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實驗使用 Wistar 品系之雄性大白鼠，自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實驗動物中

心購回後，飼養於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生理心理學實驗室動物房之不鏽鋼個別

鼠籠內。動物房內設定 12 / 12 小時的晝夜週期（早上 7 點 30 分至下午 7 時 30

分為光照期），室溫維持在攝氏 22 ± 2 度。由於本論文實驗的增強物是水，受試

於學習實驗作業前 2 週即剝奪餵水，每天減少喝水時間逐漸降至大約只供水 5

分鐘，如此當受試的體重下降達到其自由飲食的 85 %時，即可進行操作式制約

行為作業。於後全程實驗期間均維持每天供水 5 分鐘，每一受試每天餵水的時間

設定於當天其行為實驗結束的 30 分鐘以後。 

 

二、實驗儀器 

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 

    本實驗所採用之儀器為自動化操作式制約學習箱，其長、寬、高分別為30 cm、 

20 cm、25 cm。制約學習箱內含有壓桿（lever）、燈光（light）、抽風扇（fan）、

給水電磁閥（solenoid valve as liquid dispenser）。制約學習箱內地板是 18 條直徑

5 mm 的不銹鋼鐵棒以 11 mm 為間距所構成。長 4.5 cm 及寬 2 cm 的壓桿金屬片

置於制約學習箱內地板上方 7 cm 且距正面內牆左緣 1 cm 的位置。給水電磁閥設

置於制約學習箱正面內牆之正中央的外側。當閥門打開時，水滴直接落在制約學

習箱內之不銹鋼盛水盤上，所提供水滴平均每次約 0.03 ml 至 0.05 ml。箱內燈光

源位於離地板上方 12 cm 且距正面內牆左緣 2 cm，提供受試在箱內作業所需之

適度光源。每一制約學習箱置於一座木製隔音箱（60 cm × 40 cm × 58 cm）之內。

木製隔音箱內之右上角裝設可使箱內空氣充分流通的一座微小型抽風扇，並且藉

以提供相同來源的背景噪音。 

    本實驗所採用的操作式行為作業系統，是採用鄭瑞光（2000）設計的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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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約箱與微電腦之間的軟硬體介面，其中 4 座制約學習箱與 1 部 Pentium 級

電腦的介面連接，係透過桌上型電腦之印表機埠以及 PCI 介面卡來達成輸入輸出

控制。電腦軟體採用美國微軟公司之 Windows 98 中文版作業系統，其執行程式

則是利用美國微軟公司之 Visual Basic 6.0 中文版程式語言來開發製作。此系統可

以依不同的操作式行為作業收集資料，並可分析整理原始資料成相關依變項指

標。 

    在DRL作業下，此系統可以記錄6項不同的依變項（圖二）。第一項是總壓

桿數（total responses），係每次實驗的總壓桿數。第二項是得酬賞之反應（reinforced 

responses），係指總壓桿數當中，反應時距大於特定秒數的壓桿次數總和。第三

項是未得酬賞之反應（non-reinforced responses），係指總壓桿數減去得酬賞之反

應的部份。第四項是促發反應（burst responses），係指總壓桿數當中，反應時

距小於2秒的壓桿總數。第五項是高峰頻率（peak rate），係將時距大於4秒的壓

桿反應，每4秒之反應時距計算1次反應次數總和（IRT-3秒～IRT-6秒、IRT-4秒

～IRT-7秒、依此類推）並定義為1個區域（block）。將各區域的反應次數總和

進行比較並且取總和最多的區域，再將該區域的反應總和數目除以4，即可得到

高峰頻率。第六項是高峰時間（peak time），係指利用高峰頻率在IRT曲線圖當

中所座落在區域的4個反應時距，將每個壓桿反應之時距的加總，在將這個時距

的總和除以該區域的壓桿總數，此平均值就稱為高峰時間。  

在FI作業中，此系統可以記錄3項不同的依變項。第一項是總壓桿數（Total 

responses），係每次實驗時間內的總壓桿數。第二項是得酬賞之反應（reinforced 

responses），係壓桿後得到酬賞物的反應次數。第三項是得酬賞後反應暫停

（PRP），係指得酬賞之壓桿反應後至下一次壓桿反應的時間間距。 

 

自發性活動量行為測試儀器 

 自發性活動量行為測試儀器包含 45 cm × 45 cm × 36 cm 黑色壓克力箱、感

光耦合元件（Charge Coupled Device，簡稱 CCD）、A/D 轉換器。CCD 架設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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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壓克力箱底部 52 cm 高的支架上，其功能可以追蹤動物受試在壓克力箱內的

影像位置。此儀器可記錄的依變項指標分為兩項：第一項水平動作（number of 

horizontal movements），利用 CCD 取得動物影像位置前後兩次 x-y 座標位置，其

差距大於 1.6 公分者稱為水平動作。第二項總移動距離，係指動物受試於實驗嘗

試期間在壓克力箱內的行走移動總距離，記錄單位為公釐（mm）。 

 

三、藥物 

 本研究所進行的韁核破壞操弄係採興奮性神經毒素鵝膏蕈酸（TOCRIS, 

Bristol. U. K.）進行之，其製備的濃度為 10 μg / μl。此藥物的製備均在相關實驗

使用前進行之，將 10 mg 之鵝膏蕈酸溶於 0.8 ml 的生理食鹽水（saline），先充分

攪拌至粉粒物溶解後，再漸進的加入 0.1 ml 的氫氧化鈉（1 M）溶液及 0.1 ml 的

鹽酸（1 M），使之接近中和（pH = 7.4）。 

 

四、操作式壓桿行為訓練的基本實驗程序 

    本論文實驗的大鼠受試皆需要接受壓桿得酬賞物的基本訓練。受試飼養至平

均體重介於350至450克的範圍之內，即進行剝奪飲水的程序。約經過10天後，進

行制約箱內漸進式訓練壓桿行為的塑形（shaping）訓練，使受試習得在制約箱

內壓桿可以得增強物。前3天將讓受試熟悉制約學習箱內環境，並且在實驗時間

內平均每20秒於不鏽鋼盛水盤內注入水滴，這與酬賞時制毫無關係。然後進行為

期10天的連續性增強作業，即受試每做出一次壓桿反應就可以得到一次增強物

（如FR-1增強時制），此階段每受試實驗時間皆為每天15分鐘。 

 待上述基本訓練完成之後，即可進行DRL-10的習得程序。在DRL-10秒作業

的習得程序中，受試先進入DRL-5秒作業的學習。習得此作業的判斷標準為整體

平均總壓桿數在200次的範圍內，且此變項連續3天的變異量不出過10%（約需15

天訓練）（Chang, Liao, Lan, & Shen, 2000），即進入DRL-10秒作業的習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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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L-10秒作業的習得標準有兩點：第一點為總壓桿數整體平均在120次的範圍

內，並且連續3天的變異量不超過10%（約需30天訓練）；第二點為Modified 

Response Efficiency（MRE值）大於0.45（Cheng, MacDonald, Williams, and Meck, 

2005），該參考值是得酬賞反應次數與總壓桿次數減去促發反應次數的比值。

DRL-10秒作業每天每受試訓練時間為15分鐘。 

 另外，FI-30秒作業的習得程序也是待前述基本壓桿訓練完成之後才得以進

行。在FI-30秒作業的習得程序中，大鼠受試先進入FI-10秒作業的學習。習得此

作業的判斷標準為整體平均壓桿總數在400次的範圍內，且此變項連續3天的變異

量不出過10%（約需15天訓練），即進入FI-30秒作業的學習。FI-30秒作業的習

得標準為總壓桿數整體平均在300次的範圍內，並且連續3天的變異量不超過10%

（約需30天訓練）（Chang, Liao, Lan, & Shen, 2000）。此階段的訓練時間都是每

天每受試15分鐘。 

 

五、腦部破壞手術 

    大鼠受試接受腹腔注射麻醉劑巴比托鹽（sodium pentobarbital, 40 mg/kg）。

待麻醉後剃其顱毛，並將其頭部固定於腦部立體定位儀（stereotaxic apparatus, 

DKI-900）上。頭部消毒後，切開頭皮並去除結締組織，使頭蓋骨露出，以囪門

（bregma）作為定位座標的原點。依據 Paxinos 與 Waston（1986）之圖譜，韁核

與囪門之前後距離、側邊距離及深度距離之座標分別為-3.6 mm、±0.7 mm、-4.8 

mm，於韁核上方 1.0 mm 的立體座標處緩緩植入雙側鋼管（材質為 SUS 304，規

格為外徑 0.63 mm 以及厚度 0.15 mm），再於目標區以注射針頭（規格 31 號）進

行顱內神經毒素鵝膏蕈酸注射。 

    注射針頭的一端以聚乙烯管（PE20）連接於微量注射筒（Hamilton 

microsyringe, 2.0 μl）之上。在注射前先將聚乙烯管和注射筒吸滿生理食鹽水，再

把 0.3 μl 製備的神經毒素由注射針吸入聚乙烯管內，並以一小段氣泡隔開此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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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前吸入之生理食鹽水，以避免發生稀釋。當微量注射開始時，先將注射針頭

插入鋼管，並使其針頭突出於所埋置鋼管底部 1.0 mm，然後以緩慢推動的方式

同時將神經毒素於兩側的鋼管注入目標區中。注射速率為每分鐘 0.3 μl，藥物注

射完後，將注射針留置在鋼管內原處 5 分鐘之後，再將注射針緩緩取出， 以使

藥物充分注入預定的韁核目標區。藥物注射後將傷口縫合及消毒清理，並於大鼠

受試腿部肌肉注射抗生素（penicillin, 60,000 單位），以預防手術後的傷口發炎與

感染。控制組僅以生理食鹽水進行顱內注射至目標區，除此之外的手術步驟均等

同於上述實驗組。受試在手術後經歷一週復原後，才接受各項行為測試。 

 

六、組織學檢驗 

    待所有行為實驗完成後，將進行灌流程序以做組織切片檢驗。首先實驗動物

接受腹腔注射麻醉劑巴比托鹽，待其麻醉後將胸腔切開，剪開右心房使血液釋

出，再由左心室注入 0.9％的生理食鹽水，直到血液幾乎被生理食鹽水取代後，

再以 37％的福馬林緩衝液（formalin buffer）替代生理食鹽水灌入左心室，待受

試眼球呈現白透明狀與肌肉僵硬變直。將受試腦部取出，並浸泡於福馬林與蔗糖

混合的保存液中，放入冰箱冷藏至少一週，待大腦硬化即進行切片和染色處理。

切片時將鼠腦固定於低溫冷凍切片機（Leica, JUNG CM1800），以 40 μm 之厚度

做冠狀切片（coronal section），依前後順序將取下的切片至於經蛋白膠處理

（coating）的載玻片上。以 Cresyl violet 作為染料進行染色，只有腦部破壞手術

位置正確的受試資料才進行統計分析。 

 

七、統計方法 

 本論文的實驗皆採受試者間設計。針對實驗一自發性活動量所收集的實驗資

料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而 DRL 作業或是 FI 作業的各項依變項指標採用合適

的混和設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統計考驗的第一類錯誤率（α值）均定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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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使用 StatSoft Inc.公司所發行的統計軟體 Statistica 6.0 分析所得的實驗資

料。至於繪圖軟體則採用 SPSS. Inc.公司所發行的繪圖軟體 SigmaPlot 2001 進行

所有實驗結果的繪圖。所有實驗結果的圖示，均以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誤（S. 

E. M）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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