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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論 

本研究利用大鼠舔飲不同濃度的蔗糖液之行為模式，以兩個實驗探討

預期性對比效果的神經行為機制。本研究實驗一以 0.5 分鐘、2 分鐘以及 6

分鐘三個不同的糖液間距引發的預期對比效果，從當中選取可有效形成預

期性對比效果的 0.5 分鐘為實驗二糖液間距的依據。在建立本研究的基本

行為模式後，實驗二分別以興奮性神經毒素破壞 NACc、OFC 以及 BLA

等三個神經區域。結果顯示 BLA 破壞不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而

NACc 以及 OFC 的破壞使受試無法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 

本研究的實驗一結果與過去的研究報導相似(Flaherty 等, 1994)，即控

制組受試在舔飲第一管(4%)與第二管(4%)濃度皆相同之蔗糖液的表現，會

隨著實驗訓練天數而穩定增加；相反的，實驗組的受試在第一管(4%)低濃

度蔗糖液結束之後接續獲得濃度相對高的第二管(32%)蔗糖液，該受試舔

飲第一管表現會隨訓練天數的增加而先增後減。以上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受

試在第一管舔飲表現的差異，即所謂的預期性對比效果。另外，本研究的

結果確認先前研究的實驗中，兩糖液呈現的間隔時間是影響預期性對比的

一個重要因素(Flaherty & Checke, 1982)。本研究以兩管蔗糖溶液配對出現

的預期性對比作業發現 0.5 分鐘的刺激間距可以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若

時距調增至 2 分鐘或 6 分鐘則無法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此結果顯示預期

性對比效果的形成與否和刺激間距的長短有關。過去同樣以兩管蔗糖液為

所操弄的酬賞物，以2%或4%為第一管，以32%為第二管配對的研究顯示，

在 0、1、15 與 60 秒的刺激間距情境下，受試可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Flaherty

等, 1991；Flaherty & Rowan, 1985, 1988；Gilbert & Kesner, 2002；Kesner & 

Gilbert, 2007)，而在 5 分鐘的刺激間距操弄下，受試則無法習得預期性對

比效果(Flaherty 等, 1991)。就上述整體的結果而言，以兩管蔗糖液配對的

實驗中，一分鐘以內的刺激間距均可使受試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兩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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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者則否。這結果說明了兩管蔗糖液間距在一分鐘之內，可使受試較輕

易比較或記得兩管蔗糖液之間的差別，或是使受試較願意等待較偏好的高

濃度蔗糖液的出現而減少當前較低濃度蔗糖液的舔飲；相反的，當兩管蔗

糖液間隔超過 2 分鐘，受試便較難比較或記得其間的差別，或是因不願等

待而增加當前低濃度蔗糖液的舔飲。 

除了呈現第一管之舔飲表現之外，本研究與過去一般探討預期性對比

效果文獻之不同在於也分析並探討第二管之舔飲表現。於上述實驗一與實

驗二的結果顯示，各種實驗操弄下的控制組(4%-4%)，其對第一管與第二

管之舔飲表現皆相同。不過與其相對應之實驗組(4%-32%)受試對先後兩管

不同濃度蔗糖液的舔飲表現則會隨操弄情境不同而不同。在實驗一刺激間

距為 2 分鐘與 6 分鐘的情境之下，受試雖然沒有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不

過於 2 分鐘刺激間距之下，實驗組受試對第二管高濃度糖液之舔飲量，確

有顯著高於其舔飲第一管低濃度蔗糖液之舔飲量，此結果與在 0.5 分鐘刺

激間距(可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下之實驗組表現相似。不過於 6 分鐘刺激

間距下之實驗組對第一管與第二管蔗糖液的舔飲表現則未達顯著差異。此

現象可能與刺激間距增長有關，亦即在 6 分鐘刺激間距情境下之實驗組受

試，在舔飲足量的 4%第一管低濃度蔗糖液之後，有足夠時間(6 分鐘)消化，

使其有足夠胃納量容納接續的 32%高濃度蔗糖液，使該組受試可充分舔飲

兩管不同濃度的蔗糖液。從本研究針對第二管蔗糖液舔飲量的分析，顯示

它對形成預期性對比效亦是一項關鍵的因素。這項分析在過去相關文獻中

鮮少被報導，其重要性亦未曾被重視，實值得於未來的研究中納入考量。

就行為分析而言，局部的微觀(如第一管舔飲)與整體的巨觀(如同時納入本

作業第一管及第二管資料)之分析都是重要的。 

另外如第一章所提到，以無熱量但有甜味的糖精液與有熱量有甜味的

蔗糖液先後配對的研究發現，可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之刺激間距最長可達

32 分鐘(Lucas 等, 1988)，而在 32 分鐘之內的對比效果會隨刺激間距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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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而逐漸減弱(Flaherty & Ckecke, 1982)。此現象與以兩管蔗糖液配對的對

比效果相似，即刺激間距增長會使預期性對比的程度減弱或消失。不過與

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相較，以兩管蔗糖液配對建立預期性對比效果所需的

刺激間距，遠短於糖精液與蔗糖液的配對情境。可能的原因為參與預期性

對比作業的大鼠受試大都處於食物部份剝奪的狀態，4%蔗糖液可能因含有

熱量並可產生飽足感，對大鼠受試可形成較大的誘因，使受試無法等待較

長的刺激間距(如本實驗的 2 分鐘與 6 分鐘)以獲得較高濃度的蔗糖液，相

反的，無熱量的第一管糖精液則因誘因較小，使受試在較長的刺激間距之

下仍可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 

其它的研究(Flaherty 等, 1991)顯示，自由進食的大鼠受試在接受兩管

蔗糖液配的情境中，5 分鐘的刺激間距可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但剝奪食

物的大鼠受試則否，此顯示食物剝奪與否會影響在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中

的刺激間距的長短。上述包含本實驗的研究結果顯示，形成預期性對比效

果的刺激間距，除取決於其本身時間的長短之外，與糖液的本質也有密切

關係，亦即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形成的因素中，刺激間距的長短與糖液本

身是否含有熱量可能存有共變的關係。 

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被認為是一個多階段的歷程(Flaherty, 1996; 

Schroy 等, 2005)，也就是受試並非只在經歷過低與高濃度甜液的酬賞價值

差異之後就可表現出對比行為，而是需要 (1)對先後兩糖液有適當的偵測

與反應，(2)連結第一管與第二管糖液，(3)當第一管糖液出現時，可引起第

二管較高酬賞價值糖液的記憶，(4)舔飲第一管糖液時，將其價值與記憶中

預期即將得到的高濃度糖水價值做比較，(5)在酬賞價值比較的歷程之後，

即減少舔飲第一管糖液，並等待後續較高酬賞價值的糖液出現。在各階段

中，均有不同的參數或變項會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諸如兩管糖液

間價值的差異、兩管糖液分別呈現的時間長短，以及兩管糖液之間相隔的

間距長短等。本研究實驗一的結果顯示，預期性對比效果確實存在於 0.5



‐ 33 ‐ 
 

分鐘刺激間距的情境中，不過當此間距增長至 2 分鐘或 6 分鐘，對比效果

便無法形成。由於受試在味覺區辨作業中，皆可清楚分辨並偏好較高濃度

的32%蔗糖液，因此刺激間距為2分鐘與6分鐘之受試無法形成對比效果，

應與前述第一點無關，而可能的原因為第二點至第五點，亦即無法在較長

的刺激間距中，對兩酬賞物的相對價值形成適當的記憶與預期(Gilbert & 

Kesner, 2002)，或無法等待較長的刺激間距以獲得高酬賞，並減少與抑制

第一管糖液的舔飲(Flaherty 等, 1991)。 

就記憶的觀點而言，由於預期性對比作業中，受試一天只接受一次兩

管糖液的配對，當受試在舔飲第一管低濃度糖液時，依據的是前一天於此

情境中的經驗與記憶，並於當下喚起對第二管較高濃度糖液的記憶，而表

現出降低第一管糖液舔飲量的行為表現。Kesner 與 Gilbert (2007)便認為預

期性對比效果之所以形成，與這種經多日訓練所形成的長久記憶，即參照

記憶 (reference memory)有關。 

此外，就等待與抑制的觀點而言，本研究所關注的刺激間距的長短，

與酬賞物價值的延宕折扣(delay discounting)的歷程類似。延宕折扣的歷程

認為，酬賞物會隨著給予時間的延遲，而降低其在受試“心中”的價值。在

預期性對比效果中，實驗組第二管 32%蔗糖液的價值會隨著刺激間距的增

長而降低。以本實驗的結果來看，第二管 32%蔗糖液在 0.5 分鐘的刺激間

距情境下，在受試心中仍保有足夠的價值，使其可減少舔飲第一管 4%低

濃度蔗糖液，並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不過在 2 分鐘或 6 分鐘的刺激間距

下，32%高濃度蔗糖液的價值可能因為延遲時間太長而大打折扣，使受試

無法為了獲得較高濃度的蔗糖液而等待如此長的時間，以降低原先抑制對

第一管低濃度蔗糖液的舔飲表現，導致預期性對比效果無法形成。在自我

控制(self-control)或衝動選擇(impulsive choice)的研究(Cardinal, 2006；Ho, 

Mobini, Chiang, Bradshaw, & Szabadi, 1999)中，即以操弄酬賞物延遲給予為

其主題。此類研究是讓大鼠受試於操作式制約箱中，以操作式制約行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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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取小而立即酬賞的壓桿或是大而延宕酬賞的壓桿，其強調受試須於小

而立即或大而延宕的酬賞之間做選擇。當大酬賞的延宕時間在一定時限內，

受試會傾向選擇該延宕的大酬賞，但當延宕時間增長，受試則轉趨增加選

擇低而立即酬賞的次數。預期性對比作業與此類作業在受試的訓練程序及

作業本質雖有相異之處(前者屬一般的吃食行為，後者為操作制約反應)。

不過兩種作業的行為內涵也有相似之處，如較高價值的酬賞物都會隨時間

的延遲而降低，使受試轉而增加選擇小而立即酬賞物的次數。因此，Flaherty 

(1996)認為預期性對比效果中所涉及“自主性等待”的心理層面的意涵，與

自我控制或衝動選擇行為似乎有相似之處，也就是受試在可接受的時間範

圍內，控制或減少選擇小酬賞物的反應，以等待後續較大酬賞物的出現。 

其他探討引發吃食行為的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原因，在過去文獻中認為

可能與愉悅的去價值以及抑制兩種歷程有關。關於與愉悅的去價值歷程的

相關研究，Flaherty 等(1995)以組內的實驗設計進行相關驗證。受試分別多

次經驗控制情境(低-低糖液配對)與對比實驗情境(低-高糖液配對)的訓練，

並在每次訓練過程中，讓控制情境的第一管與對比實驗情境的第一管糖液

分別和紅色與黃色視覺刺激配對。於訓練後期，受試在對比實驗情境程序

下對第一管糖液的舔飲表現，會低於本身在控制情境之下對第一管糖液的

舔飲表現，亦即受試在對比實驗情境程序之下已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他

們假設，若愉悅的去價值歷程參與在預期性對比作業中，於後測同時呈現

兩管低濃度糖液以及與兩個程序配對的兩種視覺顏色刺激，受試舔飲對比

實驗情境程序的低濃度糖液的表現會低於控制情境程序者。實驗結果顯示

受試於實驗組程序中舔飲低濃度糖液的表現，顯著高於控制組程序者，該

作者便認為愉悅去價值的假設無法作為完全解釋預期性對比效果之所以

發生的機制。不過以單一的研究結果便否定去價值的假設似乎稍嫌簡略，

應可藉由其他方式再行檢驗，例如對高濃度糖液進行鋰鹽去價值程序。 

另一個可能與預期性對比效果有關的抑制歷程，來自於心理藥理學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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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行為抑制歷程的實驗結果。作用在 GABA 受體的抗焦慮劑藥物，特別是

benzodiazepines 類的 chlordiazepoxide、midazolam 及 flurazepam，在臨床上

具有抗焦慮、肌肉鬆弛以及鎮靜效果，可在受試已習慣舔飲高濃度蔗糖液

之後，減緩其突然遭逢濃度遽降的連續性負向對比效果(Flaherty等, 1990)。

雖然抗焦慮藥有效減緩連續性負向對比效果，不過這類藥物對已形成的預

期性對比效果沒有影響。另外俱有減緩抑制及克制衝動控制有關的血清素

(serotonin, 5-HT)系統的抗焦慮藥物，同樣對已建立的預期性對比效果沒有

影響(Flaherty 等, 1994)。Flaherty (1996)認為 GABA 或 5-TH 類藥物在傳統

心理藥理學的焦慮行為動物模式上，所涉及的抗衝突與去焦慮的效果，可

能於概念及行為內涵上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自發性的抑制或“等待”高酬賞

物來臨有所不同，未來的研究頗值得從其他角度再探討此一問題。此外，

上述研究均以週邊注射觀察藥物對已習得的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影響，然而

對其習得歷程迄今尚未曾被探討。 

一般而言，行為(含預期性對比)功能係源自整個大腦中的特定結構，

而大腦組織結構異質且分階層管控功能。上述研究藉由週邊注射藥物探討

預期性對比效果的神經藥理機制，雖尚未有較明確的結果，吾等仍可以由

操弄大腦破壞來探討之。本研究的實驗二以興奮性神經毒素破壞三個腦區

的結果顯示， NACc 或 OFC 損傷後會致使預期性對比效果無法建立，然

而破壞 BLA 則未產生前述之影響效果。此結果顯示 NACc 與 OFC 確實與

習得此對比效果有關。在味覺區辨作業的測試資料中更進一步顯示，此兩

腦區受損後的受試仍可清楚分辨兩糖液的差異，顯示其保有正常的味覺區

辨能力。由此推知本研究的 NACc 與 OFC 受損的受試無法表現預期性對

比效果，並非由於味覺系統對不同濃度蔗糖液的區辨能力受損所致，而是

與本研究所關心的預期性對比歷程有關。 

在人、靈長類或是鼠類動物身上，NACc 一直被認為與個體獲得酬賞

物的預期有關(Bjork, Knutson, Fong, Caggiano, Bennett, & Homm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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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well & Schultz, 2003；Miyazaki 等, 1998)，這些研究均顯示受試接收

到一訊息或執行一特定反應至酬賞物出現的一段延遲間隔時距中，可以伸

入腦部的微電極測得 NACc 之特定神經活化，此神經活化被認為是與受試

對酬賞物的預期有關。NACc核區受損的大鼠受試在酬賞延宕選擇作業中，

會傾向選擇小而立即給予的酬賞物，而不願意等待一段延遲以獲得大量的

酬賞(Cardinal 等, 2001)，此結果被認為是 NACc 受破壞受試的預期或等待

延遲酬賞物出現的能力受損所致。本研究的 NACc 破壞的實驗組(4%-32%)

受試比假破壞的實驗組受試增加對第一管低濃度糖液的舔飲量，顯示此腦

區被破壞的受試無法形成預期性對比。這兩個研究之間有一相似點在於，

NACc 損傷的受試均增加了其對原本較不偏好的酬賞物之選擇表現。基於

“等待” 或“抑制”是預期性對比效果之所以形成的重要歷程 Flaherty (1996)，

這個推論與酬賞物延宕選擇作業等相關研究所提出的觀點相似，亦即

NACc 損傷是導致受試的抑制能力較差，因而不願等待較偏好的酬賞物的

來臨。本研究在 NACc 操弄上所看到對預期性對比效果習得的影響，與

Leszczuk 與 Flaherty (2000)的結果相異，該研究以較不尋常的不對等的 3

分鐘與 5 分鐘糖液呈現時間操弄，讓受試分別舔飲 4%與 32%蔗糖液，此

舉的第二管高濃度蔗糖液呈現時間較長，很可能增強了預期性對比效果的

程度(Flaherty等, 1996)，使其依核破壞受試仍有能力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

而就本研究實驗一的結果顯示，以兩管蔗糖液配對的預期性對比作業，對

於糖液呈現間距長短相當敏感，該研究的 15 秒刺激間距遠短於本研究實

驗一可有效建立對比效果的 0.5 分鐘，由於刺激間距增長會降低甚至消除

預期性對比效果，反之則會有助於促進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由該研究

所操弄的兩個會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形成與否的重要參數中，較長的第二

管呈現時間以及 15 秒的刺激間距同時作用，可能對促進預期性對比的程

度均有所助益，甚至有加乘作用，進而使其破壞依核的操弄看不到效果。

就以上本研究與 Leszczuk 與 Flaherty (2000)之研究結果差異而言，N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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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壞是否對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習得造成減抑之影響效果，與該行為實驗

設定的相關參數有關，至少包括此處所探討的兩糖液呈現之刺激間距長短

以及兩糖液呈現之時間長。 

本研究的實驗二中，與 NACc 破壞後造成相似影響效果的還有 OFC

破壞，即減抑預期對比效果的習得。OFC 一直被認為在酬賞物的預期及相

對酬賞價值評估歷程中扮演重要角色(Holland & Gallagher, 2004；Roesch, 

Taylor, & Schoenbaum, 2006；Rolls, 2000；Schoenbaum, Setlow, Saddoris, & 

Gallagher, 2003；Tremblay & Schultz, 1999)。OFC 被破壞的受試會影響其

在刺激與酬賞的連結學習過程中，於連結規則改變後，仍會對已不再受增

強的訊息刺激做反應(Bohn, Giertler, & Haubert, 2003)。另外的研究發現

OFC 被破壞的大鼠受試在連結學習建立，並經過酬賞物進行鋰鹽去價值

(devalued)的程序後，仍會對制約刺激產生制約反應(Gallagher, McMahan, & 

Schoenbaum, 1999)。這些研究結果顯示，OFC 損傷的受試無法正常使用當

前環境中刺激之間的連結訊息，表現適當的預期行為以引導合宜的行為表

現。Schoenbaum, Setlow & Ramus (2003)亦認為，刺激間連結的結果，其誘

因價值(incentive value)會表徵於 OFC，並參與執行與計畫等目標導向性行

為(goal-directed behavior)。本研究所破壞 OFC 的位置，在過去的研究中被

認為與酬賞延宕選擇作業有關(Mobini 等, 2002)。破壞此區域後的受試對延

遲給予的酬賞物較為敏感，並傾向表現出選擇小而立即的酬賞，而非大而

延宕酬賞的衝動選擇行為。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 OFC 被破壞的

大鼠受試之所以無法表現出預期性對比效果，可能與對酬賞刺激預期或等

待的能力受損有關，使受試無法引導其行為降低對第一管低濃度糖液的舔

飲表現，因此無法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 

Kesner 與 Gilbert (2007)的研究顯示，破壞大鼠受試的 agranular insular 

cortex (AIC)後發現無法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AIC 被認為是 OFC 的一部

分，解剖位置較偏外側皮質(dorsal and ventral agranular insular cortex)，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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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破壞區域(lateral and ventrolateral orbital regions)較偏內側但與之相

鄰(如圖十一)。一般認為此 OFC 的兩部分均接受來自味覺視丘(gustatory 

thalamus)傳入的味覺訊息(Ongur & Price, 2000)，且與 BLA 之間有交互的

神經網路連結，並有神經投射至 NACc。Kesner 與 Gilbert (2007)認為 AIC

與參照記憶 (reference memory)有關，受試於 AIC 受損後無法形成預期性

對比效果，可能是受試在記憶系統中，無法對先後兩管糖液產生適當規則，

因此在舔飲到第一管糖液時，沒辦法預期後續將發生的事。本研究所破壞

的 OFC 次級區域與 Kesner 與 Gilbert (2007)所破壞的 AIC 各屬於 OFC 兩大

次級解剖區，相關研究認為與行為功能的異質性有關。雖然上述的預期性

對比測試在破壞操弄得到相類似的影響結果，這仍可以反映同一腦區的次

級區域共同參與同一作業，但可能涉及不同行為歷程或內涵，不過各別所

扮演的確切角色仍需要更進實驗來檢驗。 

-------------------------------- 
圖十一置於此 

-------------------------------- 

一項以人類為受試的牌局遊戲(Iowa gambling task)之研究顯示，OFC

受傷的病人無法藉由在牌局中經驗的累積，避免在後續牌局中減少高風險

的選牌行為，使其時常受到重大的懲罰(輸錢)。這樣的表現表示損傷 OFC

會使受試無法將行為的選擇與結果之間的連結訊息，整合到記憶系統以利

後續使用(Bechara, Damasio, Tranel, & Damasio, 1997)。此類神經心理學的

研究與上述 OFC 破壞的動物實驗可看出，OFC 的整體功能應與指導個體

目標導向性的行為有關，其中涉及了預期行為的表現、策略行為的制訂或

酬賞刺激的價值評估等較高層級的認知能力。實驗動物習得預期性對比效

果亦與這些能力有關，這樣的動物行為模式顯然可以反映動物所具有的認

知能力(animal cognition)。 

本研究操弄的三個腦區中，BLA 破壞是唯一沒有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

的操弄。BLA 被認為與預期性對比行為有關，乃是其本身參與刺激間的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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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過程。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被認為是受試藉由兩管糖液之間的連結，

使其在舔飲第一管糖液時，即可穩定的連結後續高濃度糖液的出現(Schroy

等, 2005)。不過本實驗結果顯示 BLA 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無關，此負

面結果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是與預期性對比作業中的甜液擔任連結刺激

的適切度有關，先後出現的兩管蔗糖液本身均俱有酬賞價值並可單獨引發

愉悅感，兩酬賞刺激之間的連結歷程，與一般所知古典式制約的中性刺激

與酬賞刺激間的連結歷程可能有所不同。BLA 參與後者連結學習的過程，

但可能與前者的連結歷程無關，因此 BLA 被破壞的大鼠受試與假破壞的

受試一樣均可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第二個原因可能如 Gilbert 與 Kesner 

(2002)的研究結果，其實驗中杏仁體損傷的大鼠受試在 2%-32%蔗糖液配對

情境下，可以表現出預期性對比效果，不過當糖液配對轉換成濃度為

2%-16%時，對比效果便消失，而假破壞組受試持續表現預期性對比效果。

最後於 2%-8%蔗糖液配對情境中，BLA 被破壞的受試與假破壞的受試均

無法表現預期性對比效果。他們認為在 2%-8%的情境中，由於蔗糖液濃度

差異太小，連假破壞的大鼠受試都無法表現對比效果，顯示此情境並無助

於受試形成預期性對比。反之，由於 2%-32%蔗糖液之間落差甚大，可能

除了杏仁體之外，還有其他神經腦區參與，即使杏仁體受損，受試依舊可

以預期性的分辨前後兩管糖液的差別。於 2%-16%糖液配對時，因為杏仁

體所參與的酬賞價值短暫儲存記憶受損，使受試無法分辨前後兩管的差別，

導致預期性對比效果消失。Gilbert 與 Kesner (2002)認為，杏仁體可能有限

度的參與酬賞價值的比較，即在酬賞價值差異的一特定閾值(threshold)內，

需要杏仁體的參與，一旦差異大於此閾值便不完全由杏仁體控制，而這閾

值可能介於 2%-16%與 2%-32%間的差異。由第二點來看，單就本研究目

前的結果，不應立刻排除 BLA 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關係，可能是 BLA 參

與程度上的差別，使本研究無法看出 BLA 損傷後對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

的影響。 



‐ 40 ‐ 
 

BLA 與 OFC 之間神經網路相互投射，關係緊密，在連結學習與酬賞

物相對價值的評估與預期佔有很重要角色。OFC 與 BLA 均各別有訊息送

至 NACc(如圖十二)，NACc 被認為是認知決策或動機情緒系統到動作輸出

系統之間的一個處理界面。認知決策的訊息來自 OFC 以及前額業皮質

(prefrontal cortex)，動機與情緒的訊息來自包括杏仁體的臨邊系統(limbic 

system)。在本研究所採用的吃食行為的預期性對比作業中，味覺刺激從中

腦的味覺系統向上傳遞，經過味覺視丘後的味覺訊息分別觸動各個大腦相

關神經區域。若此系統的味覺視丘受損後，受試因味覺比較能力喪失無法

表現出預期性對比效果(Reilly 等, 2004；Schroy 等, 2005)。杏仁體的損傷僅

在特定情境之下會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發生(Gilbert & Kesner, 2002)，亦

即糖液濃度差異夠大至一定程度以上者，如本實驗的操弄，便無法看到破

壞 BLA 影響行為的效果。因此被認為杏仁體或 BLA 僅有限度的參與在本

作業中。本實驗中的 OFC 損傷及 Kesner 與 Gilbert (2007)的 AIC 損傷均造

成預期性對比效果無法建立，雖然兩區域均屬 OFC 的範圍，不過 AIC 的

參與可能與兩酬賞物價值差異的短期記憶有關係，而本實驗所破壞的區域

可能與酬賞物的預期以及酬賞物價值差異判斷有關。NACc 則可能對酬賞

物在時間上的延遲相當敏感，使其與兩糖液間的延遲過程的等待有關。單

就本研究結果可確認操弄的三個腦區至少有兩個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習

得歷程有關，後續可藉由神經毒素破壞這些腦部的方式，操弄糖液間距以

及濃度差異的實驗，更進一步區分各別所參與的功能。 

-------------------------------- 
圖十二置於此 

-------------------------------- 

近年來的延伸性研究中，Grigson(2000, 2002)即運用預期性對比效果

的概念，進一步探討並解釋藥物成癮過程的可能機制。Grigson (1997)以大

鼠為受試，分別將糖精液(saccharin)與嗎啡(morphine)或古柯鹼(cocaine)等

成癮性藥物配對。其實驗程序為每天呈現 5 分鐘的糖精液，隨後立即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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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藥物或食鹽水注射。為期 8 天的實驗過程發現，與藥物注射配對之實

驗組受試，其對糖精液的舔飲表現，會隨著訓練天數增加而顯著低於與注

射食鹽水之控制組受試。此現象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相類似，即成癮性藥物

與高濃度蔗糖液的高酬賞價值，會抑制先行出現之低濃度糖液之舔飲表現。

Grigson 即以藥物所引發之預期性對比效果，反駁了以往所認為在藥物成

癮過程中，是因味覺嫌惡制約(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CTA)而減少一般

酬賞物吃食行為的假設。 

總合而論，個體在真實生活中會評估與比較不同酬賞價值的刺激，並

表現不同程度的行為反應，預期性對比即是這類比較與評估歷程的一種。

它促使個體於時間向度上對先後呈現的不同質量酬賞物作適切的行為表

現，當然其中所涉及的不會是單一的心理歷程，至少需要對不同酬賞物的

區辨、預期以及調整行為等的能力，這些行為心理歷程當然需要有不同的

神經機制參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表現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有程度上的差

異，例如在酬賞物之間價值的差異，以及本研究所操弄的酬賞物之間間隔

時間的長短等。本研究再次印證兩管糖液間間距長短對預期性對比效果形

成與否的重要性，其與延宕折扣的歷程相當類似，延宕折扣的概念是行為

經濟學或神經經濟中，研究個體選擇行為的一個重要課題。相關文獻也顯

示本研究所操弄的三個腦區與個體選擇行為有密切關係。在時間向度上評

估與比較不同酬賞價值的刺激，進而表現出如預期性對比效果的不同的行

為反應，是否也可作為神經經濟學中用來研究個體選擇行為的一個動物模

式，這個議題將需要更多的實驗與相關研究去探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