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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結果 

 

實驗一：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模式建立 

隨著訓練次數的增加，受試的促發反應和 MRE 值的變化分別如圖三與圖四

所示。根據促發反應的變化，受試於第 12 次訓練達到行為抑制表現之標準，以

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受試於第十、第十一、及第十二天連續三

天之促發反應已無差異， F(2, 38) = 0.468，p = .63。根據 MRE 的變化，受試於

第 38 次訓練達到計時表現之標準，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受

試於第三十六、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天連續三天之 MRE 值無顯著差異， F(2, 38) 

= 0.815，p = .45。圖五為受試於第十二天達成行為抑制表現、及第三十八天達成

計時表現標準之 IRT 曲線分佈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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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僅有高峰時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t(19) = -2.903，p 

< .01。實驗結果顯示受試於習得 DRL-10 秒作業的歷程中，必需先抑制其行為反

應，而後才可達到作業的計時標準。從總反應次數、促發反應和高峰時間三項行

為指標推知，受試於行為抑制表現階段尚未達成作業要求的計時標準，但已有效

地抑制壓桿反應；而高峰頻率的指標顯示，受試的動機狀態於兩種行為表現階段

是相同的。 

 

實驗二：行為抑制表現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 

（一）實驗 2-1：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表現 

實驗二的 DRL-10 秒組於第 22 天的行為訓練後達到行為抑制表現的標準，

圖六與圖七分別表示DRL-10秒作業之 IRT曲線分佈圖與連續三天促發反應之反

應次數。結果顯示實驗組受試經 22 天的 DRL 行為訓練後，其平均促發反應已低

於 20 次的標準 (該平均值為 19)，且於作業終止前連續三天之平均促發反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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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達顯著， F(2, 15) = 0.84， p = 0.45。 

圖八為 DRL-10 秒組與 FR-1 組之總反應次數，其比較以獨立樣本 T 檢定分

析，結果顯示兩組受試之總反應次數達顯著效果，t(10) = -5.246，p < .001。本實

驗的環境控制組受試經 22 天的處置後，其進入操作式制約箱後已無任何壓桿反

應。相較於基本的的操作式制約作業（FR-1 作業），以上結果顯示本實驗 DRL-10

秒作業所需經的行為抑制歷程，的確減低總反應次數而達到本實驗的行為作業之

要求。 

（二）實驗 2-2：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免疫染色反應 

表二為本實驗各組因腦組織切片染色不均而損之受試數目。圖九為本實驗分

析前扣帶迴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根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

三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於前扣帶迴之差異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圖十為眶眼皮質

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眶眼皮質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

顯著水準， F(2, 6) = 13.327，p < .01。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R-1 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1）。圖十一為內側前額葉皮質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內側前額葉皮質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

到顯著水準， F(2, 6) = 13.05，p < .01。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R-1 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1）。圖十二為 CA1 區域 c-Fos 免疫

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 CA1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6) = 7.619，p < .05。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R-1

組（p < .05）與環境控制組（p < .01）。圖十三至圖十六分別為海馬 CA3 區域、

齒狀迴區域、背側側邊紋狀體、與依核核區之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

受試於該四個大腦區塊之 c-Fos 表現量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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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計時表現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反應 

（一）實驗 3-1：DRL-10 秒作業之計時行為表現 

實驗三 DRL-10 秒組於第 42 天的行為訓練後達到計時表現的表準，圖十七

與圖十八分別表示 DRL-10 秒作業之 IRT 曲線分佈圖與連續三天之 MRE 值分佈

圖。圖十七之 IRT 曲線分佈圖有著明顯的第二高峰，且該高峰的高峰時間達作業

要求時間（10 秒）的標準。而圖十八顯示這組受試的反應至作業終止前連續三

天之 MRE 值均高於 0.45 的標準，且其彼此間的差異不達顯著，統計值為 F(2, 15) 

= 0.17，p = 0.84。另外，這組受試於達成計時表現當天的平均總反應次數為 100

次，已低於 120 次的標準。 

圖十九表示 FI-10 秒組的 IRT 反應分佈曲線圖，顯示該組受試於接近 10 秒

的範圍內有反應頻率增加之趨勢。 

（二）實驗 3-2：相關大腦區塊之 c-Fos 免疫染色反應 

表三為本實驗各組因腦組織切片染色不均而損之受試數目。圖二十為本實驗

分析前扣帶迴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前扣帶迴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9) = 8.354，p < .01。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I-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1）。圖二十一為眶眼

皮質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眶眼皮質區域之 c-Fos 表現量

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6) = 6.906，p < .05。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

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I-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5）。圖二十二為內側前額

葉皮質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內側前額葉皮質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6) = 18.957，p < .01。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I-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1）。圖二十三為海馬

CA1 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 CA1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

達到顯著水準， F(2, 9) = 5.407，p < .05。事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FI-10秒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5）。圖二十四為海馬CA3區域 c-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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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 CA3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沒有達到顯著

水準。圖二十五為海馬齒狀迴區域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齒狀

迴區域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6) = 9.563，p < .05。事後比較

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I-10 秒組（p < .05）與環境控制組（p 

< .01）。圖二十六為背側側邊紋狀體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背

側側邊紋狀體之 c-Fos 表現量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F(2, 9) = 10.518，p < .01。事

後比較分析顯示 DRL-10 秒組之 c-Fos 表現量高於 FI-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皆 p 

< .01）。圖二十七為依核核區 c-Fos 免疫組織染色之結果，三組受試於依核核區

之 c-Fos 表現量差異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