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一、前言 

    自從心理學家 B. F. Skinner（1938）提出操作式制約理論以來，利用操作式

制約行為（operant conditioned behavior）為實驗工具所收集的研究資料迄今已經

建構了一些行為與大腦關係的理論假設，例如探討酬賞行為（reward-related 

behavior）與大腦多巴胺（dopamine）系統之間的關係。但是操作式制約行為本

身的行為意涵卻仍有值得討論的空間，其相關的大腦神經機制亦是。 

 

二、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 

 Ferster 與 Skinner（1957）於其著作「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當中有系

統地介紹各種操作式制約行為的設計原理。操作式制約行為的基本模式是動物於

制約箱內壓桿（lever press）可以獲得增強物（reinforcer，通常為食物或水），此

增強物可以強化（reinforce）動物受試後續表現的壓桿行為。根據 Zelier（1977）

將增強時制主要分成四類，第一類是時間時制（time schedule），其作業類型包含

固定時間作業（fixed time task）簡稱 FT 作業、變動時間作業（variable time task）

簡稱 VT 作業。第二類是比率時制（ratio schedule），其作業類型包含固定比率作

業（fixed ratio task）簡稱 FR 作業、變動比率作業（variable ratio task）簡稱 VR

作業。第三類是時距時制（interval schedule），其作業類型包含固定時距作業（fixed 

interval task）簡稱 FI 作業、變動時距作業（variable interval task）簡稱 VI 作業。

此類的作業與第一類作業雖都和時間歷程有關，但其相異之處在於時間時制是操

作反應無關（response-independent）；而時距時制是操作反應有關

（response-dependent）的增強時制。第四類是區辨時制（differentiation schedule），

其作業包含區辨性增強低頻反應作業（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low-rate 

responding task）簡稱 DRL 作業、區辨性增強高頻反應作業（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high-rate responding task）簡稱 DRH 作業、區辨性增強其他反應

 1



作業（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other responding task）簡稱 DRO 作業。前述的

FI 作業與 DRL 作業的行為特徵與時間變項有關，其酬賞反應的條件分別依酬賞

時距（inter-reinforcement interval）或反應時距（inter-response interval）的標準而

定，詳述如下。 

 有關 FI 作業，此作業的壓桿條件為受試必須間隔一定時距以上壓桿才

能得到酬賞物，使兩次酬賞間時距大於特定的標準值 T（例如 FI-30 秒作業，則

酬賞間時距大於三十秒）。在 FI 作業中，其平均反應分佈曲線（mean response rate 

distribution curve）的圖（圖一）會呈現貝殼曲線（the FI scallop）的反應模式，

即受試在 FI 作業下越接近酬賞給予的標準值 T，反應率越是急速增加（Schneider, 

1969）。透過得酬賞後反應暫停（post reinforcement pause, 簡稱 PRP）的測量，

該指標可以反映出受試期待增強物出現的時間點（Higa, Moreno, & Sparkman, 

2002）。  

有關 DRL 作業，此作業的壓桿條件為受試必須間隔一定時距以上壓桿才能

得到酬賞物，使兩次壓桿反應間時距大於特定的標準值 T（例如 DRL-10 秒作業，

則反應間時距大於十秒）。若受試提早於 T 秒之前就做出壓桿反應，該壓桿反應

不會使受試獲得酬賞物，而會導致作業程式重新計算（reset）T 秒時間，此「重

新計算時距」的特性是 DRL 作業與 FI 作業之間最大的差距。由於這種重新計算

時距的作業要求特性會大幅降低動物受試的壓桿頻率，所以這項特徵使此作業就

被認為是促使低頻反應（low-rate responding）的關鍵（Kramer & Rilling, 1970）。

在 DRL 作業情境中，受試必須要有行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的歷程減抑

壓桿的衝動，同時進行類似計時（timing）的歷程（Wiley, Compton, & Golden, 

2000）。其反應時距分佈曲線（inter-response time distribution curve，簡稱 IRT 曲

線）的圖（圖二），係將受試每一次壓桿的時間間隔繪製成一個幾種不同 IRT 值

的累計次數圖，可以用來分析受試在該作業的行為學習反應模式。透過該圖顯示

的高峰時間（peak time）的值反映出受試期待增強物出現的時間點，另外還可以

利用高峰頻率（peak rate）的高低來反映出受試壓桿動機或行動能力的正常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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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的特性，其相同之處為壓桿反應與酬賞物出現的時

間點有關。並且由 DRL 作業的 IRT 曲線之第二尖峰與 FI 作業的貝殼曲線可得

知，越接近酬賞物出現的時間點，受試的壓桿反應頻率越高。但兩個作業不同之

處為 DRL 作業具有重新計時的特性；FI 作業則否。此差異造成在 FI 作業中，得

酬賞之反應與總壓桿數的比值較低，即出現較多的壓桿反應才能得到一次酬賞。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利用 DRL 作業或是由 FI 作業改良而成的高峰時距（peak 

interval）作業，探討有關時間知覺相關行為的特性。大腦的多巴胺系統（dopamine 

system）被認為是參與調控時間知覺的主要神經化學傳導系統之一（Maricq, 

Roberts, & Church, 1981; Meck, 1996; Wiley et al, 2000; Meck & Benson, 2002），

其支持證據主要來自周邊注射安非它命（amphetamine）的實驗研究。安非它命

具有促使多巴胺傳導物質釋放（release）及抑制多巴胺傳導物質再回收（reuptake）

的功能（Seiden, Sabol, & Ricaurte, 1993），過去的研究顯示周邊注射安非它命可

以使動物受試在 DRL 作業的表現出得酬賞之反應減少、未得酬賞之反應增加、

IRT 曲線左移與高峰時間減少的行為結果（Balcells-Olivero, Richards, & Seiden, 

1997; Liao & Cheng, 2005）。這項結果顯示安非它命可以使動物受試在這類時間

相關作業表現出時間知覺變快的現象，但這種結果是否源自行為抑制機制受藥物

影響的結果，是值得關注。 

 

三、背側間腦傳導系統（The Dorsal Diencephalic Conduction System） 

 大腦中兩條主要連結邊緣前腦（limbic forebrain）與中腦（midbrain）的神經

路徑，為內側前腦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與背側間腦傳導系統（dorsal 

diencephalic conduction system）。對操作式制約與其他行為而言，內側前腦束的

結構及功能迄今已得到較多研究資料證據；反之，背側間腦傳導系統雖已具有的

神經解剖證據（Herkenham & Nauta, 1977, 1979; Andres, von During, & Veh, 1999; 

Kim & Chang, 2005），其相關的行為功能之證據仍待進一步驗證與釐清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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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Klemm, 2004; Sandyk, 1991; Sutherland, 1982）。 

 背側間腦傳導系統主要是由髓紋（stria medullaris）、韁核（habenular nuclei）

和後屈束（fasciculus retroflexus）所構成，韁核的傳入神經的路徑多經由髓紋與

韁核相連結，而其傳出神經的路徑則透過後屈束與其他神經結構相連結。以上三

個結構所形成的神經連結路徑環繞視丘（thalamus）背側（Sutherland, 1982）。韁

核可以依其傳入（afferent）及傳出（efferent）神經路徑的不同分為內側韁核（medial 

habenular nucleus）與外側韁核（lateral habenular nucleus）。內側韁核的主要傳入

神經來源包含中膈（septal area）、內側縫核（medial raphe）、腹側中央灰質（ventral 

central gray）、背側側邊頂蓋區（dorsolateral tegmental area）、腹側頂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經由內側韁核傳出至腳間核（interpeduncular nucleus）。而外側

韁核的主要傳入神經來源包含內側蒼白球（internal segment of the globus 

pallidus，在齧齒類動物上稱 entopeduncular nucleus）、側視前區（lateral preoptic 

area）、側下視丘（lateral hypothalamus）、Broca 氏對角帶（diagonal band of Broca）、

腹側頂蓋區、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經由外側韁核傳出至黑質體

緻密部（substantia nigra pars compacta）、腹側頂蓋區、內側縫核、背側縫核（dorsal 

raphe）。 

 相較於韁核有關的神經解剖證據，僅有極少數的研究探討韁核有關的行為功

能。Evans 與 Thornton（1984）曾指出由於韁核所接受的數個傳入神經元來源之

一，是具有行為抑制功能的中膈，所以該研究利用高頻電熱損害（radio frequency 

lesion）的方式以產生局部高熱破壞大鼠受試的韁核後，測試受試學習 DRL-20

秒作業十二週。手術後測試的整體結果發現韁核破壞組總反應次數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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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驗顯示在 DRL-20 秒作業的學習歷

程中，實驗組僅在第三週至第六週的行為指標上與控制組達顯著差異，六週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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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的行為指標未達顯著。結果雖代表韁核上所分佈的兒茶酚胺神經僅部份

的影響 DRL 作業學習歷程，但其真正影響 DRL 行為作業的神經機制之原因，有

待進一步探討。 

 Thornton 與 Evans（1982）測試大鼠如何在水迷津（water maze）作業處理

外在刺激的行為反應，首先讓受試在直徑 30 公分的圓形水迷津中自由探索六分

鐘，而後在水迷津中心點降下綁有木頭的繩索並使其接觸水面。由於圓形水迷津

範圍小能讓受試易於察覺水面上的木頭，受試不致於受空間記憶負荷量的干擾。

其觀察結果發現控制組能快速的發現並且爬上木頭以躲避嫌惡環境；韁核遭破壞

的大鼠受試持續表現出在水中的探索環境行為，而無明顯的企圖躲避嫌惡環境的

行為。Thornton 與 Evans（1991）再利用類似 Y 型水迷津作業來研究大鼠受試的

區辨學習（discrimination learning）行為。其作業環境為長方型水槽，在水槽一

端為動物受試測試起點。另一端於水面上兩公分處平行架設左右兩個分別以黑色

與白色的板子為視覺線索的箱子，而其水面下置有相對應的平台。大鼠受試在前

15 個學習嘗試中，左右兩邊水面下的平台都出現，藉此決定動物受試躲避不安

全環境的偏好邊（preferred side）。在測試階段，大鼠受試必須選擇非偏好邊

（nonpreferred side）平台才可以躲避嫌惡的環境。其結果顯示不論視覺線索是否

能預期非偏好邊平台，韁核遭破壞的大鼠受試在正確選擇所需的反應時間及錯誤

選擇次數都明顯大於控制組；而後若使視覺線索無法預期非偏好邊，原先可預期

非偏好邊平台的實驗組會因為處理無關的視覺刺激而明顯增加其正確選擇所需

的反應時間。由此結果所顯示破壞韁核會影響區辨學習，其背後機制可能是因無

關訊息處理量增加而使行為策略轉換缺乏彈性。Lecourtier 與 Kelly（2005）利用

與注意力相關的 5-choice serial reaction time task（5-CSRTT）行為作業，來研究

中樞破壞韁核與注意力之間的關係。該制約學習箱具有五個小燈光，分別顯示在

相對應食物盤的上方。受試在實驗操弄前先學會當某一燈光刺激呈現 0.5 秒後，

在有限制的五秒內需探頭（nose-poked）反應至燈光所指示食物盤內才能獲得食

物。於手術後的行為測試階段，實驗組在過早反應（premature response）指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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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高於控制組，但該項效果的差異隨手術後測試時間增長而遞減。實驗組在測

試初期的正確選擇率與控制組並無差異，但隨著測試次數增加其正確選擇率明顯

低於控制組。其結果說明中樞破壞韁核會影響注意力相關的行為表現。就上述文

獻而言，破壞韁核會影響逃離嫌惡刺激的選擇行為以及需要選擇性注意力的行

為，這暗示韁核可能不只具簡易的動機或反射性的行為功能，它可能也具有調節

或參與較高等的行為功能，例如：認知行為或訊息處理。 

 在與韁核相關的神經化學研究方面，Thornton、Evan與Wickens（1987）利

用中樞注射藥物的實驗操弄，將多巴胺D1 受體致效劑 SKF38393 和D2 受體致效

劑quinpirole注射入韁核之後，記錄受試的自發性行為活動量（locomotion 

activity）。SKF38393 在高劑量的操弄下會增加受試的自發性行為活動量，並且增

加受試後腳站立（rearing）的行為表現；quinpirole則是在適度的劑量下會減少受

試的自發性行為活動量，而且特別明顯的減低理毛（grooming）行為的表現。由

此項實驗結果可以推知，在韁核上具有多巴胺D1 和D2 受體的分佈，且這兩種受

體對自發性行為活動量的表現作用有相反的影響作用，其交互作用可能參與較複

雜的行為功能。Wirtshafter和Krebs（1997）利用周邊注射多巴胺D1 受體致效劑

A-77636 和多巴胺D2 受體致效劑quinpirole的給藥方式，透過Fos-like 

immunoreactivity觀察韁核接受多巴胺致效劑的影響效果。其結果發現D1 和D2

受體致效劑分別可使韁核上細胞具有明顯的活動。其中合併給予受試低劑量D1

和D2 受體致效劑所引發的細胞活動量，比單獨給予高劑量D1 或是D2 受體致效

劑者有顯著增加的效果。這項結果顯示韁核上的細胞具有複雜的神經化學交互作

用。以放射性顯影法 [C14 2DG] 的研究證據為例，周邊給予多巴胺的致效劑會

使與多巴胺受體分佈有關的神經區塊位置增加葡萄糖的使用量，但卻會使外側韁

核減少葡萄糖的使用量，而多巴胺拮抗劑的研究證據則有相反的結果（Engber, 

Susel, Kuo, & Chase, 1990; McCulloch, Savaki, & Sokoloff, 1980; Sharkey, McBean, 

& Kelly, 1991）。以電解損害（electrolytic lesion）破壞髓紋、外側韁核和後屈束

可以使前額葉皮質（prefrontal cortex）、依核和紋狀體（striatum）的多巴胺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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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Lisoprawski, Herve, Blanc, Glowinski, & Tassin, 1980）。Christoph、Leonzio

與Wilcox（1986）利用電刺激興奮外側韁核，該操弄可以抑制腹側頂蓋區和黑質

體（substantia nigra）的多巴胺細胞活動。由以上證據可以推知韁核在生理結構

和功能都與多巴胺系統有密切的關係，很可能是韁核透過前腦傳入的訊息利用負

回饋的反應形式來調節多巴胺系統的平衡（Ellison, 1994）。 

 由上述說明可知背側間腦傳導系統為連結邊緣前腦與中腦的神經路徑，其與

大腦多巴胺系統的神經化學及行為功能關係密切。在神經化學的研究上顯示，背

側間腦傳導系統中的韁核可能以負回饋的形式調節多巴胺系統的活動。在行為功

能上，韁核由於具有複雜的神經連結路徑，使韁核在行為功能上所扮演的主要角

色尚未有定論。因此利用不同行為作業來探測韁核的神經行為機制應有其意義，

本研究利用與時間關聯的操作式學習行為，針對其習得歷程、習得後表現、習得

後行為調整進行探討。 

 

四、研究目的及實驗設計 

 從神經解剖的研究證據推論韁核的行為功能，似乎不只單純的參與簡單的反

射性或維持生理恆定的動機行為而已。它既然與大腦多處系統有神經連結，則很

可能參與一些較複雜的功能行為，但其屬支配（mediation）或調節（modulation）

的角色則需進一步探討。由過去研究整理得知 DRL 作業的習得歷程（Evans & 

Thornton, 1984; Thornton et al, 1990）、區辨學習（Thornton & Evans, 1991）以及

行為策略轉換（Thornton & Evans, 1982）等這三類的行為功能似乎分別與韁核有

密切關係。因此本研究利用操作式制約行為來探討這項議題，係基於這類行為可

以被有效及客觀的測量多種不同行為特質的內涵；藉操弄韁核破壞於行為發生的

不同歷程，得以推論韁核對這類行為在時間關聯性、習得歷程與行為轉換調整的

特質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本研究採用神經毒素鵝膏蕈酸（ibotenic acid）的腦

組織破壞方式能將破壞的效果侷限於韁核上的神經細胞，而不擴及韁核周圍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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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的神經纖維；如此的操弄方式能使韁核破壞的效果與行為表現的差異具有更

直接的關係。為能更嚴謹的推估時間關聯性之特質，本研究將同時比較 DRL 與

FI 類型的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設計三個實驗來考驗上述議題。實驗一主題是

中樞破壞韁核對於學習（acquisition）DRL 作業與 FI 作業的影響。實驗二主題是

中樞破壞韁核對於已習得 DRL 作業與 FI 作業行為表現（performance）的影響。

實驗三主題是中樞破壞韁核對於 DRL 時距參數轉換後的行為調整的影響。 

本研究依「韁核能調節與多巴胺系統相關的時間關聯之操作式制約行為」為

基本假設，破壞韁核會造成本研究所採兩種作業之行為反應有不等程度之影響。

實驗一的兩種作業之習得歷程因有多項基本行為成份涉入，但不全然相等，故假

設韁核破壞對其有不等程度的影響，可藉由本研究多元指標之行為分析來反映

之。實驗一的另外目的在於驗證破壞韁核是否能影響 DRL 作業不同時距的習得

歷程。基於 Thornton 與 Evans（1984）所測試 DRL-20 秒作業之習得，其韁核破

壞的實驗組受試之 IRT 曲線雖未達到 20 秒之要求，但仍能形成第二尖峰並落於

第 8 至 10 秒內，這項結果隱含不同時距的作業受韁核破壞的影響會有不等的效

果。因此本實驗採用 DRL-20 秒和 DRL-10 秒兩種不同時距的作業進行測試，在

FI 作業上則比較 30 秒與 60 秒的不同時距。實驗二目的探討韁核的功能對於已

習得之 DRL 作業或 FI 作業是支配或是調節的角色，其假設為大鼠受試在韁核的

調節功能受損的情況下，而韁核不是扮演支配角色的假設下，仍能穩定的表現已

習得的 DRL 或 FI 作業之行為模式。實驗三目的為針對韁核的行為調節功能進行

探討。其假設是關於已習得的行為在作業時距參數轉換下，破壞韁核操弄會影響

大鼠受試的行為的再學習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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