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第二章 實驗材料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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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時至下午八時為光照

期，所有實驗均在光照期間進行，室溫維持在攝氏 22 ± 2 度。由於本論文的增強

物是水，故受試於學習實驗作業前一週展開適度的剝奪餵水，即每天只供水五分

鐘，藉此可將受試的體重維持在剝奪前的百分之八十五。於後全程實驗期間均維

持每天供水五分鐘，每一受試於當天的行為實驗結束後 30 分鐘餵水。 

 

實驗儀器 

本實驗所採用之儀器為自動化操作式制約學習箱，其壓克力箱長、寬、高分

別為 30 公分、20 公分、25 公分。制約學習箱內含有壓桿 (lever)、燈光 (light)、

抽風扇 (fan)、與給水電磁閥 (solenoid valve as liquid dispenser)。制約學習箱內地

板是 18 條直徑 5 mm 的不鏽鋼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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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側，所提供水滴每次約 0.03 

ml 至 0.05 ml，水直接落在壓克力箱內之不銹鋼盛水盤上，可供大鼠受試舔用。

箱內燈光源於離地板上方 12 cm 且距正面內牆左緣 2 cm 的位置，以提供受試在

箱內作業所需之適度光源。每一制約箱置於一座木製隔音箱內，該木製隔音箱之

長、寬、高分別為 60 cm、40 cm、與 58 cm。木製隔音箱內之右上角裝設一座微

小型抽風扇，除了提供適度的通風外，另提供每一座實驗箱有相同來源的背景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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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座制約學習箱與一部 Pentium 級

電腦的介面連接，係透過桌上型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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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統可以紀錄六項不同的依變項，分別為（1）總壓桿數 

(total response)，係每次實驗的總壓桿數；（2）得酬賞之反應 (reinforced 

responses)，係指總壓桿數當中，反應時距大於作業要求時間的壓桿次數總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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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發反應 (burst responses)，係指總壓桿數當中反應時距小於 2 秒的

總壓桿數；（5）高峰頻率 (peak rate)，係指壓桿時距大於 3 秒的壓桿反應，每四

個秒距計算一次總和（IRT-3 秒至 IRT-6 秒、IRT-4 秒至 IRT-7 秒，依此類推）定

義為一個區域 (block)，將各區域的總和進行比較並取總合最多的區域，再將該

區域的總和除以四，即可得到高峰頻率；（6）高峰時間 (peak time)，係指利用高

峰頻率在 IRT 曲線圖當中所在的區域內，將每次壓桿的反應時距加總，再將這個

時距的總和除以該區域的壓桿總數，此平均值即為高峰時間。 

 

操作式壓桿行為訓練之基本實驗程序 

本研究實驗的大鼠受試皆須接受壓桿得酬賞物的基本訓練。受試飼養至平均

體重介於 300 至 350 克的範圍後，隨即進行剝奪飲水的程序。在剝奪程序約十天

後，即進行制約箱內漸近式訓練壓桿行為的塑形 (shaping) 訓練，使受試習得在

制約箱內壓桿可得增強物。前三天讓受試熟悉制約箱中的環境，並於實驗期間平

均每 20 秒在不鏽鋼盤內注入水滴，這與酬賞時制毫無關係，主要是讓受試熟悉

得酬賞物的位置。而後進行為期 10 天的連續性增強作業，即受試每做出一次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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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反應就可得到一次增強物（如 FR-1 作業），此階段每一受試實驗時間皆為每天

15 分鐘。 

待上述基本訓練完成後，即可進行 DRL-10 秒作業的習得程序。DRL-10 秒

作業的習得標準有兩點，分別為（1）總壓桿數整體平均在 120 次的範圍內，且

連續三天的差異不超過 10%；（2）Modified Response Efficiency (MRE 值) 大於

0.45 (Cheng, MacDonald, Williams, & Meck,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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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作業每一受試實驗時間皆為每

天 15 分鐘。 

此外，F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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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 FI-10 秒作業的判斷標準為整體平均壓桿總數在 400 次的範圍內，且

此變項之值連續三天的差異不超過 10%。此作業之訓練時間，也是每一受試每天

訓練 15 分鐘。 

 

實驗設計及步驟 

本研究將分為三個實驗進行，分別為（一）建立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與

計時表現之行為模式、（二）行為抑制表現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以及（三）、

計時表現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以下將分別敘述此三個實驗之設計。 

 

實驗一：建立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與計時表現之行為模式 

本實驗訓練 20 隻大白鼠受試進行 DRL-10 秒作業，將 DRL-10 秒作業之學

習歷程區分為「行為抑制」與「計時」兩階段，並建立兩階段之動物行為模式。

動物受試於 DRL 作業之學習初期，其促發反應會呈現反應頻率較高之狀態，而

該反應頻率會隨著學習的時間而逐漸降低至反應頻率為 20 次以內的範圍。故促

發反應之反應頻率降至 20 次以內，且連續三天的變異不達顯著的時間點定為行

為抑制之表現。在計時行為表現上，本研究將根據連續三天之 MRE 值大於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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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45，且此連續三天的變化差異不達顯著的標準，定義計時行為表現之時間點。 

 

實驗二：探討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表現所涉及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 

本實驗之行為訓練次數，係根據實驗一結果之促發反應減弱達一較穩定表現

之時間點，取出大鼠受試之大腦樣本，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針對八個大腦區塊

每 mm2 之 c-Fos 蛋白表現進行測試。本實驗將 18 隻大白鼠隨機分為 DRL-10 秒

組（實驗組，n = 6）、FR-1 組（壓桿反應對照控制組，n = 6）、與環境控制組 (n 

= 6)。FR-1 組受試於行為塑形後 (shaping)，持續進行 FR-1 作業至實驗組完成行

為抑制表現之時間點為止；環境控制組受試於實驗期間均被置於操作式制約箱

中，並由實驗者根據 DRL-10 秒組受試得酬賞之時間點，以人工手動的方式給予

相等次數的酬賞。該組受試壓桿與得到酬賞物之間並無任何關聯，藉此控制

DRL-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受試得酬賞之次數與時間點的一致。本實驗以 ImageJ

軟體進行 c-Fos 蛋白的定量分析。實驗二之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設計簡示如附表一

所示。 

 

實驗三：探討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表現所涉及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 

本實驗之訓練次數，係據實驗一結果之 MRE 值達穩定表現之時間點，取出

大鼠受試之大腦樣本，並針對八個大腦區塊每 mm2 之 c-Fos 反應進行測試。控制

組之受試也經過同樣次數之 FI-10 秒作業訓練，並於同一天取出受試之大腦樣本

進行 c-Fos 反應之測試。本階段實驗將 18 隻大白鼠隨機分為三組，分別為 DRL-10

秒組（實驗組，n = 6）、FI-10 秒組（壓桿反應對照控制組，n = 6）、與環境控制

組 (n = 6)。FI-10 秒組受試於行為塑形 (shaping) 學會壓桿反應後，轉而進行

FI-10 作業至實驗組完成計時表現之時間點為止。而環境控制組之訓練程序，與

前述行為抑制階段之環境控制組訓練程序相同。本實驗以 ImageJ 軟體進行 c-Fos

蛋白的定量分析。實驗三之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設計簡示如附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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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待大白鼠行為實驗結束後 60 分鐘，給予腹腔注射過量的巴比托鹽 (sodium 

pentobarbital) 使其深度麻醉，而後執行灌流程序。於大白鼠深度麻醉後將其胸

腔切開，剪開右心房使血液釋出，而後由心臟插入針頭做全身的灌流，灌流液為

含有 0.9%NaCl 的 NaPBS 緩衝液 (pH = 7.4)，接著給予含有 4%paraformaldehyde

的 PBS 緩衝液 (pH = 7.4) 灌流將腦部固定。將腦取出放置於含有 4% 

paraformaldehyde 的固定液，於 4°C 下經 24 小時做後固定；接著放入含有 30% 

sucrose 的 PBS 中，直到腦下沉，約需三到四天的時間。待上述步驟完成後，將

全腦置入-18°C 的冷凍切片機 (Leica, JUNG CM1800) 內平衡半小時後，以

Tissue-Tek (Sakura) 做全腦的包埋，使用冷凍切片機以冠狀切面 (coronal section) 

的方式切片，將全腦組織切成 40 μm 的厚度，並將切片置於裝有 KPBS (potassium 

phosphate buffer in 0.9% saline) 緩衝液的 tissue culture plate (12 well, Falcon)。 

將腦組織切片以 KPBS 溶液清洗三次，每次十分鐘；接著將腦組織切片置於

含有 3%過氧化氫溶液的 PBS 緩衝液中，以清除內生性過氧化氫酶 (endogenous 

peroxidase)，15 分鐘之後再以 KPBS 溶液清洗三次，每次十分鐘。腦組織切片清

洗完畢後，為了降低非專一性抗體的結合，故將其置於 5%的山羊血清 (normal 

goat serum; with 3% Triton) 中一小時，之後倒掉血清，再以 KPBS 溶液清洗三次

後，將腦組織切片浸入一級抗體 Anti-cFos 溶液 (1:1000; Santa Cruz; with 3% 

Triron) 中，並保存在 4℃的冰箱裡進行免疫反應。 

在腦組織切片放置於一級抗體溶液中 56 小時後，以 KPBS 溶液清洗三次，

每次 10 分鐘。之後將組織切片置於二級抗體 Anti-rabbit 溶液 (1:500; Vector; with 

3%Triton) 中進行反應，一小時後，再以 KPBS 溶液清洗三次，每次 10 分鐘。

待組織切片清洗完畢後，將其置於 Avidin- Biotin complex 溶液(1:200; Vector; with 

3%Triton)中進行反應。一小時之後，先以 KPBS 溶液清洗兩次，接著再以 Tris 

Buffer (TB) 清洗十分鐘。接下來將腦組織切片放入 DAB 溶液(DAB 1 錠; 14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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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30µl 雙氧水)中進行呈色反應(約 9 分鐘)。反應完畢後再以 TB 清洗三次，每

次十分鐘。以毛筆將組織切片貼在已上好蛋白膠的玻片上，置於室溫下風乾至隔

天，而後依序置入 50%、70%、95%、100%之酒精溶液內各脫水兩分鐘，接著以

二甲苯清洗兩次，各兩分鐘後，使用上片膠封片，晾乾後即可於顯微鏡下觀察。 

 

組織切片觀察 

組織切片皆在光學顯微鏡下放大 10 倍觀察，並於數位相機照像後以 ImageJ

軟體進行影像分析。組織切片上所看到之深色圓點即為 c-Fos 反應之細胞。本研

究以 ImageJ軟體之內在設定，將組織切片上 10到 30 μm2之深色圓點定義為 c-Fos

反應之神經細胞，以圖二背側側邊紋狀體之組織切片為例，圖二 (A) 與圖二 (B) 

分別代表本研究所檢測之 c-Fos 反應細胞的 20 倍與 40 倍放大圖。在前扣帶迴、

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以及背側側邊紋狀體四個腦區的分析部份，係將所

欲分析腦區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相對位置之中央，截取一正方形

0.64 mm2 的範圍，並以 ImageJ 軟體測量染上 c-Fos 的細胞核數目，作為 c-Fos 染

色的定量分析。在海馬迴 CA1、CA3、齒狀迴區域、以及依核核區四個腦區的分

析部份，將分析的腦區參照腦圖譜上 (Paxinos & Watson, 2007) 相對位置所圈選

的區域，以 ImageJ 軟體測量染上 c-Fos 的細胞核數目，作為 c-Fos 染色的定量分

析。 

 

統計方法 

本論文實驗一的目的在於建立 DRL-10 秒作業中行為抑制、和計時兩種行為

表現之行為模式，故採用受試者內設計，以單因子相依樣本變異數分析考驗行為

抑制表現中連續三天之促發反應、和計時表現中連續三天之 MRE 值差異是否達

顯著。另外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受試於兩種行為表現階段，在總反應次數、

促發反應、高峰時間、和高峰頻率等四項行為指標，是否達顯著差異。實驗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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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DRL-10 秒作業、FR-1 作業、和環境控制組之間的 c-Fos 表現，故採用受試者

間設計，以單因子獨立樣本變異數分析考驗三組間大腦區塊的 c-Fos 表現是否有

差異。實驗三比較 DRL-10 秒作業、FI-10 秒作業、和環境控制組之間的 c-Fos

表現，同樣以單因子獨立樣本變異數分析考驗三組間大腦區塊的 c-Fos 表現是否

有差異。所有統計分析均採用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 

以上三個實驗之統計考驗的第一類錯誤率（α值）均定為 0.05，所有實驗結

果的圖示，均以平均值及加減一個標準誤 (±S. E. M) 形式呈現。本論文使用套

裝統計軟體 SPSS 10.0 分析所有的實驗資料，繪圖軟體採用 SPSS. Inc.公司所發

行之 SigmaPlot v9.0 進行相關實驗結果的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