速度，因此，本研究首先要探討腦電波對問題進行想像辨識

的認知活動時，其波頻的變化情形，其次是，如何提升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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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辨識的準確率，以解決人機介面實際應用上所需要解決的

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議題。 

（一）文獻探討 

  大腦人機介面主要的工作是從大腦量測及分析腦電

波，並進行特徵擷取與分類。以下分別從腦電波應用於認知

學習的相關研究，及腦電波應用於大腦人機介面的研究進行

文獻探討，並分析腦電波特徵擷取與分類之相關文獻。 

1. 腦電波應用於認知學習 

  生理心理學（psychophysics）是試圖以腦內的生理事件

來解釋心理現象的心理學分支，然而心理現象是腦整體活動

的產物，是腦對現實刺激和過去種種經驗的反映。因此，生

理心理學著重從整體觀點來看待作為心理現象基礎的神經

活動。生理心理學研究腦的各部分結構的功能，重在瞭解及

分析這些部分如何參與腦的整體工作。 

  認知型態（cognitive style）是指一個人的問題解決、思

考、知覺和記憶的型態或習慣模式 [2, 4]。而目前生理心理

學用以測量認知腦部活動的方式，主要是經由腦電波以測量

認知活動在大腦區域的電位變化型態 [12]。在 Rocha 等人 

[14] 的研究中指出，前額區至頭頂偏下方一點的區域大腦

在處理認知活動時，其能量活動的頻率會比其他區域呈現較

高頻的狀態，因此，被視為大腦進行認知活動的主要的區域 

[14]，其實在處理認知活動的過程中除了主要區域的腦神經

元功能外，其他腦區神經元彼此間的相互支援關係也是非常

重要的，以對數學計算的認知活動為例，在面對一題數學問

題時，需要感覺運動區來做視覺上問題的審閱，去確認面臨

的計算狀況以及定義問題內各符號，同時，也需要運動神經

元作眼球的轉動審閱，以及標註記號之類的動作，再藉由累

計的神經元做運算的動作，所以並非特定區位的神經元才有

活動的情形，大腦的神經元認知的處理過程是全面且相輔相

成的 [14]。 

  關於認知活動時腦部各區域頻段的差異，在認知心理學

與教育心理學的領域中也有相關的研究，根據 Rocha 等人 

[14] 對於作數學運算的認知實驗指出，在大腦做思考時，

Theta 波（4-8 Hz）除了在前額葉有明顯的活動情形外，若

運算題目較為複雜時，其他相關連腦部區域 Theta 波活躍的

情形也會相對增加，Keil 等人 [10] 在進行絕對性與相對性

思考的認知活動研究中發現，人們在作大腦認知活動時常會

採用較為輕鬆的相對性思考，演變為一種認知吝嗇

（cognitive misers）的現象，也就是習慣把事情簡單化－常

以大腦內有限的資訊去處理無限的資源；在分別做絕對性與

相對性思考的認知活動實驗研究中也發現，在做較為繁雜的

絕對性思考時，Alpha 頻段（8-12 Hz）的能量比作較為輕鬆

的相對性思考時的能量來得更低 [10]。 

  除了上述以個人思考方式去分析大腦認知的情形外，給

予問題刺激，以智力測驗來觀察大腦做思考活動時的情形，

目前也逐漸受到重視。Doppelmayr 等人 [5] 以芮文氏非文

字智力測驗作為實驗的題目刺激，記錄並分析受測者在做題

目時腦波的狀態及變化，利用事件相關同步/去同步電位

（ event-related synchronization / event-related desyn- 

chronization, ERS/ERD）來當特徵，再將受試者資料分為高

分群與低分群以討論是否有所差異或特徵存在，研究結果顯

示，當受測者在做思考時在前額葉和枕葉的部位有較高的

ERD 出現，簡單來說，也就是會出現較高的能量。研究中

也提出高分數群，在做較難的題目時會有較高的 ERD 出

現，在做較簡單的題目時則出現較小的 ERD。但是研究中

並未對Theta頻段在做不同難度題目時的腦波變化情形做討

論與分析。 

  在本研究中，延續 Keil 等人 [10] 及 Doppelmayr 等人 

[5] 的研究，利用智力測驗中數學和幾何圖形題目（兩類難

易不同的選擇題），來對大腦做思考及認知活動時，進行腦

波類型及頻段之能量差異的實驗，以進一步對大腦思考兩類

不同難度題目時的 Theta 頻段（4-8 Hz）與 Alpha 頻段（8-12 

Hz）做出詳細的分析與討論。 

2. 腦電波應用於大腦人機介面 

  大腦人機介面的辨識率高低，主要決定於「特徵擷取」

與「分類」兩個關鍵的步驟。如果能夠找出不同想像動作所

產生的腦電波之間差異最大的特徵，則不需複雜的分類演算

法，就可以得到高辨識率；然而，如果特徵差異不大，就需

要運用效能良好的分類演算法來解決問題。 

  Guger 等人 [7] 對於大腦想像右手動和腳動，兩種動作

的辨識率做過相關研究及探討，該篇研究以 99 名沒有服用

藥物、神經系統正常的受測者參與實驗，而且這些受測者都

沒有接觸過大腦人機介面系統，實驗的時間為期兩個月，實

驗的項目是使用視覺刺激想像右手動和腳動，此研究的數據

分析採用 RLS（recursive least squares）及 BP（band power）

的演算法來做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其大腦想像辨識率可達

60-80% 之間。 

  Kamousi 等人 [9]，使用獨立成份分析法（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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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analysis, ICA）來辨識想像左手動及右手動的腦

電波訊號，四名受測者參與實驗，實驗的內容為想像左手動

及右手動，所擷取的腦電波訊號經分析後，其辨識率可達到

80% 左右 [9]。 

  日本的 Phothisonothai 與 Nakagawa [13] 團隊利用三層

的類神經網路分類器，分類新的想像任務，和以往採用左右

手動之類的動作想像不同的是，實驗改以辨識回答問題「是」

與「非」的想像為主，研究總共使用 15 個電極，利用事件

相關同步/去同步電位（ERS/ERD）來當特徵，並利用斜率

與歐式距離（SCED）來做為特徵擷取的方法，再藉由人工

類神經網路來做分類的動作，結果顯示，在二維的辨識率可

達到 80% [13]。此與Guger等人 [7] 和Kamousi等人 [9] 所

做的辨識率比較，可以發現利用做決策的想像「是」與「非」

腦電波訊號進行分析，其辨識率並不輸給傳統的動作想像腦

電波訊號之分析。 

  本研究將採用 Phothisonothai 團隊的實驗方式，也使用

是非題的方式來做想像答案決策思考的辨識，希望能有更好

的特徵出現，一方面用不同的特徵擷取方法，來提高辨識

率，另一方面則在辨識率提高的同時，減少通道的數量，以

降低運算量和提升運算速度，並能減少使用者在配戴腦電波

帽時的不舒適感，以利於日後發展即時系統。 

（二）研究目的 

  依據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二： 

1. 探討在不同類型選擇題的問題刺激下，大腦各區域與特

定頻段能量的變化以及差異：本研究運用由數學與圖形

幾何問題所設計的兩種類型選擇題進行實驗，紀錄在這

些問題的刺激下，腦波各部位頻段的變化與差異，希望

能找出在認知活動發生時，其腦電波的特徵為何？以及

在不同問題的刺激與思考下，在大腦位置與頻段的差異

以及變化。並能將研究結果應用在學術研究、醫療的硬

體設施或是融入日常生活用品上。 

2. 辨識經由主動意志進行「是」與「非」二選一的決策，

並找出資料的特徵，運用有效的運算法以提升辨識率：

本研究嘗試不同以往動作的想像，改以做決策式的想

像，希望能成功辨識想像「是」與「非」的腦電波，再

經由實驗數據分析，進行時域、頻域、以及空間域上的

特徵擷取，藉著明顯特徵的差異來提升腦電波的辨識

率。找出採用哪些電極的組合可以達到電極數量少卻有

良好的辨識率，並使用簡單的演算法，以減少運算量並

提升系統的速度，希望日後能夠讓重度傷殘的患者，依

照自己的主動意志來做一個二選一的決策，簡易而準確

地操控外在環境的裝置。 

 

二、腦電波資料蒐集 

  本研究參與實驗的受測者原先有 11 人，6 名男性、     

5 名女性，其中因 3 名受測者無法在第一階段實驗規定時間

結束前完成答題動作，並開始第二階段題目的做答，導致所

蒐集的腦波資料不完整，所以無法做思考兩種類型題目時的

腦波比較，以致於本實驗最終資料的分析對象只有 8 人，男

性 6 人、女性 2 人，年齡為 23 至 27 歲之間，學歷皆已大學

畢業目前為在學的碩士班學生，無腦部及精神方面相關疾病

史。 

  本研究總共設計了兩種類型的實驗，以進行腦電波資料

的蒐集，現分別說明如下：第一種是對於大腦認知活動情形

的探討：採用選擇題進行實驗，題目內容取自於民國 93 年

（第 23 次）及民國 94 年（第 24 次）的全國預官甄試智力

測驗中的「數學問題」以及「圖形幾何問題」兩種不同的題

型。擷取當大腦思考不同類型的選擇題目時的腦電波，並分

析其不同負荷度的腦電波有無明顯差異及特徵存在，以討論

大腦在做認知思考時的活動情形。第二種則是想像辨識的實

驗：實驗的進行是利用本研究所設計的是非題問題當作刺

激，擷取受測者想像「是」與「非」兩者答案時的腦電波資

料用以做辨識，取代以往對左、右手動作的想像。並藉由辨

識「是」與「非」兩類不同的想像，達到控制大腦人機介面

系統的目的。 

（一）大腦認知活動研究－選擇題問題實驗 

  本研究的大腦認知活動研究，以智力測驗所設計的兩種

「數學題型」與「圖形幾何題型」選擇題來做測試，並擷取

受測者在思考問題時的腦電波，分析在思考不同負荷度的問

題時，腦電波是否有明顯的特徵及差異出現。 

1. 實驗方法 

  本研究讓接受實驗的對像，戴上腦波帽以便量測思考時

的腦電波，實驗量測所用的腦波帽上有許多電極，由這些電

極可以量測到頭皮所傳遞的腦電波訊號，因為大腦頭皮各部

位所產生的腦電波訊息，分別有其代表的意義，所以，在腦

電波帽中，電極配置的位置必須依照國際 10/20 的方式來排

列，才可以得到正確的腦電波訊號。 

  本實驗中，將「數學題型」及「圖形幾何題型」以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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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排列，依序呈現如下：數學題目（第 24 次）→圖形幾

何題目（第 24 次）→數學題目（第 25 次）→圖形幾何題目

（第 25 次），數學題目共有 36 題，圖形幾何題目共有 20

題，以下分別舉出兩種題型的例題做說明。 

  數學題型：首先，在電腦螢幕呈現一數列，受測者必須

根據數列上其他數字的排列及規則，自行推算出所空缺的數

字為何，並選擇正確的選項來回答問題，這類題型，如圖 1

所示。在圖 1 的例題中，該列數字是公差為 2 的連續數列，

因此，所空缺的數字應該是 7，所以，正確答案應該選擇（D）。 

  圖形幾何題目：圖形幾何的類型有兩種：一種是呈現物

品的兩面視圖，由受測者根據此物品的兩面視圖來推論此物

品的正確形狀，並做出選擇，這類型的題目，如圖 2 所示。

由圖 2 例題中的俯視圖和右側視圖來做判斷，其正確答案是

（A）。 

  第二種是圖型組合的題型，給予其中兩部分以方格組成

的圖形，藉由旋轉排列找出第三個方格組成的圖形，使得三

塊圖形可以合併為一個 4×4 方格的正方形（可以旋轉，但不

得翻轉），這類題目，如圖 3 所示。從圖 3 的例題中可以發

現，由於（A）的加入，使得三塊圖形可以組合成為一個 4×4

的正方形圖，故正確答案是（A）。 

 

5 , ＿, 9 , 11, 13 (A) 4 (B) 5 (C) 6 (D) 7 

 

圖 1. 數學題型之解說 

 

 
 

圖 2. 圖形幾何題型之解說 

 

 
 

圖 3. 圖形幾何題型二解說 

2. 實驗流程 

  此實驗的流程為，先向受測者解說題目類型並解釋實驗

內容及流程，實驗開始前，先請受測者閉眼休息約一分鐘的

時間，讓腦電波呈現較平穩的狀態，之後給予指令開始作

答，告知受測者在每做完一題題目後，要按下空白鍵以便繼

續下一題的題目，對於回答每個題目思考的時間不做限制，

作答時間採用全國預官智力測驗所規定的時間，整個實驗共

給予 24 分 34 秒的時間作答，當規定的時間結束，立即同時

停止腦電波的紀錄。實驗流程圖如圖 4 所示。 

（二）想像辨識研究－是非題問題實驗 

  本研究設計是非題的實驗，是利用是非題問題的刺激，

使受測者根據問題做兩類想像「是」與「非」的回答，擷取

受測者回答想像「是」與「非」時的腦電波，研究「是」與

「非」的腦電波是否能做有效的辨識，更希望藉著辨識「是」

與「非」兩類做決策性的簡單想像，找出不同以往對動作及

方向的想像方式，來達到更好的辨識效果，以此來達到驅動

硬體設備的目的。 

  實驗的內容是根據給予的問題，想像回答是與非，每次

實驗共有 12 題問題，如圖 5 所示，每位受測者總共做 6 次，

根據螢幕所顯示的問題，以想像的方式來回答「是」與「非」。 

1. 實驗方法 

  此部分實驗的方法與上述選擇題問題實驗大致相同，讓

受測者戴上腦波帽以供量測在思考時的腦電波，惟本部分研

究為了降低運算量，採取電極減量的動作，首先將腦波帽上

的電極電位逐一和相鄰電極電位平均值相比較，j 電極電位

差異值 Vj
s 如式子（1）所示，Vj 是 j 電極電位，Sj是 j 電極

相鄰電極索引集合， 

 

∑
∈

−=
jSk

kj
S
j V

n
VV 1  （1） 

 
  經由排除差異性較不明顯的電極，只選出 T3、C3、Cz、

C4、T4、F3、P4 七個電極，做為擷取腦電波訊號來源的電

極點，這些電極點如圖 6 所示，A1 及 A2 為參考電極點，G 

 

 

圖 4. 實驗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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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地電極點，其他為本研究所用到之電極點名稱。 

2. 實驗流程 

  此研究實驗流程設計包括：實驗前訓練和正式實驗流程

兩階段，分別說明如下： 

（1）實驗前訓練：在正式實驗之前，先讓受測者做一個流

程（12 次）的訓練，主要目的是讓受測者習慣實驗的

內容，在正式的實驗中，才能獲得比較正確的實驗結

果。 

（2）正式實驗流程：每位參與本研究的受測者，在訓練完

畢後，休息約一分鐘便開始正式的實驗，正式實驗流 

 

 
 

圖 6. 本研究所採用之電極點 

程如下： 

 以螢幕指示給予受測者問題刺激，並指示受測者想

像該問題的答案。 

 每位受測者做六個流程，藉由螢幕出現的問題刺激

來使受測者想像答案，每個問題刺激間隔 12 秒，

其流程如圖 7 所示。當螢幕出現提示實驗開始的信

號時（此時為 0 秒），代表實驗開始，此時螢幕會

出現空白的畫面，讓受測者稍做準備，過了 3 秒後，

會先給予提示音（持續 1 秒），表示螢幕將顯示出，

讓受測者想像答案的問題，受測者想像「是」與

「非」，問題將持續出現在螢幕上 5 秒鐘，受測者

在這 5 秒的時間內，做思考問題的動作，到了第 9

秒時，再給予受測者一次提示音（持續 1 秒），請

受測者預備作答（想像「是」與「非」），想像答

案時間為 2 秒鐘，想像答案時我們告知受測者要連

續且強烈的想像所作答的答案（想像「是」與

「非」），如此每個問題約花 12 秒的時間進行實

驗。 

 每一次的實驗流程，受測者需要回答 12 個問題，

每 3 次流程結束之後，讓受測者做短暫的休息，每

位參與實驗的受測者總共需要做 6 次。 

 

你是男性嗎？ 

 

你喜歡蛇嗎？ 

 

看到牙醫會使你 
感到恐懼嗎？ 

 

你是台北人嗎？ 

 

你喜歡古典音樂嗎？ 

 

你曾擔任家教嗎？ 

 

你有宗教信仰嗎？ 

 

你喜歡貓嗎？ 

 

23＋15＝38？ 

32－19＝11？ 12*8＝86？ 32/4＝8？ 

 

圖 5. 實驗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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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問題指令時序圖 

 

三、腦電波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實驗所蒐集的腦電波資料分析方法，分別從大腦

認知活動資料分析方法和想像辨識資料分析方法，以下分別

說明之。 

（一）大腦認知活動資料分析方法 

  為瞭解先前文獻探討中與認知活動有密切關係的 

Theta（4-8 Hz）與 Alpha（8-12 Hz）兩個頻段能量的分布情

形。首先，我們將受測者在對選擇題問題做思考這段時間的

腦波擷取出來，取樣頻率為 1000 Hz，並對這些擷取出的資

料點做快速傅立葉轉換，同時，轉成各頻段的空間能量分布

圖。 

  接著，我們將選擇題問題中的題型做分類的動作，分析

「數學題型」與「圖形幾何題型」所給予大腦負荷程度的多

寡，將其題目分成負荷較高的題型與負荷較低的題型，並在

上述的兩個頻段上，去做不同題型對大腦認知活動的差異分

析。同時，對受測者在每個題目六次作答的時間加以平均，

以計算出每位受測者在做不同問題時，所花費的時間，然

而，我們發現受測者在做數學問題時所花費的時間均高於思

考圖形幾何問題的時間，其結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所示，

數學問題所給予大腦的負荷度相較於圖形幾何問題是比較

高的。 

（二）想像辨識資料分析方法 

  我們利用是非題來做想像「是」與「非」兩類實驗，辨 

 

表 1. 不同題型題目，受測者所花費的時間 

受測者 數學問題 圖形問題 

E1 66.32 s 23.17 s 

E2 34.62 s 20.14 s 

E3 79.28 s 24.51 s 

E4 28.52 s 14.98 s 

E5 41.29 s 32.33 s 

E6 33.52 s 23.96 s 

E7 27.26 s 21.36 s 

E8 44.89 s 29.40 s 

識所量測到的腦電波資料，首先，把做決策思考的這兩秒分

成 128 個點，接著，將訊號輸出成矩陣的模式，再撰寫程式

來做分析，整體的辨識流程如圖 8 所示。本研究想像辨識資

料的分析方法包括：擷取特徵分析法、線性鑑別分析法以及

最近鄰居法則分類法，以下分別說明。 

1. 擷取特徵分析法 

  本研究將腦電波資料，分別從時域、頻域、空間三方面

進行分析，藉以找出有明顯差異的特徵，來當做分析與辨識

之用。 

  首先，利用腦波量測儀器擷取受測者的一維腦波訊號，

圖 9 為某一位想像「是」的時域腦波波形，圖 10 為想像「非」

的時域腦波波形，在這兩個圖中，發現在 1500 ms 到 1750 ms

之間，想像「是」的腦波波形，表現較為平穩，而在相同時

間區間時，在想像「非」的腦波波形，是比較為活躍。另外，

觀察其他受測者的腦波波形，在時域上，都有同樣上述的現

象，所以，選擇這類腦波波形在時域上的特徵，用來辨識想

像作答「是」與「非」的腦電波。上述特徵現象，也符合在

認知思考的研究文獻中，所發現的時域特徵 [1, 3, 11]，是

一致的。 

  接著，利用 NeuroScan 公司的套裝軟體 NeuroScan 4.3，

使用 Spectrum mapping 指令將時域腦電波轉換成頻率對空

間分佈的頻譜圖，圖 11 為圖 9 轉換後的頻率對空間分佈的

頻譜圖，圖 12 為圖 10 轉換後的頻率對空間分佈的頻譜圖，

在這些頻譜圖上，紅色愈深表示能量愈大，藍色愈深表示能

量愈小。觀察這些頻譜圖，想像「是」之 Delta 波頻譜圖能 

 

 
 

圖 8. 辨識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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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想像答案「是」之時域腦波 

 

 

 
 

圖 10. 想像答案「非」之時域腦波 

 

 
 

圖 11. 想像答案「是」之頻譜圖 

 

量與想像「非」之 Delta 波頻譜圖能量相似，其他 Theta、

Alpha1、Alpha2、Beta1、Beta2 波，其在想像「是」與「非」

之頻譜圖能量也都相似，所以，可以得知，在空間特徵中，

不會因為思考問題的類別或想像的答案（「是」與「非」）

不同而有所差異。另外，觀察其他受測者的頻率對空間分佈

的頻譜圖，得知每位受測者在思考問題時，其頻譜圖能量分 

 
 

圖 12. 想像答案「非」之頻譜圖 

 

佈，會因不同受測者而導致能量分佈的區域不同。 

  經由上述觀察與分析，因為在頻率或是空間中，對於

「是」與「非」兩種不同答案的想像，並沒有明顯差異，可

以拿來當作特徵，進而用來辨識。而在時域腦電波中，想像

「是」與「非」的腦電波差異明顯，所以，利用時域腦電波

來當做特徵，用於辨識想像「是」與「非」的腦電波。  

2. 線性鑑別分析法（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本研究將每秒所擷取的 128 點的資料，當作是 128 個特

徵，接著使用線性鑑別分析法，把資料經由轉換後變得具有

鑑別性，線性鑑別分析法的目的，是要找到一個轉換向量，

經由此轉換向量的運算後，就像是讓一群已經分類完成的資

料點，投影到低維度的空間。因此，希望能將同一類的資料

可以盡量集中，不同類的資料能夠盡量散開。所以，找到這

個最佳的轉換向量，就是線性鑑別分析法的核心。 

  線性鑑別分析法的流程如下： 假設有一個大小為 m×n

的資料集 X，其中有 m 筆資料，每筆資料維度是 n，此資料

集表示法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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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z 表示資料集 X 的 n 個行向量之平均值，其表示法如（3）

式所示， 

 

∑
=

=
n

i
iX

n
z

1
)(1  （3） 

 
假設資料集 X 分成 k 類，每類中有 nj 筆資料，j=1,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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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 表示第 j 類資料行向量的平均值，zj 的表示法如（4）式所

示， 

 

∑
=

=
jn

i
j

j
j iX

n
z

1
)(1  （4） 

 
其中 Xj(i) 為在第 j 類資料中行向量的值。類別內散佈矩陣

（Sw）和類別間散佈矩陣（Sb），分別式子（5）及（6）所

示， 

 

∑
=

−−=
k

j

T
jjjb zzzz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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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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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 是要找一最佳投影：D＝[d1, d2, d3, …, dk-1]，滿足以下

式子： 

 

DSD
DSD

DJ
w

T
b

T

D
maxarg)( =  （7） 

 
上式就是所謂 Fisher 標準函數（fisher criterion function）。

當 J 值最大化的情況下，可得到最佳的轉換向量 D，也就是

說，要能夠使類別間散佈矩陣最大，並且能夠使類別內散佈

矩陣最小，其在物理意義方面，表示同一類別內的資料能夠

盡可能集中，不同類別之間的資料，要能夠盡可能的散開。 

  為了要求最大的 J 值，可使用計算 J 的梯度（gradient）

方法，經推導運算之後可以得知，D 可以由 Sw
-1Sb的特徵向

量來建構，詳細的推導和程式請參考 Jang [8]。所以，在時

域上面所擷取的資料點，再使用線性鑑別分析法之後，可以

讓資料點變得更有鑑別性。 

3. 最近鄰居法則分類法（nearest neighbor rule, NNR） 

  利用最近鄰居法來判斷資料所屬的類別（想像「是」或

想像「非」），當有一大群未分類完成的資料時，只要找出

和訓練資料中最靠近的點，就可以判定這筆資料是屬於這個

點所歸屬的類別。假若有一群已分類的訓練資料 {(x1, y1), 

(x2, y2), …, (xi, yi), …, (xk, yk)}，其中 x 表示特徵向量，y 表示

類別資訊，一筆未知類別的測試資料表示為 xt，依據最近鄰

居法則可得其類別為 yr，其決定方式如式（8）所示： 

 

2minarg ti
i

xxr −= , （8） 

 
也就是說最理想之 r 值會出現在測試資料 xt 與訓練資料 xi

的差異最小的情況下，詳細的說明和程式請參考 Jang [8]。 

4. 一次一個辨識率（leave one out, LOO） 

  最後，用一次一個辨識率的方法，計算分類的辨識結

果。一次一個辨識率是一種用來測試分類器效能的方法，其

中每個測試的資料都沒有參與分類器的訓練，是一種相當準

確且公正的估測方式，其方法是將一群資料中取一筆資料出

來做為測試資料，而其它的資料就用來訓練分類器，如此可

得出一個辨識率的結果，按此方式，一次把一筆資料做為測

試資料，而其它部份當做訓練資料，最後再把所有的辨識率

結果加起來平均，就可得到由一次一個辨識率法所得的辨識

結果，詳細的說明和程式請參考 Jang [8]。 

 

四、實驗結果與討論 

  大腦認知活動的實驗中，我們是分析開始思考問題期間

的腦波，也就是說在以智力測驗「數學題型」與「圖形幾何

題型」為主的選擇題實驗中，我們是紀錄整段思考的時間，

先去除眼動雜訊之後，再設定 1000 Hz 為取樣頻率的方式來

做分段，並將分段好的資料矩陣做分析及討論。 

  想像辨識的實驗中，我們則是擷取在是非題實驗中，想

像答案「是」與「非」那兩秒鐘的資料，也就是想像答案的

提示音響起後的 2000 ms 訊號擷取出來，將資料轉換成時域

的特徵，並結合線性鑑別分析法與最近鄰居法，將資料做處

理和分類的動作。 

  所使用之腦電波量測硬體包括 NeuroScan 公司生產的

電極帽（30 個電極）和「NuAmps」40 通道腦電波放大器，

軟體包括使用 NeuroScan 公司的套裝軟體 NeuroScan 4.3 和

Matlab 7.0。NeuroScan 4.3 可以在電腦銀幕上顯示量測到的

腦電波，並將資料以 .cnt 檔存在硬碟中，以及進行去眼動

雜訊、濾波、頻譜轉換等訊號處理動作。特徵擷取與分類演

算法，是以 Matlab 7.0 版的程式語言來實現。 

（一）實驗的設定與步驟 

1. 量測腦波時，設定的 sampling rate 為 1000 Hz，一次想像

『是』與『非』測試為時 12 秒，然後重覆測試。 

2. NeuroScan 4.3 有 ocular artifacts reduction 的功能，可以指

定去除眼動訊號。 

3. 以某受測者「育才」為例，量測時間為 988 秒，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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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2 次想像『是』與『非』的測試。 

4. 接下來的訊號處理，本研究僅擷取受刺激後，兩秒鐘內

所記錄的腦電波資料做後續處理，也就是一次想像『是』

與『非』測試中，4 到 6 秒之間的腦電波資料，          

其他 10 秒的資料，可以透過 NeuroScan 4.3 中 Reject Area

的功能消除掉。 

5. 由於 sampling rate 為 1000 Hz，所以，兩秒內總共取    

2000 個點，透過 down sampling 的動作降為 128 個點，

以此 128 點當作特徵，接著，利用線性鑑別分析法和最

近鄰居法則來分類與辨識。 

6. 線性鑑別分析法的輸入矩陣為一個列數 82、行數 128 的

矩陣，也就是 82 次想像動作，一次取 128 個特徵點，矩

陣內數值為電壓值。 

7. NeuroScan 4.3 可以單獨取一個電極點的腦電波紀錄，所

以，一個矩陣代表一個電極作 82 次想像『是』與『非』

的腦電波資料。 

8. 根據 Jang [8] 所提供的最近鄰居法則，可以做一次得到

一次的辨識率，於是針對 7 個電極點作各自的辨識率，

或是結合辨識率前 3 高的電極點，將其矩陣內元素先作

平均，再作線性鑑別分析法和最近鄰居法則。結果發現

結合 C3、C4、F3 電極所得到的辨識率為 99.91%。 

（二）大腦認知實驗結果 

  我們將擷取到的腦波訊號，經過快速傅立葉轉換並平均

後，轉成各頻段的空間分佈的頻譜圖，圖中的紅色成分越多

代表能量越高，藍色成分越多則代表能量越低，再根據各頻

段來分析空間中能量的差異。在本研究中，針對最近在認知

研究文獻中  [5] ，被較重視的 Theta （ 4-8 Hz ）和        

Alpha（8-12 Hz）這兩個頻段，分別做分析和討論。 

  在 Theta 頻段中，我們可以發現每位受測者在思考問題

時，腦部活躍的部位不盡相同，受測者一、受測者二、受測

者三與受測者六思考題目時，能量多集中在前額處，而受測

者四、受測者五、受測者七及受測者八思考問題時，能量活

躍的部分則比較廣泛，由前額葉延伸至頂葉，受測者五腦波

能量活動範圍甚至已經延伸到枕葉附近，然而，8 位受測者

都不會因為思考的問題不同，在腦波活躍部位空間的分佈上

有所改變。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8 位受測者，在思考花費時

間較長的「數學題型」問題時，其腦波能量會比在思考時間

花費較短的「圖形幾何題型」題目來的大，而且 8 位受測者

的 Theta 波，在思考「數學題型」問題時，腦波活躍的範圍，

也比思考「圖形幾何題型」題目的範圍更大，8 位受測者的

Theta 頻段結果如圖 13 所示。在進一步的分析及探討中，我

們將資料做快速傅立葉轉換後，求出每位受測者對於想像不

同題型問題時，在 Theta 頻段的平均能量，更清楚的作確認

和比較，其中兩種題型在 Theta 頻段的能量比較，如圖 13

所示。 

  為進一步分析和探討，我們將資料做快速傅利葉轉換，

求出每位受測者回答不同題型時，在 Theta 頻段的能量平均

後，更能清楚的做確認與比較，如圖 14 所示。從圖 14 可以

發現在 Theta 頻段，每位受測者在思考數學題型時，其平均

能量均大於思考圖形幾何問題時的平均能量。 

  在 Alpha 頻段中，可以發現在思考問題時，每位受測者

腦部能量活躍的部分是有差異存在的，受測者一、受測者

四、受測者五、受測者六與受測者八在做問題思考時，腦部

活躍的範圍屬於較靠近前額葉的部分，而受測者二和受測者

七思考問題時的能量則是聚集在頂葉與枕葉之間，另外，受

測者三思考問題時的能量則是較大範圍的分佈。此外，我們

也發現 8 位受測者產生了一致性的現象，此現象卻與上述的

Theta 頻段正好相反，8 位受測者在思考花費時間較長的「數

學問題」時，腦波能量會比在思考時間花費較少的「圖形幾

何題目」時反而來的低，而且在思考花費時間較長的「數學

問題」時，Alpha 頻段在大腦活躍的範圍，也比花費時間較

少的「圖形幾何題目」的範圍變得更小。Alpha 頻段為心情

平靜使腦部呈現放鬆狀態時才會活躍的頻段，許多學者也認

為在 Alpha 頻段活躍時，進行學習會有較佳的效果，而實驗

中數學問題所花費的時間較長，給予腦部的負荷也較大，

Alpha 波也因而較為收斂。與之前所提到，對 Alpha 頻段作

研究的文獻中所指出，較輕鬆的相對性思考在 Alpha 頻段的

能量會比負荷較高的絕對性思考來的大且活躍的結果互相

呼應 [10]。本研究 8 位受測者之 Alpha 頻段結果如圖 15 所

示。 

  同樣的，將資料經過快速傅立葉轉換再做 Alpha 頻段上

能量差異的比較，求出每位受測者在做兩種題型問題時，其

Alpha 頻段的能量平均做確認及比較，其結果如圖 16 所示。 

  在圖 16 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當 8 位受測者在思考負

荷較低的「圖形幾何題目」時，其在 Alpha 頻段上腦電波能

量的平均值，都是大於思考花費時間較長、負荷較高的「數

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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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a 數學問題 圖形幾何問題 Theta 數學問題 圖形幾何問題 

受測者 1 

 

受測者 2

 

受測者 3 

 

受測者 4

 

受測者 5 

 

受測者 6

 

受測者 7 

 

受測者 8

 
 

圖 13. 受測者在選擇題實驗中數學問題與圖形幾何問題 Theta 頻段能量圖 

 

 
 

圖 14. 受測者思考數學問題與圖形幾何問題 Theta 頻段能量比較情形 

 

（三）想像辨識實驗結果 

  將 8 位受測者的腦電波訊號，經由去除眼動雜訊和濾

波、時域特徵擷取與線性鑑別分析法的分析後，使用最近鄰

居法來做分類，接著，使用一次一個辨識率的方法，計算出

每位受測者的辨識率和全部受測者的平均辨識率，實驗中先

以七個電極當特徵，所以每一次的想像都會有七個特徵，將

每個特徵點做辨識，其結果如表 2 所示。從表 2 可以發現，

結合上述這些方法可以成功的辨識「是」與「非」兩類決策

的想像腦電波訊號，並獲得 99.6% 的高辨識率結果。 

  因特徵運算量隨電極數增加而增加，本研究將電極數減

少以降低運算量，首先，將七個電極獨立分析其辨識率，並

依辨識率由高至低來做組合，表 3 為七個電極各自的辨識率

及排名，目的在找出較少的電極數量又能有高的辨識率。 

  從表 3 的七個電極中，我們先選擇辨識率前二名的電極

來做組合以觀察其辨識率，若辨識力不足，則再選擇加入辨

識率第三高的電極，依此類推。在表 4 的組合中，我們可以

發現由 C4+F3+C3 三個電極的組合，不但可以減少電極的數

量，其辨識率 99.9% 還高於原來七個電極組合所產生的

99.6% 辨識率。 

  將本研究與 Phothisonothai 與 Nakagawa [13] 團隊做比

較，可以發現，本研究除了將 Phothisonothai 團隊所用的 15

個電極的數量減少至三個電極外，更大幅提高了辨識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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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有受測者的辨識結果 

受測者 
正確數/ 
辨識次數 

辨識率 
平均 

辨識率 

受測者 1 434/434 100.00% 
受測者 2 343/343 100.00% 
受測者 3 412/413 99.76% 
受測者 4 399/399 100.00% 
受測者 5 441/441 100.00% 
受測者 6 370/378 97.88% 
受測者 7 423/423 100.00% 
受測者 8 349/351 99.43% 

99.63% 

 

 

表 3. 七個電極各自的辨識率及排名 

電極位置 辨識率 排名 

C4 84.63 % 1 

F3 84.18 % 2 

C3 83.12 % 3 

CZ 82.47 % 4 

P4 81.69 % 5 

T3 81.33 % 6 

T4 76.13 % 7 
 

 

 

Theta 數學問題 圖形幾何問題 Theta 數學問題 圖形幾何問題 

受測者 1 

 

受測者 2

 

受測者 3 

 

受測者 4

 

受測者 5 

 

受測者 6

 

受測者 7 

 

受測者 8

 
 

圖 15. 受測者在選擇題實驗中數學問題與圖形幾何問題 Alpha 頻段能量圖 

 

 
 

圖 16. 受測者思考數學問題與圖形幾何問題 Alpha 頻段能量比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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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電極組合與辨識率 

C4+F3 C4+F3+C3 ALL 

90.66% 99.91% 99.63% 
 

80.15% 提高至 99.91%），與先前其他同樣做辨識的Kamousi 

等人[9]、Guger 等人 [7] 比較，除了電極數量減少降低了運

算量外，在辨識率上面，也有非常大的改進，本研究與其他

研究團隊，實驗結果的比較，如表 5 所示。 

 

五、結論與建議 

  歸納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依據研究目的與實驗結果分析，本研究之結論如下： 

1. 選擇題答題之腦電波分析，存在明顯且一致性的差異 

  藉由「數學問題」與「圖形幾何問題」兩種不同類型的

選擇題實驗，進行大腦認知的腦電波頻段分析，發現存在明

顯且一致性的差異。發現思考時間花費較多的問題，其在

Theta 頻段能量的強度和腦波活躍範圍的廣度，均大於花費

思考時間較少的題目，因而推測 Theta 頻段的能量及活躍的

範圍與大腦做認知思考時所受的負荷成正比。而在    

Alpha 頻段則出現了相反的結果，花費較長思考時間的題目

反而出現較小的 Alpha 頻段能量及較小的腦波活躍範圍，亦

即 Alpha 頻段的能量及活躍的範圍與大腦做認知思考時所

受的負荷成反比。此一研究結果，與先前許多對 Alpha 頻段

研究的文獻，所提出的大腦在較輕鬆且平靜的情況下，會有

較高的 Alpha 波能量與較廣大的活躍範圍 [10] 這樣的理論

不謀而合。 

2. 是非題答題之腦電波辨識，運用三個電極組合即可有效

提高辨識率 

  針對腦電波訊號的不穩定性及缺乏鑑別性的現象，本研

究擷取時域方面的特徵及運用線性鑑別分析法建立一套有

效率的系統，經由實驗設計，得到量測數據，利用線性鑑別 

 

表 5. 本研究與其他團隊研究結果之比較 

作者 分析方法 想像目標 辨識率 

Guger [7] RlS, BP 右手動、腳 60-80% 

Kamousi [9] ICA 左手、右手 80% 

Phothisonothai [13] SCED 是與否 80.15% 

本研究 LDA+NNR 是與否 99.91% 
 

分析法可以讓腦電波資料變得具有鑑別性，最後，經由最近

鄰居法則做分類，可以得到 99% 以上的平均辨識率。由想

像辨識的實驗結果得知，運用發現時域上的特徵及線性鑑別

分析法來處理想像「是」與「非」的腦電波訊號，可以有效

辨識「是」與「非」兩種想像動作，而且 8 位受測者僅在

C4、F3 及 C3 三個電極的組合下，其平均辨識率即可達到

99.91%。 

（二）建議 

  對於大腦人機介面的系統來說，99% 的辨識率是極佳

的表現，如此的表現對於後端的控制，便能夠發揮優良的穩

定性及操控性。未來研究可朝向將此系統和大腦人機介面系

統後端（機器人、輪椅等）做連結，進而造福許多行動不方

便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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