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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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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研究利用操作式制約行為 (operant conditioned behavior) 來探討動物學習的

神經與行為機制，其中也不乏許多心理藥理學上的研究。相對於操作式制約行為

理論在學習與藥理研究議題上的應用，探討操作式制約行為本身的內涵本質就較

少著墨，例如：「時間因素」以及「習得歷程的神經機制」是了解操作式制約行

為的兩個重要基本面向，對於行為的深度與廣度而言是非常值得做更深入的討

論。本研究所關注的區辨性增強低頻反應作業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low-rate responding task；簡稱 DRL 作業) 為一與時間相關聯之操作式制約行為

作業，而 DRL 作業除了涉及計時的成份外，尚有行為抑制的成份在內 (Bizot, 

1998;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DRL 作業廣泛應用於計時機制 (Cheng 

& Liao, 2007; Liao & Cheng, 2005; McAuley, Miller, & Pang, 2006)、行為抑制 

(Compton, Slemmer, Drew, Hyman, Golden, Balster, & Wiley, 2001)、或藥理操弄 

(Bizot, 1998; McClure & McMillan, 1997) 的研究上，但由於 DRL 作業同時涉及

了計時與行為抑制的行為成分，故對其行為內涵仍無一致性的解釋 (Bizot, 

1998)。故本論文針對 DRL 行為作業，以免疫組織化學法 (immunohistochemistry) 

的技術，測量 DRL 作業在學習不同階段之相關大腦區塊的 c-Fos 表現，以此探

討該行為之習得歷程所涉及的相關神經機制，藉此提供解讀 DRL 行為本質的基

礎。 

本研究將對 DRL 行為作業之習得歷程作更深入的探討，故應先對學習歷程

的基本神經機制、與早期立即基因之關係做一概念上的了解，之後再根據先前的

相關文獻，整理出操作式制約行為之習得與早期立即基因的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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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分子神經機制 

長期記憶的形成需要依靠突觸間結構、與效能上的改變所致 (Baily & 

Kandel, 1993)，而這樣的過程，往往都需要新的蛋白質合成 (Davis & Squire, 1984; 

Matthies, 1989)。蛋白質的合成需要基因的轉錄。在學習與記憶的過程中，基因

的表現可透過神經傳導素 (neurotransmitter)、賀爾蒙 (hormone)、或神經養育因

子 (neurotrophic factor) 受體的啟動而活化特定之第二信差 (second messenger) 

訊息傳遞和蛋白質磷酸化的路徑，其中 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 的磷酸化，對長期記憶之形成最為關鍵 (Silva, Kogan, Frankland, & Kida, 

1998)。而後長期記憶的穩固也同樣需要啟動基因的表現 (Clayton, 1997; 

Tischmeyer & Grimm, 1999)，其中第一個步驟就是啟動誘導式轉錄因子 

(inducible transcription factors, ITFs)，而早期立即基因 (immediate early genes, 

IEGs) 就是最被廣泛研究的 ITFs (Bertania-Anglade, Tramu, & Destrade, 2000)。這

些早期立即基因包括 c-fos、fra-1、fra-2、fos-B、c-jun、jun-B、jun-D、krox-20、

和 zif/268 (Tischmeyer & Grimm, 1999)，其中以 c-fos 的研究最為完善 (Herrera & 

Robertson, 1996)。透過 c-Fos 蛋白的免疫反應，可以標定出被激活的神經元 

(Morgan & Curran, 1991; Sheng & Greenberg, 1992)；例如在多種不同的學習與行

為表現、感覺刺激、或壓力狀況下，均可發現動物腦中有因應之早期立即基因表

現量的增加 (Clayton, 2000; Kaczmarek & Chaudhuri, 1997; Herdegen & Leah, 

1998; Tischmeyer & Grimm, 1999)。若以基因剔除法剔除掉小鼠神經系統中的

c-fos 表現，會導致長期記憶的損壞 (Fleischmann et al., 2003)。故欲探討學習與

記憶之相關神經機制，可透過早期立即基因的表現做為神經元活動的指標。 

 

操作式制約行為與早期立即基因之關係 

制約行為的學習訓練過程中，相關之神經組織會引發早期立即基因的表現。

在一些古典式制約作業中，動物受試經過單一階段的訓練後，不同的大腦區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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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早期立即基因的反應 (Tischmeyer & Grimm, 1999)。而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同

樣也可以引發早期立即基因的表現。Bertaina-Anglade、Tramu、和 Destrade (2000) 

以固定比率作業 (fixed ratio task) 的 FR-1 作業，研究小鼠在行為習得的不同階

段腦中 c-Fos 表現的分佈。結果發現在學習的第一天，實驗組海馬迴的 CA3 區

域、前扣帶迴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枕葉皮質 (occipital cortex)、以及頂葉

皮質 (parietal cortex) 的 c-Fos 表現明顯高於控制組；在學習階段的第二天，實

驗組海馬迴的 CA1、CA3、以及齒狀迴 (dentate gyrus) 區域，和內嗅皮質區 

(entorhinal cortex)、後側扣帶迴 (posterior cingulated cortex)、尾核殼核 (caudate 

Putamen)、和腹側下腳 (ventral subiculum) 的 c-Fos 表現明顯高於控制組；在學

習完成的當天（第五天），實驗組和控制組在這些大腦區域的 c-Fos 表現並沒有

差異。由上述操作式制約行為的學習可得知，相關神經區域在學習或行為訓練的

初期，會呈現出較高的早期立即基因反應，而這些早期立即基因的表現會隨著學

習、或訓練時間的增加而逐漸減少。這種隨著過度訓練 (overtraining) 而使腦中

早期立即基因表現量下降的現象，也可從其他種類的行為訓練中看到；如氣味區

辨作業 (Hess, Lynch, & Gall, 1995) 和動作學習 (Kleim, Lussnig, Schwarz, 

Comery, & Greenough, 1996)。Svarnik、Alexandrov、Gavrilov、Grinchenko、和

Anokhin (2005) 也以 FR-1 的行為作業觀察不同學習階段腦中 c-Fos 的表現。實

驗設計上將大鼠受試分為三組，分別為控制組 (control group)、習得組 

(acquisition group)、和表現組 (performance group)，並觀察 retrosplenial 和 motor 

cortex 在這三個學習階段的 c-Fos 表現，結果發現和壓桿行為習得相關的

retrosplenial cortex 在學習過程中都有較高的 c-Fos 表現，而 motor cortex 無論在

哪一階段都和控制組沒有差異。 

綜合上述研究，以不同程度的行為表現將操作式制約行為之習得歷程做一時

間點上的分割，研究者將可透過早期立即基因的表現來探討不同時間點上大腦區

塊的活動情形，並藉此建立出行為習得歷程相關之神經機制的變化。然而 FR-1

作業只反映出基本的壓桿得酬賞之行為成份，並無涉及到較高階的行為認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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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故本研究運用同樣的邏輯思維，嘗試以不同的行為表現將 DRL-10 秒作業之

習得歷程作時間點上的分割，並以 c-Fos 蛋白的表現探討不同時間點上相關大腦

區塊之活動情形，以此探討 DRL-10 秒作業習得歷程之神經機制。而我們可根據

DRL 作業之行為內涵，將該作業區分為不同的行為表現，藉此定出 DRL 作業習

得歷程之不同時間點。以下將對 DRL 行為作業做一簡單的介紹。 

 

區辨性增強低頻反應作業 

區辨性增強低頻反應作業（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low-rate responding 

task, 簡稱 DRL 作業）的設定是以兩次壓桿反應間有一特定之時間標準值，受試

必須於超過該時間標準值後壓桿才能得到增強物。反之，若低於該時間標準值壓

桿，除了不會得酬賞外，壓桿得酬賞的作業時間也會重新計算。以 DRL-10 秒作

業為例，受試壓桿的時間必須與上一次壓桿至少間隔十秒、或大於十秒的時間才

會得酬賞；若受試提早於十秒前壓桿，該壓桿反應不會使受試得到增強物，且作

業程式會重新計算十秒的時間以提供下一個可獲酬賞的機會。由於這種重新設定

時間的作業要求特性，使得受試的壓桿頻率大幅降低，因此 DRL 作業的表現除

了基於個體的時間知覺外，行為抑制也是 DRL 作業表現的一個重要行為成分。 

在 DRL 作業的情境中，受試必須同時進行「行為抑制」 (behavioral inhibition) 

和「計時」 (timing) 的行為歷程 (Kramer & Rilling, 1970; Popke, Fogle, & Paule, 

2000)。於行為藥理學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為了探討藥物對行為抑制的影響，

而將 DRL 作業之行為表現視為行為抑制、或行為衝動的指標 (Bardo, Cain, & 

Bylica, 2006; Compton, Slemmer, Drew, Hyman, Golden, Balster, & Wiley, 2001; 

Higgins, Ballard, Huwyler, Kemp, & Gill, 2003; Peterson, Wolf, & White, 2003; 

Sanger, 1992)；也有研究者著重 DRL 作業需要受試計時的特性，以該行為作業做

為研究藥物對時間知覺改變上的指標 (Cheng & Liao, 2007;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 Costa, Bueno, & Xavier, 2005; Liao & Cheng, 2005; McAuley,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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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g, 2006; Popke, Mayorga, Folgle, & Paule, 2000; Wiley & Willmore, 2000)。而

DRL 作業本身具有有兩種不同的行為指標—促發反應 (burst response) 和高峰時

間 (peak time) 可以分別反映出行為抑制、和時間知覺這兩種不同的行為成份 

(Liao & Cheng, 2005;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若將受試在 DRL 作業中

每一次壓桿的時間間隔繪製成一個累計次數圖，就可以得到反應時距分佈曲線 

(inter-response time distribution curve，簡稱 IRT 曲線)。以 DRL-10 秒作業為例，

該作業的 IRT 曲線會出現兩個高峰，第一個高峰出現在時距小於二秒的區域內，

而該區域範圍即反映出受試的促發反應。歷來的學者認為促發反應與受試的時間

知覺較無直接關聯，可各視為一個獨立的變項，或分別反映出受試的行為抑制能

力與行為衝動程度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 Kramer & Rilling, 1970; 

Sanger, 1992)。第二個高峰則位於九至十一秒的區域內，該區域範圍即代表高峰

時間的行為指標，可以反映出受試時間知覺的準確程度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 Liao & Cheng, 2005; Kramer & Rilling, 1970)；而高峰時間的左移或右

移（IRT 曲線的左移或右移）即代表時間知覺的變快或變慢 (Cheng & Liao, 2007;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 Liao & Cheng, 2005)。DRL-10 秒作業之 IRT 曲

線如圖一所示。 

雖然 DRL 作業的行為表現同時包含行為抑制和計時兩種行為成份，但對於

這兩種行為成份尚未有明確的神經機制解釋之。故本研究將 DRL-10 秒作業之習

得歷程區分為「行為抑制」與「計時」兩種不同行為表現階段，以免疫組織化學

法的技術標定其相關腦部解剖區域之 c-Fos 反應，藉此建立 DRL-10 秒作業習得

歷程的神經機制。以下將整理過去與「行為抑制/衝動行為」與「時間知覺」相

關之研究文獻，分別探討兩種行為之相關神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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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抑制/衝動行為之相關神經機制 

一般來說，衝動行為的操作型定義是指個體選擇小而立即的酬賞，而非大而

延宕的酬賞；或選擇大而延宕的損失而非小而立即的損失 (Evenden & Ryan, 

1996; Ho, Mobini, Chiang, Bradshaw, & Szabadi, 1999; Wolff & Leander, 2002)。

Evenden (1999) 認為衝動行為並沒有特定的神經生物的基礎，且從心理學、精神

醫學、和動物行為的研究中發現衝動行為受到許多不同神經化學機制所影響。故

「衝動」是受到許多不同的、且獨立的因素交互作用而調節出的行為。Evenden 

(1999) 提出可藉由測量動物受試的「行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和「行

為計時」(behavioral timing) 來研究衝動的行為層面，而這兩種行為指標在 DRL

作業的習得歷程中扮演重要的腳色。雖然衝動的行為模式會隨著作業的不同而有

著多樣性的樣貌與定義 (Evenden, 1999)，但大致上可藉由「行為抑制」、與「延

宕酬賞」(delay of reward) 這兩種類型的行為作業加以測量；「行為抑制」是指在

反應訊號出現之前，受試抑制自己行為反應的能力；「延宕酬賞」是指受試偏好

大而延宕的酬賞，而非小而立即的酬賞 (Blokland, Silk, & Lieben, 2005)。根據上

述兩種行為模式，以下探討衝動行為的相關神經機制。 

 

（一）、 五-色胺酸系統 

Soubrie (1986) 以行為藥理的方式操弄動物的五-色胺酸系統 (serotonin，簡

稱 5-HT)，發現該種神經傳導素和行為控制的關係。在正常狀況下，受試會因為

懲罰 (punishment) 而抑制某種特定的行為；若以藥物減低 5-HT 的量，這種由懲

罰而產生的行為抑制會因此而減弱，這樣的操弄也常被用來說明抗焦慮藥物的效

果。相對地，促進 5-HT 的藥物會增強由懲罰而產生的行為抑制。因此，Soubrie 

(1986) 認為 5-HT 的神經元扮演著行為抑制的功能，其神經傳導素的量多寡決定

著一種行為是否要進行或是抑制。Soubrie (1986) 推論自殺行為、暴力行為、強

迫行為、或酒癮的患者其腦脊液中的 5-HIAA (5-HT 的主要代謝物) 的含量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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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正常人低。Linnoila、Virkkunen、George、和 Higley (1993) 也發現腦脊液中

5-HIAA 的含量和衝動的控制是有關的；Mehlman 等人 (1994) 發現腦脊液中

5-HIAA 含量較低的雄性恆河猴會表現出暴力性的攻擊行為，且於森林間移動時

會做出風險性較高的跳躍動作。由上述實証可知 5-HT 系統在調節衝動行為上扮

演一重要的角色。 

延宕折扣作業 (delay discounting) 是目前研究衝動行為普遍使用的延宕酬

賞作業 (Evenden & Ryan, 1996)，該作業為一種工具性制約的動物模型。在操作

式制約箱中有兩個伸縮式的壓桿，其中一個為「低酬賞壓桿」，另一個為「高酬

賞壓桿」。動物受試壓低酬賞壓桿可得一顆食物粒，壓高酬賞壓桿則可得較多的

食物粒，但高酬賞壓桿所給予酬賞的延遲時間會隨著訓練天數而增加。實驗過程

中會包含強迫選擇 (force choice) 以及自由選擇 (free choice) 程序。強迫選擇程

序是在每次嘗試次中只呈現固定次數，且次數相等的低、高酬賞壓桿，讓動物受

試學習不同壓桿的酬賞價值。而自由選擇程序則是在實驗中與強迫選擇程序交替

出現，此時同時呈現兩個壓桿，動物受試可自由選擇其中之一作反應。假若受試

對高酬賞壓桿反應的延宕反應時間較短，就代表受試表現出較為衝動的行為；若

受試對高酬賞壓桿反應的延宕反應時間較長，即代表受試表現出行為上的自我控

制 (self-control) (Wolff & Leander, 2002)。在延宕折扣作業中也發現行為表現和

5-HT 神經傳導素的相關。Wolff 和 Leander (2002) 發現長期注射一種專屬於血清

素回收抑制劑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簡稱 SSRI)，如 fluoxetine 和

citalopram，會逐漸增加受試延宕反應的時間去獲得較高的酬賞；若以 5-HT1A的

促進劑，8-OH-DPAT，搭配 fluoxetine 長期注射也會得到相同的實驗結果。 

與注意力相關的 5-choice serial reaction time task (5-CSRT) 行為作業，也被

用來研究行為抑制的機制。該作業將受試置於學習制約箱，箱中某一面內壁有五

個小燈光，分別顯示在其相對應之食物盤上方。每一次嘗試次都固定呈現某一位

置的燈光刺激，受試必須要在燈亮後五秒內去對該燈光刺激之相對應食物盤做探

頭 (nose poke) 反應，方能得到酬賞。每兩個嘗試之間有五秒鐘的時間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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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rial interval)，若受試在五秒的時間間距中對食物盤作反應則不會得到酬

賞，且將其反應紀錄為一次「過早的反應」(premature response)，該反應可當作

行為抑制的指標 (Winstanley, Eagle, & Robbins, 2006)。5-CSRT 作業也同樣會受

到 5-HT 的影響；在腦室內注射 5-HT 的神經毒素 5, 7-dihydroxytryptamine（簡稱

5, 7-DHT）會增加該作業的過早反應 (Harrison, Everitt, & Robbins, 1997; Harrison, 

Everitt, & Robbins, 1999)。 

除了折扣延宕作業和 5-CSRT 作業之外，「go/no go」、和「停止訊號反應時

間」 (stop-signal reaction time，簡稱 SSRT 作業) 作業也是常用來探討行為抑制

歷程的作業。這兩種作業的相同之處在於受試必須學會「go」、和「stop」的訊

號刺激，並於「go」呈現時執行反應，「stop」呈現時終止其反應 (Winstanley, Eagle, 

& Robbins, 2006)。Harrison、Everitt、和 Robbins (1999) 發現將 5, 7-DHT 注入大

鼠受試的腦室中會破壞go/no go作業的習得與表現；但Carli和Samanin (2000) 卻

發現 5-HT1A的促進劑 8-OH-DPAT 會增加受試在 5-CSRT 作業中的衝動反應。 

反應時間作業 (reaction time task，簡稱 RT 作業) 也可用來當作衝動的行為

作業指標。以 Blokland (1998) 的實驗為例，首先將動物受試置於有兩個伸縮式

壓桿的操作式制約箱中，受試必須先學會觸碰食物盤的嵌板使位於食物盤左右兩

側的壓桿送出（以大白鼠為例，通常是用鼻尖去觸碰嵌板）；當壓桿送出時，位

於其上方的燈光刺激就會啟動，此時受試必須去對該壓桿作反應方能得到酬賞

物。當學會上述的學習階段後，接下來受試必須學會觸碰嵌板一段時間，直到壓

桿出現時才可離開嵌板去對壓桿作反應，這段時間稱為「保留時間」 (hold 

duration)，通常為 0.5 到 1.0 秒不等。在保留時間結束時會出現聲音訊號的刺激；

高頻的聲音刺激 (10 kHz; 80 dB) 代表左側壓桿的呈現，低頻的聲音刺激 (2.5 

kHz; 80 dB) 則代表右邊壓桿的呈現。直到該階段學習到達穩定，保留時間將會

增至 0.6 到 1.5 杪不等，此時才開始行為作業的測試。Blokland、Sik、和 Lieben 

(2005) 以 RT 作業測試 DOI（5-HT2A/C 受體之促進劑）、8-OH-DPAT（5-HT1A受

體之促進劑）、安非他命 (d-amphetamine)；兒茶酚胺類神經傳導素之回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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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和 eticlopride（多巴胺 D2 受體之抑制劑）五種藥物對大白鼠衝動反應的影響。

研究者測量三種RT作業的行為指標，分別為 (1) 過早反應 (premature responses)

（在聲音刺激出現之前，受試就將鼻尖移開食物盤的次數），(2) 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從聲音刺激的呈現到受試從食物盤移開鼻尖的時間），(3) 動作時

間 (motor time)（受試鼻尖離開食物盤到壓桿反應的時間）。結果發現以腹腔注射

的方式注射低劑量的 DOI (0.1 mg/kg) 會導致受試過早反應的增加，而

8-OH-DPAT 則會隨著劑量的增加 (0.1 mg/kg; 0.3 mg/kg) 而減低受試過早反應的

次數。從上述實驗可推論 5-HT1A、或 5-HT2A/C 受體都可能參與了行為衝動的歷

程，雖然這些實驗都證明了 5-HT 系統和衝動行為或行為抑制的關係，但彼此間

之關係也因 5-HT 系統的複雜性、或行為作業的差異而有不一致的結果。 

在 5-HT1A受體的研究上，Carli 和 Samanin (2000) 發現 0.1 mg/kg 的

8-OH-DPAT 會增加 5-CSRT 作業中的衝動反應；Poulos、Parker、和 Le (1996) 在

延宕酬賞作業中發現低劑量的 8-OH-DPAT (0.006-0.03 mg/kg) 會增加選擇立即

得酬賞的反應，高劑量的狀況下 (0.06 mg/kg) 則會增加選擇延遲酬賞的次數；

而 Bizot、Le Bihan、Puech、Hamon、和 Thiebot (1999) 則發現 8-OH-DPAT 的注

射會增加受試選擇大而延宕的酬賞次數，Winstanley、Theobald、Dalley、和 Robbins 

(2005) 在折扣延宕作業中也有類似的發現。相較於 5-HT1A受體，5-HT2A受體似

乎較有一致性的結果。在不同的衝動行為作業中，5-HT2A受體的活動似乎都和

行為的衝動性有關 (Blokland, Sik, & Lieben, 2005; Koskinen, Ruotsalainen, 

Puumala, Lappalainen, Koivisto, Mannisto, & Sirvio, 2000; Koskinen, Ruotsalainen, 

& Sirvio, 2000)。Evenden 和 Ryan (1999) 發現在延宕酬賞作業中，1.0 mg/kg 的

DOI 會促進受試選擇小而立即的酬賞；Koskinen、Ruotsalainen、和 Sirvio (2000) 

發現以皮下注射的方式注射低劑量的 DOI (0.05 和 0.1 mg/kg) 會增加大鼠受試在

5-CSRT 作業中的過早反應，但是對受試的基本活動量並不造成影響。 

大腦中 5-HT 系統是相當地複雜，除了有兩條來自中腦 (midbrain) 的不同投

射路徑外，目前已知至少有 14 種 5-HT 受體的次型態存在 (Barnes &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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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雖然 5-HT 系統被廣泛地接受與衝動行為有關 (Dalley, Theobald, Eagle, 

Passetti, & Robbins, 2002)，但仍有 5-HT 和其他神經傳導素系統共同作用在衝動

行為上的研究證據，如 5-HT 和多巴胺的互動 (Winstanley, Eagle, & Robbins, 2006; 

Winstanley, Theobald, Dalley, & Robbins, 2005)、或 5-HT 和正腎上腺素系統 

(noradrenergic system) (Koskinen, Haapalinna, & Sirvio, 2003)。由此可知 5-HT 系

統作用在衝動行為上的複雜性。 

 

（二）、 海馬迴 (hippocampus) 

海馬迴接收大量中央縫合核的 5-HT 投射 (Nestler, Hyman, & Malenka, 

2001)；若以 5, 7-DHT 注入中央縫合核，會導致海馬迴中 5-HT 減少大約 64%的

量 (Fletcher, 1995)。中央縫合核的 5-HT 神經元活動和行為抑制的調控有關，且

該神經區塊的 5-HT 主要投射至海馬迴中，故海馬迴的活動可能也涉及到行為抑

制的歷程。在衝動選擇作業中，毀除海馬迴的大鼠受試會表現出較衝動的選擇，

較偏好小而立即的低價值酬賞 (Cardinal, 2006; Cheung & Cardinal, 2005)；且海馬

迴的毀除並不會影響受試對酬賞物價值的衡量 (Gilbert & Kesner, 2002)。在 DRL

作業的研究中也發現毀除不同的海馬迴組織會對該作業之行為表現造成影響，如

中膈 (septum) (Brookes, Rawlins, Gray, & Feldon, 1983)、穹隆 (fimbria fornix) 

(Ramirez, Martin, McQuilkin, MacDonald, Valbuena, & O`Cornnell, 1995)、和鼻外

皮質區 (entorhinal cortex) (Port, Parsons, Curtis, & Seybold, 1990)。而中膈的破壞

並不會使 IRT 曲線產生明顯的左右移動現象，但是反應效能 (efficiency)（得到

增強物的壓桿次數除以總壓桿次數）顯著低於控制組。這代表中膈的破壞並不影

響 DRL 作業中的時間知覺，只是反應效能受到影響，有可能是受試的行為抑制

功能受到中樞破壞所導致的現象。Sinden、Rawlins、Gray、和 Jarrard (1986) 以

鵝膏蕈酸 (ibotenic acid) 毀除海馬迴本體（CA3 區域和下腳 (subiculum)），發現

對於 DRL-12 秒作業的學習會造成破壞，而該行為反應的結果和破壞中膈的結果

類似，均不影響時間知覺，但反應效能均比控制組低；Bannerman、Yee、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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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upel、和 Rawlins (1999) 以 NMDA 毒壞海馬迴細胞的功能，也同樣對 DRL-18

秒作業的學習有明顯的影響。故海馬迴中某些次級區域可能負責行為抑制的功

能，而某些次級區域可能負責時間知覺的功能。除了上述的中樞破壞研究之外，

Young 與 McNaughton (2000) 利用單細胞紀錄法 (single cell recording) 觀察大鼠

受試在進行 DRL-15 秒作業的同時，其海馬回內的神經電生理反應。該研究在海

馬回 CA1 和 CA3 區域歸納出三大類的細胞，分別為時間細胞群 (timing cluster)、

行為抑制細胞群 (behavioral inhibition cluster)、和反應動機細胞群 

(response/reward cluster)。其中行為抑制細胞群在受試壓桿之後維持較高的反應

頻率，而該反應頻率會一直持續到下一次壓桿前三秒才會急遽下降，並於壓桿反

應的同時表現出最低反應頻率。該研究者推論海馬回中的行為抑制細胞群在作業

要求時間未到前，是負責「抑制」壓桿的反應，直到逐漸接近作業要求時間時才

會解除抑制的功能。 

 

（三）、 依核核區 (nucleus accumbens core) 

依核接收來自額葉、海馬迴、和杏仁核的訊息，並將之投射至動作輸出的相

關腦區，如尾核 (caudate) 和殼核 (putamen) (Haber, Fudge, & McFarland, 2000)，

故依核可視為邊緣系統與動作系統的交界 (limbic-motor interface)，使邊緣系統

的神經區域透過依核來影響行為的輸出 (Mogenson, Jones, & Yim, 1980)。 

越來越多證據指出依核 (nucleus accumbens，簡稱 NAcc) 有參與衝動行為的

調節。依核的毀除會增加大鼠受試對酒精的過度攝取，並且增加受試的衝動性 

(Johansson & Hansen, 2000)。以興奮性毒素毀除依核核區，會增加大鼠受試在延

宕折扣作業中的衝動行為 (Cardinal, Pennicott, Sugathapala, Robbins, & Everitt, 

2001) 和 5-CSRT 作業中的過早反應 (Christakou, Robbins, & Everitt, 2004)；

Winstanley、Theobald、Dally、和 Robbins (2005) 以 6-OHDA 毀除大鼠的依核，

並以折扣延宕作業建立依核毀除後的衝動行為模型。之後他們以 d-安非他命和

5-HT1A的促進劑 8-OH-DPAT、以及 5-HT1A的拮抗劑 WAY 100635 操弄該衝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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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發現依核中的 5-HT 和多巴胺的互動控制著衝動行為的產生。Cardinal 和

Howes (2005) 發現依核核區被破壞的大白鼠，其處理酬賞物價值的能力維持正

常，也就是受試仍然能區辨酬賞量的大小變化，仍然偏好高價值之酬賞物；不過

對酬賞物的延宕給予則相當敏感。當高價值的酬賞物增加延宕給予的時間，牠們

就會選擇小而立即之低價值酬賞物。 

除了折扣延宕作業之外，DRL 作業也可以用來測量類似衝動的行為 

(Evenden, 1999; Monterosso & Ainslie, 1999)。Pothuizen、Jongen-Relo、Feldon、

和 Yee (2005) 發現在不影響大鼠受試的動機之下，依核核區的毀除會增加大鼠

受試的衝動行為，因而破壞了 DRL 作業的表現；但毀除依核殼區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並不會對衝動行為有所影響，故 DRL 作業的表現不會受到該神

經區塊的毀除而受到破壞。 

 

（四）、眶眼皮質 (orbitofrontal cortex)  

眶眼皮質屬於前額葉皮質 (prefrontal cortex) 的一部份，有大量神經投射至

依核核區，而眶眼皮質也和酬賞物價值的評估有關 (Cardinal, Winstanley, Robbins, 

& Everitt, 2004)。依核核區和行為衝動的調節有關，而眶眼皮質和依核核區間有

大量的神經投射，故眶眼皮質可能藉由和依核核區的神經網路連結來調控行為的

衝動性。Mobini、Body、Ho、Bradshaw、Szabadi、Deakin、和 Anderson (2002) 發

現在進行衝動選擇作業之前，眶眼皮質被破壞的大鼠受試在作業中會表現出比控

制組更多的衝動選擇行為。 

衝動性是許多精神疾病構成的要素，如 ADHD、躁症 (mania)、和藥物濫用 

(substance abuse)；其中 ADHD 患者在行為抑制的功能上有嚴重的缺失，並在許

多行為作業中表現出較高的衝動性 (Winstanley, Eagle, & Robbins, 2006)。相較於

正常孩童，ADHD 的孩童在 SSRT 作業中表現出較慢的反應抑制，在 go/no-go

作業中的「no go」嘗試次時也較不能抑制”go”的反應 (Nigg, 1999)；Solanto 等

人 (2001) 也發現 ADHD 的孩童在折扣延宕作業中偏好選擇小而立即的酬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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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行為抑制能力和較多的衝動選擇可以反應出 ADHD 患者的核心症狀，而

衝動行為的神經生理機制也可藉由對 ADHD 患者的研究進行更深入的了解。 

Hesslinger、Tebartz van Elst、Thiel、Haegele，Hennig、和 Ebert (2002) 以腦

照影的技術發現 ADHD 患者的眶眼皮質之體積較一般正常人小；而腹部內側額

葉皮質 (ventromedial frontal cortex) 損傷，包含眶眼皮質在在內，會導致患者在

愛荷華賭博作業 (Iowa gambling task) 中做出風險較高的決策 (Bechara, 

Damasio, Damasio, & Anderson, 1994; Bechara, Damasio, Damasio, & Lee, 1999)，

而這樣的行為和患者的衝動性增加有關。「短視近利」 (myopia for the future) 

(Damasio, 1994)、或「欠缺預先設想」 (lack of premeditation)—即在行動之前並

沒有預先設想該行動所產生的後果，是衝動行為的某一組成元素，而這種短視進

利的衝動行為和決策判斷的表現不佳有關 (Zermatten, Van der Linden, 

d`Acremont, Jermann, & Bechara, 2005)，故決策判斷有涉及衝動性的成份在內，

且受試的衝動性決定著決策判斷的表現。 

 

（五）、 額葉—紋狀體神經迴路 (frontostriatal circuit) 與行為抑制 

從上述與行為衝動、行為抑制之相關神經區塊探討，可以大略看出額葉皮質

和依核的活動調節著行為衝動與行為抑制。許多與衝動或行為抑制相關的精神疾

病、或藥物濫用都和額葉—紋狀體迴路的功能異常有關 (Jentsch & Taylor, 1999; 

Robbins, 2000)。一般而言，ADHD 的病因是前額葉皮質的活動異常所導致的 

(Castellanos & Tannock, 2002)，但也有廣泛的腦功能照影證據指出 ADHD 並不只

是前額葉皮質的異常，基底神經節 (basal ganglia) 在 ADHD 的病因中也扮演的

重要的腳色 (Sergeant, 2000)。Vaidya 等人 (1998) 以功能性磁振照影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fMRI) 的技術比較 ADHD 孩童和一般正常孩童在進行

go/no-go 作業時的表現，發現患有 ADHD 的孩童其額葉—紋狀體迴路的活動異

於正常孩童在作業中的表現；相較於一般正常孩童，ADHD 孩童的額葉活動較

高，但紋狀體的活動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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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 (self-regulatory control) 的能力也和額葉—紋狀體迴路的活動有

關，而這種能力是指在正常孩童發展過程中逐漸學習去控制、或抑制行為的衝

動；若這方面的能力沒有正常發展，未來可能無法有效對認知、情緒、或動作上

的衝動做有效的控制，進而形成相關的精神疾病 (Marsh, Zhu, Schultz, 

Quackenbush, Royal, Skudlarski, & Peterson, 2006)。在進行叫色作業 (stroop task) 

的過程中，受試必須讀出字的顏色，而非字本身，受試必須抑制自動化的反應；

故叫色作業可以當作自我控制能力的行為觀測指標。在腦照影的研究上已發現在

執行叫色作業時，前扣帶迴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前額葉皮質、以及紋狀

體 (striatum) 的活動會增加 (Adleman et al., 2002; Blumberg et al., 2003; Leung, 

Skudlarski, Gatenby, Peterson, & Gore, 2000; Milham et al., 2002; Peterson, 

Skudlarski, Zhang, Gatenby, Anderson, & Gore, 1999)，由此可發現自我控制的能力

需要額葉—紋狀體迴路參與其中。而自我控制的能力會隨著年齡增長而逐漸成

熟，Marsh 等人 (2006) 以 fMRI 的技術，研究叫色作業中額葉—紋狀體迴路的

活動和年齡成長之相關。結果發現隨著受試年齡的增長（受試年齡範圍為 7 到

57 歲），其叫色作業的表現越佳，額葉—紋狀體迴路的活動越高。因此這種行為

控制能力的成熟，和額葉—紋狀體神經迴路的發展是有著高度相關的。 

 

與時間知覺有關的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 

本研究所探討的時間知覺為數秒至數分鐘 (seconds-to-minutes range) 的內

在計時機制，而非數小時至數天的晝夜節律 (circadian rhythm)、或毫秒之間 

(milliseconds range) 的自動化計時歷程。這三種不同的時間知覺不僅在計時機制

上的不同，其神經生理機制也有所不同 (Lewis & Miall, 2003; Matell & Meck, 

2004)。 

本論文所欲探討的 DRL 作業為時間關聯的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故「時間

知覺」為 DRL 作業表現之基本需求。針對該項行為作業之基本特性，本論文將



15 

整理與時間知覺相關的大腦區塊，並於作業習得的同時針對這些大腦區塊觀察其

c-Fos 反應。以下文獻回顧是針對測量時間知覺之相關行為作業。 

在時間知覺的研究上，大多以「時間」作為壓桿條件之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

為主。與「時間」有關之操作式制約行為作業可分為時間產生 (time production) 及

時間測量 (time estimation) 兩大類 (Church, 1997)。時間產生的作業是要求受試

自己產生一個時間，若該時間符合作業所設定之時間標準，受試則可得到酬賞。

時間測量作業則是要求受試判斷外在刺激的時間長短，若受試判斷正確則可得到

酬賞。 

在近期研究者較常使用的時間產生作業中，除了前文提及的 DRL 作業外，

尚有「高峰時距作業」（peak-interval task，簡稱 PI 作業）；而時間測量作業則為

「時間二分點作業」 (temporal bisection task)。以下將針對高峰時距作業及時間

二分點作業做一簡單的介紹。 

 

（一）、 高峰時距作業 

高峰時距作業是由 FI 作業改良而來的，目前廣泛為「時間知覺」的研究者

所使用。在高峰作業的學習過程中，實驗者一共呈現兩種嘗試次給受試；第一種

嘗試次為「食物嘗試次」(food trial)，第二種嘗試次為「無食物嘗試次」(non-food 

trial)。在食物嘗試次中，受試在訊號刺激後特定秒數壓桿可得酬賞物；在無食物

嘗試次中該秒數會延長兩倍以上，受試在此嘗試次中無論何時壓桿都無法得到酬

賞物。由於食物嘗試次的設計類似 FI 作業，所以在食物嘗試次中，受試會表現

出壓桿反應率在作業要求時距內逐漸增加的現象；即越接近得酬賞之時間點，受

試會越頻繁地做壓桿反應。在無食物嘗試次的開始階段，由於受試無法區辨其與

食物嘗試次不同，故受試依然會隨著作業要求之時間點的接近而增加其壓桿頻

率，如同食物嘗試次一般；直到該作業要求時間過去，受試發現沒有酬賞物出現，

才會知道本次嘗試次為無食物嘗試次，因此壓桿頻率急速下降。 

食物嘗試次與無食物嘗試次出現的機率可依研究者的需求進行調整，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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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佔一半的機率出現。一個訓練良好的大鼠受試在無食物嘗試次當中會先表現

出壓桿頻率漸增，待作業要求時間過後，則表現出壓桿頻率漸減的現象。若以訊

號刺激開始後的時間為橫軸，大鼠受試的壓桿頻率為縱軸，研究者可以得到一個

鐘型曲線。該曲線的最高點大約出現在作業要求時間點附近（和 DRL 作業之 IRT

圖形的第二高峰區域類似），此點時間稱為高峰時間 (peak time)，在該最高點的

壓桿頻率為高峰頻率 (peak rate)。高峰時間反映出受試期待酬賞物出現的時間

點，藉此可推論出受試的時間知覺。而高峰頻率的高低則反映出受試的動機狀態

之高低、與壓桿能力的正常與否。 

 

（二）、 時間二分點作業 

時間二分點作業一開始是由 Church 和 Deluty (1977) 所提出的。實驗過程中

會訓練受試區辨一個固定的標準長時間 (standard-long) 刺激、與一固定的標準

短時間 (standard-short) 刺激，受試在長時間刺激出現時壓右邊的壓桿可得到酬

賞物；反之，在短時間刺激出現時壓左邊的壓桿可得酬賞。受試學會區辨兩個不

同長短的時間刺激之後，再呈現數個介於標準長時間與標準短時間之間的比較刺

激，讓受試逐一判斷這些比較刺激較類似標準長時間刺激、或是標準短時間刺

激。受試若判斷該比較刺激類似於標準長時間刺激則會壓右桿，反之則壓左桿。 

在比較刺激機的過程中，根據受試壓右桿的機率可以得到一個心理物理曲

線，縱軸為壓右桿之機率，橫軸為比較刺激之時間長度。而在該過程中，受試對

於某個比較刺激會有較模糊的判斷（也就是較難判斷該比較刺激是類似於標準長

時間刺激或是標準短時間刺激），因而會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機率去壓右桿或左

桿，則該刺激的時間值就稱為主觀相等點 (point of subject equity，簡稱 PSE)，

而 PSE 可以反映出受試的時間知覺狀態。若受試的時間知覺較快，受試對較短

時間的比較刺激就會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去壓右桿，使 PSE 點左移；反之，若

受試的時間知覺較慢，則受試對較長時間的比較刺激就會有百分之五十的機率去

壓右桿，使 PSE 點產生右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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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知覺之相關神經機制 

 

（一）、 多巴胺神經傳導素系統 

在大腦內各種神經傳導系統當中，多巴胺系統 (dopamine system) 被認為是

決定動物受試時間知覺的主要神經化學傳導系統 (Meck, 1996; Meck, 2005)。有

關多巴胺系統影響時間知覺的證據主要是來自於周邊安非他命注射的研究。周邊

注射 1.0 mg/kg 的安非他命 (d-amphetamine) 可使 DRL-10 秒作業的 IRT 曲線左

移，但並不影響促發反應或高峰頻率等與時間知覺無關的行為指標 (Liao & 

Cheng, 2005)。在高峰時距作業上，安非他命可使高峰時間數值減少 (Kraemer, 

Randall, Dose, & Brown, 1997)；在時間二分點作業上，則可使 PSE 點位置左移 

(Meck, 1996)。而同樣為多巴胺受體促進劑的古柯鹼 (cocaine) 也可使 DRL 作業

之 IRT 曲線、以及時間二分點作業之 PSE 點左移 (Cheng, MacDonald, & Meck, 

2006)，這也說明了高峰時距、DRL、以及時間二分點作業之計時機制的相似性，

和多巴胺系統對時間知覺變化的影響。  

除了多巴胺受體促進劑使時間知覺變快之外，多巴胺受體之拮抗劑則會使時

間知覺變慢。非專屬性多巴胺 D2 受體拮抗劑，haloperidol，曾被用來進行時間

二分點作業之研究，結果發現單獨施予 haloperidol 可使大鼠受試表現出時間知覺

變慢的現象；若同時給予安非他命與 haloperidol 則會反制安非他命造成時間知覺

變快的效果 (Maricq & Church, 1983)；而專屬性之多巴胺 D1 和 D2 受體拮抗劑，

SCH23390 以及 raclopride，也有反制安非他命在 DRL 作業中所造成的 IRT 曲線

左移之效果 (Cheng & Liao, 2007)。Frederick 和 Allen (1996) 利用高峰時距作業

來研究專屬性較高之多巴胺受體促進劑與拮抗劑的效果。該研究發現 D1 和 D2

受體促進劑，SKF38393 以及 quinpirole 可使高峰時間之數值減少，顯示出大鼠

受試之時間知覺變快；而 D1 和 D2 受體拮抗劑，SCH23390 以及 eticolpride，雖

然都可使高峰時間增加，但其增加量並沒有達統計上的顯著。由多巴胺受體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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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與拮抗劑之研究，更可以推論多巴胺系統在時間知覺上扮演著重要的腳色。 

 

（二）、 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 

综合許多人類、與動物的研究證據指出計時、或時間知覺必須依賴額葉皮質 

(frontal cortex)、紋狀體、和視丘 (thalamus) 之神經迴路的活動，而「皮質—紋

狀體」 (cortico-striatal circuits)，或「額葉皮質—紋狀體」 (frontal-striatal circuits)、

「紋狀體—視丘—皮質」 (striato-thalamo-cortical circuits) 的神經迴路是近年來

最為廣泛接受的計時行為之神經機制 (Buhusi & Meck, 2005; Hinton & Meck, 

2004; Lustig, Matell, & Meck, 2005; Matell & Meck, 2000; Matell & Meck, 2004; 

Meck, 2005; Meck & Benson, 2002; Stevens, Kiehl, Pearlson, & Calhoun, 2007)；皮

質的神經元活動可根據外在刺激而表徵出特定的「震盪形式」 (oscillatory 

fashion)，而紋狀體神經元則負責偵測這些不同的震盪形式，並對特定的震盪形

式作反應。理想中的「計時」之神經機制，便可透過這樣的神經迴路形成時間知

覺的內在表徵 (Lustig, Matell, & Meck, 2005; Matell & Meck, 2004)。 

在神經退化性疾病患者的時間知覺研究中，也同樣支持「皮質—紋狀體神經

迴路」負責計時、與時間知覺的功能。帕金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患者主

要是黑質體 (substantia nigra) 受損，使投射至紋狀體之多巴胺神經傳導素大量減

少，而產生顫抖、動作難以啟動、以及肌肉僵直等動作上的症狀；除此之外，帕

金森氏症患者也有計時功能上的缺失，而 L-DOPA 的注射可以反制這種計時功能

上的缺失 (Malapani, Deweer, & Gibbon, 2002; Malapani, Rakitin, Levy, Meck, 

Deweer, Dubois, & Gibbon, 1998)。杭汀頓氏症 (Huntington`s disease) 也是因紋狀

體的神經退化所導致的疾病，這類患者最明顯的症狀就是無法控制其動作；而除

了動作上的外顯症狀外，杭汀頓氏症患者同樣也有時間知覺上的缺失。Paulsen

等人 (2004) 根據發病時間將病人區分為兩組，分別為「離發病時間較接近」（小

於十二年）、與「離發病時間較遠」（大於十二年）組，並以 fMRI 的技術觀察該

兩組病人進行時間區辨作業時，大腦區塊反應上的差異。在行為上發現「離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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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接近」的患者，在時間區辨作業上的表現較差，而「離發病時間較遠」的

患者，其表現和控制組的受試沒有差異；在腦照影上，「離發病時間較接近」的

患者其尾核與殼核的活動程度明顯低於控制組受試，且該神經區塊的體積也明顯

小於控制組受試；「離發病時間較遠」的患者其尾核與殼核有中等程度的活動，

該神經區塊的體積大小和控制組受試沒有差異。此外，相較於「離發病時間較接

近」的患者、以及控制組受試，「離發病時間較遠」的患者其內側前額葉區域 

(medial frontal regions) 有著明顯較高的活動。該研究也說明了內側前額葉區域的

活動，可以補足紋狀體的時間知覺功能；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是共同作用在計

時、與時間知覺上，並且有著功能上的互補。 

在腦照影的研究上，Rao、Mayer、和 Harrington (2001) 以 fMRI 的技術研究

人類受試在進行時間知覺作業時的大腦活動情形，該研究所使用的時間知覺作業

較類似於時間比較作業。在每次嘗試次開始先呈現標準聲音刺激 (standard 

tone)，而後呈現一比較刺激 (comparison tone)，並要求受試判斷比較刺激的呈現

時間較標準刺激常或短。在嘗試次開始的同時，實驗者便對受試進行 10 秒鐘的

腦部照影掃描，並將 10 秒的掃描時間分成四個時間階段，分別為嘗試次開始後

2.5 秒、5 秒、7.5 秒、與 10 秒，觀察這四個階段的大腦活動情形。結果發現基

底神經節、右側下方頂葉區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和前運動區 (premotor 

cortex) 的活動分佈於嘗試次開始後較早期的時間（2.5 和 5 秒間），可能和時間

刺激的登錄有關；而右側的背部側邊前額葉皮質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的活動分布於嘗試次開始後較晚期的時間（7.5 和 10 秒間），可能和時間的比較

有關。該研究者認為基底神經節有著計時器的功能，並和負責注意力的右側下方

頂葉趨緊密相連；而背部側邊前額葉皮質和前運動皮質則負責時間知覺中的工作

記憶。而這些大腦區域的活動也暗示著「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在時間知覺中

的重要性。Stevens、Kiehl、Pearlson、與 Calhoun (2007) 以獨立成份分析法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分析 31 位受試在進行計時作業時的 fMRI

資料。結果發現前扣帶迴、額葉補充運動區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前腦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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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ior insula)、殼核、蒼白球 (globus pallidus)、視丘、右上顳葉腦迴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和緣上迴 (supramarginal gyrus) 皆有所活動，也更突顯

出「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該研究比較強調額葉—紋狀體神經迴路）在計時、

與時間知覺上的功能。 

 

（三）、 海馬迴 

海馬迴除了負責空間訊息處理的行為功能外 (O`Keefe & Nadel, 1978)，尚有

處理非空間訊息的功能，而時間訊息就是透過海馬迴處理的非空間訊息之一 

(Gilbert, Kesner, & Lee, 2001)。Young 與 McNaughton (2000) 利用單細胞記錄法

觀察大鼠受試進行 DRL-15 秒作業時，其海馬迴內部次級區域的反應。研究者根

據細胞的反應形式，在 CA1 和 CA3 區域歸納出三大類的細胞，分別為時間細胞

群、行為抑制細胞群、和反應動機細胞群。在時間細胞群中，大鼠在壓桿行為發

生後，該細胞立即有較高的反應頻率，而後隨著時間越接近 15 秒而呈現反應頻

率下降的現象，直到發生壓桿行為的當下，該細胞的反應頻率達到最低的狀況。

該研究以 DRL-15 秒作業證明海馬迴內的確具有與「時間訊息」有關的神經細胞，

而「時間訊息」就是非空間訊息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電生理的研究上，Onoda、Takahashi、與 Sakata (2003) 以特定事件電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測量大鼠受試的額葉皮質、海馬迴、和小腦在時

間知覺作業中的活動狀況；該研究所採用的時間知覺作業為一時間區辨作業，大

鼠受試必須學會區辨 2 秒與 8 秒的時間間距（聲音刺激），並對正確的壓桿作反

應（分為長時距壓桿和短時距壓桿）。該研究另外讓大鼠受試進行一項反應時間

作業，在該作業中只呈現 2 秒的聲音刺激和其相對的短時距壓桿，大鼠受試只需

在聲音刺激呈現後對其壓桿作反應即可；該作業的目的是為了找出計時過程中相

對應的大腦電位。結果發現在刺激的出現 (onset) 和結束 (offset) 時，P2、N2、

和 P3 分別為 ERPs 的三個主要成分，而其中只有 P3 的強度反映出時間區辨和反

應時間作業的差異，故 P3 可能和計時、或時間知覺的處理有關。在刺激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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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僅海馬迴 CA1 區域的 P3 強度較其他兩個腦區為大；而在刺激結束時，僅額

葉皮質的 P3 強度在時間區辨作業中較反應時間作業為大。由上述實驗可得知海

馬迴在計時、或時間知覺上也扮演著一定程度的角色。 

 

研究目的及實驗設計 

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為 DRL 作業在習得歷程中相關大腦區塊之反應。DRL

作業的表現需依賴多種認知行為歷程的參與，包括行為抑制和計時能力 (Kramer 

& Rilling, 1970)，甚至動機狀態也會影響該作業之表現 (Doughty & Richards, 

2002)。除此之外，DRL 作業的表現也易受到多種心理興奮劑的影響 (Bizot, 1998; 

Liao & Cheng, 2005; Saulsgiver, McClure, & Wynne, 2007)，以及抗憂鬱藥物 

(O`Donnell, 1993; O`Donnell, Frith, & Wilkins, 1994; Zhang, Frith, Wilkins, & 

O`Donnell, 2001)、抗精神病藥物 (Compton, Slemmer, Drew, Hyman, Golden, 

Balster, & Wiley, 2001)、benzodiazepine 類藥物 (Bizot, 1998; Stephens & Voet, 

1994)、和酒精 (Popke, Fogle, & Paule, 2000) 等。就以上資料而言，DRL 行為的

神經基礎迄今尚待釐清。因此本研究首先以 DRL-10 秒作業的習得為主，企圖探

討 DRL 作業的行為內涵，並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標定作業習得過程中的大腦

反應區塊。本研究的策略係根據 DRL 作業的兩項行為指標—促發反應和 MRE

值，將作業的習得歷程分為行為抑制的表現階段和計時表現階段，而 DRL 作業

的學習必須先學會行為抑制，而後再以計時的習得為主。 

根據 DRL 作業的行為學習歷程，促發反應之反應頻率於作業學習初期呈現

較高的狀態，而後會隨著作業的學習而逐漸降低，並趨於某一穩定之反應頻率範

圍；故本研究將 DRL-10 秒作業學習初期，至促發反應趨於某一穩定值之時間點

定義為行為抑制的表現階段；而該階段之實驗目是為了探討行為抑制表現的歷程

中，相關大腦區塊在 c-Fos 反應上的差異。本階段實驗以 FR-1 作業做為控制組，

之所以選擇 FR-1 作業是由於該作業與 DRL-10 秒作業同樣為操作式制約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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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壓桿得酬賞物的連結上是相同的；差異處在於 FR-1 作業中動物受試不需

抑制其壓桿反應，故無須涉及行為抑制之行為成份。故以 FR-1 作業作為控制組，

將預期可以反映出 DRL-10 秒作業中行為抑制表現相關之大腦區塊之 c-Fos 反

應。除了 FR-1 作業控制組外，本階段實驗將設計一組環境控制組 (arena 

control)，目的是為了排除操作式制約箱中環境刺激所引起之大腦區塊反應。該

組受試於實驗進行期間置於操作式制約箱中，並根據 DRL-10 秒組受試得酬賞之

時間點给與酬賞，故 DRL-10 秒組受試與環境控制組受試的得酬賞時間點、以及

得酬賞量會相同。本研究利用這三組之實驗受試，針對以下八個涉及行為抑制以

及時間知覺之大腦區域之 c-Fos 反應進行檢測。這些大腦區塊分別為海馬迴（包

含三個次級區域：CA1、CA3、以及齒狀迴）、依核核區、背側側邊紋狀體

（dorsolateral striatum）、眶眼皮質、前扣帶迴、以及內側前額葉皮質。 

在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階段，將根據高峰時間、以及 MRE 值的變化做學

習階段之劃分。該階段實驗所關心之議題為「計時能力」，故受試必須學會 DRL

作業中的計時要求。本階段實驗以 FI-10 秒作業為控制組。雖然 FI 作業與受試

的時間知覺有關，但其採固定時距的方式易形成受試被動地壓桿，使受試並不需

要依照自體的時間知覺去壓桿。Dews (1962) 認為受試在 FI 作業中，是依據增強

物的延遲 (delay of reinforcement) 去做反應，即較早的反應必須等待較長的時間

才可得到酬賞，而較晚的反應所需等待的時間就較短，故受試會傾向抑制得酬賞

後的反應，而在越接近作業要求時間點，反應頻率就越高；而這樣的反應並不需

要依照受試的時間知覺來完成。故以 FI-10 秒作業作為控制組可排除行為抑制的

成份，並控制得酬賞物的頻率。該階段實驗所定量之大腦區塊 c-Fos 反應，如同

行為抑制階段之八個大腦區塊；而該階段也同樣設有環境控制組。 

縱合上述，本研究分成以下三個實驗探討：（1）建立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

制表現與計時表現之行為模式，（2）探討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表現所涉及

大腦區塊的 c-Fos 反應，（3）探討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表現所涉及大腦區塊的

c-Fos 反應。實驗一的 DRL 作業之習得歷程中有兩項基本行為成份涉入，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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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抑制」和「計時能力」；藉由「促發反應」和「MRE 值」兩種行為指標，

分別建立行為抑制以及計時表現之 IRT 圖；並依據這兩種行為指標，界定出 DRL

作業之學習過程中行為抑制和計時能力表現之時間點。實驗二與實驗三則分別針

對行為抑制以及計時能力之表現，以免疫組織化學法觀察行為表現時特定大腦區

塊之 c-Fos 反應，目的是為了測得 DRL 作業習得歷程中不同行為表現階段之大

腦區域的活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