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綜合討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利用時間關聯之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透過中樞注射神經

毒素鵝膏蕈酸的腦組織破壞方式來探討韁核的功能角色。實驗一要探討的是破壞

韁核對於學習 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的影響效果，並且透過不同長、短時距作業來

進一步比較其差異。結果顯示破壞韁核僅對 DRL 作業的習得歷程產生影響效

果，而對 FI 作業的習得則否。實驗二探討破壞韁核對於已習得之 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破壞韁核對於已習得的 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皆無明

顯影響其行為表現。實驗三探討破壞韁核是否影響因為 DRL 作業時距參數改變

所導致的行為調整，結果顯示當 DRL 作業時距參數轉換後，實驗組的行為反應

模式與控制組有所不同，此結果反映韁核具有對已習得行為之轉換或調整的監控

功能。 

 

一、不同中樞破壞韁核方式的影響差異 

    由本實驗一的結果發現以神經毒素鵝膏蕈酸破壞韁核並不影響基本壓桿能

力與自發性活動量。Carvey、Kao 與 Klawans（1987）曾利用神經毒素 Kainic acid

進行韁核破壞操弄，於破壞操弄後立即針對受試進行行為觀察，發現基本的活動

量明顯增加，包含無意義的咀嚼及不自主旋轉行為，但隔天再測，此韁核破壞後

引發的行為效果便消失。該研究結果反映以神經毒素破壞韁核操弄對其基本行為

的影響是極微或短暫的，這與前述本實驗一結果相符。另外，過去利用高頻電熱

損害方式進行韁核破壞操弄的實驗，其自發性活動量的結果則較不一致。

Thornton 與 Evans（1982）於韁核破壞操弄後，觀察受試的肢體動作協調性以及

測試 5 分鐘的自發性活動量，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無差異。Lee 與 Huang（1988）

則讓韁核破壞的受試測試 24 分鐘的自發性活動量，發現其結果明顯高於控制

組。Hedlt 與 Ressler（2006）則是在五分鐘的自發性活動量測試下發現韁核破壞

的受試與控制組並無差異。因此，不同的中樞破壞方式似乎對於探討韁核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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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進一步釐清（Klemm, 2004）。 

本研究所採用的的基本壓桿訓練屬於制約行為，實驗一的結果顯示破壞韁核

不影響這行為表現。過去 Wilcox、Christoph、Double 與 Leonzio（1986）曾利用

神經毒素 kainic acid 以及電解損害破壞韁核組織，來比較不同的破壞方式對於學

習制約躲避行為（one-way conditioned avoidance response）的影響。其結果發現

電解損害破壞對該項行為的學習有明顯的影響效果，而神經毒素破壞的操弄則

無。由此可見，不同的大腦組織破壞方式對制約學習行為的影響有異。當這種影

響效果在電解損害破壞操弄情況下較神經毒素操弄下明顯時，可能是因為前項操

弄所破壞腦組織的影響層面較大，電解損害破壞會將穿經破壞點的神經聯會纖維

一併破壞，此舉使有可能損及其他相連的組織。反之，神經毒素的破壞則專屬破

壞藥物注射點的組織而已。例如，中膈的傳出神經路徑經由內側韁核與腳間核相

連，因此中膈與腳間核可能皆會因為韁核破壞的操弄而影響前述研究的躲避行為

作業的表現。該研究之破壞組的影響效果可能來自於中膈與腳間核之間神經連結

遭受破壞有關。過去利用高頻電熱損害或是電解損害破壞包括韁核在內的大腦組

織之行為研究，近年來在行為神經科學的研究都有再以神經毒素破壞操弄檢測的

必要。 

 

二、DRL 作業的行為表現與韁核破壞的關係 

經由神經解剖的證據指出，中膈是韁核所接受的數個傳入神經元來源之一且

其功能與行為抑制有關。過去探討韁核的行為功能時，常會利用與中膈有關的行

為作業來探討，其中少數研究是以DRL作業為其實驗工具。MacDougall與Van 

Hoesen（1969）探討與中膈相連結的神經結構是否同樣具有影響DRL行為的效

果，研究者破壞髓紋與韁核之間的連結，觀察DRL-20 秒作業的手術後行為表現。

結果發現第一週該組受試與中膈破壞組的受試作出得酬賞之反應的比率明顯低

於控制組。但至第二週，破壞髓紋與韁核之連結的受試其比率逐漸回復；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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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膈破壞組則沒有回復。相較於本研究實驗二的結果，已習得DRL作業的行為表

現並不受神經毒素鵝膏蕈氨酸破壞韁核的操弄而改變，這與先前研究的結果不同

的可能原因，兩個實驗的差異在於破壞操弄的方式以及破壞腦組織位置不盡相

同。再者，本研究實驗二的DRL作業的時距參數是 10 秒，而且是達到某種程度

上的良好訓練標準（如MRE值大於 0.45），因此較不易受神經毒素破壞韁核單一

腦組織操弄的影響。 

再就韁核破壞DRL行為習得歷程影響效果而言，本研究實驗一的DRL短時距

實驗與先前研究具有類似的結果，即實驗組在習得歷程中的得酬賞之反應較控制

組低。Evans與Thornton（1984）曾指出利用高頻電熱損害方式破壞韁核後，測

試受試學習DRL-20 秒作業十二週。整體結果發現實驗組的總壓桿反應次數增

加、得酬賞反應次數降低。此項結果顯示韁核被破壞會影響DRL行為的習得歷

程。Thornton、Bradbury、Wickens、Mottram與McClelland（1990）再以DRL作

業的學習為研究主題，利用神經毒素 6-hydroxydopamine（6-OHDA）注入韁核破

壞其兒茶酚胺（catecholamine）神經末梢，經過八週的DRL-20 秒作業學習歷程

中，實驗組的得酬賞之反應明顯低於控制組。 

整體而言，韁核破壞的操弄透過高頻電熱損害及神經毒素，都對 DRL 行為

習得歷程產生干擾效果，即破壞韁核的受試不易習得 DRL 的行為。至於本研究

實驗一 DRL 長時距（20 秒）的習得歷程，雖然高峰時間具有明顯的韁核破壞

之影響效果，但是由於控制組尚未能在 30 天內達到 DRL 行為的習得標準，所

其解釋效果不夠完整。 

 

三、時間關聯之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與韁核的關係 

    有關時間關聯之作業的行為機制，DRL 作業和 FI 作業都有一個特徵是為受

試每次壓桿不一定都可以得到酬賞物，因此行為反應（response）與反應結果

（outcome）的關聯性並不算強勢，即行為反應不完全能預期反應結果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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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關聯性（contingency）代表的是當行為反應（R）出現後接著會出現反應結

果（O1）的機率減去無行為反應（no R）而會出現反應結果（O2）的機率（Balleine 

& Dickinson, 1998）。經過下列數學式計算所得的數值越大，代表關聯性越高；

數值越小，則代表關聯性越低。 

       Contingency = P（O1 | R） – P（O2 | no R） 

在 DRL 作業或 FI 作業中 ，若無壓桿行為反應是絕對無法促成酬賞物出現的機

會，亦即 P（O2 | no R）為零，因此其關聯性可以用 P（O1 | R）的值來代表。 

 以 DRL 作業中的 MRE 值而言，該參考值是得酬賞之反應與總壓桿數減去

促發反應次數的比值。換言之，受試在 DRL 作業中嘗試去滿足可獲得酬賞的壓

桿條件時，會出現得酬賞之反應的機率有多少，此種行為的意涵可等同於 P（O1 

| R）。當 DRL 作業的訓練過程中，若反應結果與壓桿反應的關聯性達到 0.45 或

以上的值，則代表受試已能有效掌握該作業的要求，即 DRL 行為趨於穩定有效

的反應。相對而言，以 FI-30 秒作業的習得標準為例，每次訓練時間總壓桿數平

均約 300 次而最大可得酬賞次數為 30 次。其得酬賞之反應與總壓桿數的比率為

0.1，所代表的是 FI 作業中，反應結果與壓桿反應的關係較為鬆散。就以上 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的關聯性而言，在有限的測試時間下，DRL 作業對受試的要求是

以較嚴謹且求最大酬賞而修正其壓桿的反應模式。反之，FI 作業所訓練的受試，

其壓桿得酬賞的反應無明顯的比率關係，而且可容許未得酬賞之反應無限制的出

現，因此其總壓桿數通常變異數較大。 

    本研究操弄的韁核破壞只對 DRL 作業行為的習得歷程有明顯的干擾效果，

但不干擾已習得的 DRL 行為反應；對 FI 行為反應的習得歷程與習得後的表現，

均無明顯的影響效果。以前述操作式制約行為關聯性的意涵來推論本研究所得韁

核破壞後的行為結果，正常運作的韁核會參與較嚴謹的 DRL 行為反應，而不參

與可容許無關聯性壓桿任意出現的 FI 行為。在 DRL 行為的習得歷程中，受試需

由行為反應的結果有無酬賞去累積習得效果或「經驗」，需將未得酬賞反應逐漸

減少，以增加可獲得酬賞的正確 DRL 行為反應，這種習得過程過去的文獻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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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為抑制機制解釋之（如 Neill, 1976; Wiley, Compton, & Golden, 2000），這種

習得歷程也可以說是透過一種類似負向迴饋（negative feedback）所形成，即韁

核扮演監控個體的整體行為反應，以及由減少未獲酬賞的無效益反應修正行為反

應的有效性。這種韁核具有監控及負向迴饋的功能之假說，亦獲得一項以人為受

試的大腦功能核磁共振（fMRI）的研究支持。 

Ullsperger與 von Cramon（2003）利用 fMRI進行一種所謂DAMP（dynamically 

adaptive motion prediction）作業，該作業讓受試者看見螢幕上同一端但不同起點

的兩個原球，分別有不同的移動速率向另一端的終點線移動。當圓球移動 1430

毫秒後即消失在螢幕上（兩個圓球皆尚未抵達終點線），接著受試者有 1500 毫秒

的時間判斷那一個圓球能較早到達另一端的終點線。當受試做完判斷後，螢幕上

會出現正確或錯誤反應的迴饋。結果發現當受試得知錯誤反應迴饋時，韁核的血

液活動量明顯的增加。由此推知韁核的功能角色與偵測錯誤反應有關，其錯誤監

控（error detection）的過程是使目標導向行為不斷的修正，並可能促成策略上的

調整以維持較好及有效的行為表現。 

    就關聯性與錯誤監控這兩項觀點而言，本研究破壞韁核的操弄並不影響 FI

作業中學習與行為表現的歷程，可能是因為 FI 作業的關聯性低，而且未得酬賞

之反應對於整體獲得酬賞的行為表現並無直接效益的影響，因此韁核對於 FI 作

業的習得乃至表現的參與角色有限。反之，就 DRL 行為的習得歷程而言，破壞

韁核的操弄會影響 DRL-10 秒作業的習得歷程使其得酬賞之反應明顯低於控制

組；既使 IRT 曲線上的第二高峰也趨近作業要求的時距值，但仍有不少壓桿的

IRT 還是落在未得酬賞之反應的部分。此結果可能是由於缺乏韁核對於錯誤反應

的調節與修正所造成。但就已習得之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表現而言，破壞韁核

的操弄並不影響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表現，可能是韁核對於具有穩定關聯性的

DRL 行為模式不介入維持其行為表現的功能。但是，一旦透過時距參數轉換所

致 DRL 作業的得酬賞之反應標準改變時（實驗三），韁核的這項監控與錯誤偵測

的功能就必須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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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壞韁核對於習得歷程或是計時歷程的影響 

    實驗一的結果發現破壞韁核能影響 DRL 短時距組的習得歷程，實驗組經過

30 天的習得歷程仍無法學習達到 0.45 的 MRE 值之預設習得標準。透過六個行

為指標的分析可得知，主要的破壞效果來自於實驗組的得酬賞之反應明顯少於控

制組，但在高峰時間指標上並無明顯的破壞效果。由於高峰時間的指標是本研究

DRL 作業中反映計時歷程的主要依變項，因此這項結果說明破壞韁核可能影響

DRL 短時距組的習得歷程而非計時歷程。實驗一 DRL 長時距組的結果顯示，控

制組未能在 30 天的習得歷程中達到 0.45 之 MRE 值的標準，因此雖然得知實驗

組的高峰時間明顯低於控制組，但由於這部份實驗的控制組也都無法（於 30 天

測試期間）完全習得 DRL-20 秒作業，因此無法客觀的比較兩組的這項差異去推

論韁核破壞效果影響係以計時歷程為主。另外，考量本實驗一所用的 FI 作業的

增強關聯性與時距判斷的關係較 DRL 作業者為低，就本研究的韁核破壞並不影

響 FI 作業的習得之結果而言，吾推論韁核與此項操作式制約行為之習得歷程無

特定或直接關係。就以上實驗一的結果整體而言，破壞韁核的效果主要影響

DRL-10 秒作業的習得歷程，至於其習得過程所涉及的計時歷程尚須透過更進一

步的實驗設計去釐清。依 DRL 行為整體而言，從實驗二與三的結果來推論韁核

的功能扮演著調節的角色而非主要支配的角色，因為其破壞的效果僅在行為轉換

調節的過程具有些微的影響，而對已習得者均無任何干擾。綜合上述所言，本研

究結果支持韁核參與 DRL 行為的習得歷程，其遭破壞後的功能影響效果是來自

無法有效的延續一般不作任何反應之時距（如 10 秒）的行為控制，即無法有效

增加獲得酬賞的反應，致使實驗組無法經由習得歷程達到作業要求的 0.45 之 

MRE 標準值。因此破壞韁核的效果影響 DRL 作業的習得歷程，而非單純的計時

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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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韁核的行為功能 

    綜合本研究的結果，韁核對於 DRL 作業而言，是一個調節反應模式的角色

而非主要支配的角色。然而，這類時間關聯之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目前已能在多

巴胺系統上找到相對應的神經機制。最近幾年來，時間知覺的研究提出一個訊息

處理的模式來解釋內在計時行為的歷程。根據純量預期理論（scalar expectancy 

theory, 以下簡稱 SET 理論）的假設（Matell & Meck, 2000;Busuhi & Meck,2005），

大腦內部的計時機制應該可以分成三種成份：（1）時鐘成份（clock component） ；

（2）記憶成份（memory component）；（3）決策與比較成份（decision and comparison 

component）。時鐘成份主要是產生穩定的節拍訊號並且逐漸累計次數，節拍訊號

代表特定時間的長短。當動物受試進行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時，時鐘成份的累計

數值可以透過增強物增強的歷程，儲存於受試的記憶成份之內。這個記憶成份能

保存過去得到酬賞物的時間記憶，並且有助於未來進行類似的行為作業時的表

現。當受試在進行已習得的操作式制約行為，除了要將過去時間長短的記憶提取

出來之外，更要提取當時在時鐘成份之內所累計的時間，這兩個數值同時出現於

決策與比較成份的機制內進行比對及判斷。當受試判斷目前時間與記憶中的時間

愈接近，則受試決定去壓桿的機率就愈增加。SET 理論的訊息處理模式目前已經

初步相對應的大腦神經機制，時鐘成份主要是由黑質體緻密部以多巴胺投射至紋

狀體以及蒼白球所構成。第二個記憶成份則主要是由邊緣系統與大腦各皮質之間

的連結所構成。決策與比較成份則被假設由大腦各皮質之間的聯繫所構成。這些

中腦多巴胺系統及邊緣系統的相關組成組織與韁核多有雙向的神經聯結

（Sutherland, 1982）。 

    本研究指出破壞韁核的效果能影響 DRL 作業的習得歷程，而非單純的計時

歷程，其影響效果極有可能以錯誤監控與負向迴饋的功能來調節時間關聯之操作

式制約行為作業。若把韁核的角色對應於 SET 理論的三個成份，韁核可能和比

較與決策成份有較直接的關係。未來透過時間知覺的 SET 理論，我們可以將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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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探討韁核如何參與 SET 理論中的比較與決策成份，即韁核的作用透過

監控錯誤或是無效的操作式制約行為反應，並進一步將訊息送回屬於時鐘成份的

黑質體緻密部，以減少錯誤或無效益反應的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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