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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合討論 

 

本研將 DRL 作業之習得歷程區分為「行為抑制」與「計時」之兩階段行為

表現，採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針對前扣帶迴、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

海馬（CA1、CA3、與齒狀迴）、背側側邊紋狀體、依核核區等八個大腦區塊，

進行 c-Fos 蛋白的探測，以 c-Fos 表現量探討行為抑制與計時階段分別活化之大

腦區塊，藉此了解 DRL-10 秒作業習得歷程之神經機制。 

實驗一有效地利用兩種不同內涵之行為表現，將 DRL-10 秒作業做時間點上

的切割，即由促發反應和 MRE 值的變化來看，受試習得 DRL-10 秒作業的歷程

中，必需先學會抑制其壓桿動作，而後才逐漸達成作業要求之計時行為。於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階段，實驗二的結果發現 DRL-10 秒組受試的眶眼皮

質、內側前額葉皮質、海馬CA1區域有顯著較高 c-Fos免疫染色的反應。於DRL-10

秒作業之計時表現階段，實驗三結果發現前扣帶迴、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

海馬 CA1 和齒狀迴、背側側邊紋狀體六個大腦區塊有顯著較高 c-Fos 免疫染色

的反應。 

 

一、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 

在經過 22 天的訓練後，DRL-10 秒組受試已達到行為抑制表現之標準。從實

驗二 DRL-10 秒組受試之總反應次數明顯低於 FR-1 組受試，可反映出 DRL-10

秒組受試對其壓桿行為的抑制。若從其 IRT 分佈圖來看，代表時間知覺的第二高

峰在此階段並不明顯，表示實驗二受試當時對 10 秒的時間知覺尚未精確，導致

無法判斷酬賞物可以出現的正確時間及因應的壓桿反應，即本研究所指的 10 秒

作業要求時間。綜合實驗二結果的促發反應、總壓桿次數、與 IRT 分佈圖的資料，

顯示此 DRL-10 秒組的受試行為較偏重行為抑制的表現，而非計時的訊息處理。 

根據實驗二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的結果顯示，DRL-10 秒組在眶眼皮質、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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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額葉皮質、與海馬 CA1 等三個區域有顯著較高的 c-Fos 反應。此項結果顯這

三個腦區，是參與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表現。 

 

（一）眶眼皮質與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階段之關係 

眶眼皮質被認為與酬賞物的價值衡量和預期能力有關 (Rolls, 2004)。毀除眶

眼皮質的動物受試，對酬賞物間相對價值的衡量會有所改變 (Kheramin, Body, 

Herrera, Bradshaw, Szabadi, Deakin, & Anderson, 2005)。Mobini 等人 (2002) 發現

毀除眶眼皮質的大白鼠在折扣延宕作業中會表現出較多的衝動行為，傾向選擇小

而立即的酬賞而非大而延遲的酬賞。眶眼皮質受損的病人無法有效評估愛荷華賭

博作業中各牌局的風險性 (Bechara, Tranel, Damasio, & Damasio, 1996)，導致其

做出風險較高的決策而增加其損失。反之，正常受試進行價值不等的酬賞物選擇

作業時，眶眼皮質區的血流量會有明顯的增加 (Ernst et al., 2004)。除了酬賞物價

值的衡量外，連結刺激與酬賞物之間的配對關係也和眶眼皮質的功能有關 (Rolls, 

2004)。在 Go/No go 的作業中，毀除眶眼皮質的猴子仍會對 No go 的訊號做反應 

(Iverson, & Mishkin, 1970)。Bohn、Giertler、和 Haubert (2003) 發現當改變刺激

與酬賞的連結規則後，眶眼皮質毀除的大白鼠仍會對不再受到增強的刺激做反

應，故眶眼皮質的毀除使受試無法有效地運用刺激與刺激之間的連結訊息，並根

據這樣的訊息做出適宜的行為。Schoenbaum 和 Setlow (2001) 認為眶眼皮質的主

要功能有：(1) 將刺激與酬賞物的誘因價值 (incentive value) 作連結，而非單純

地表徵刺激或酬賞物的物理性質；(2) 表徵出連結訊息的誘因價值，於作業中做

出適當的表現。結合上述研究，眶眼皮質可以迅速整合環境當下有關刺激與刺激

配對的訊息，並隨著配對訊息誘因價值的改變作出適宜的目標導向行為 

(goal-directed behavior)。 

在本研究實驗二中，DRL-10 秒組受試在進行 DRL-10 秒作業前，必需先進

行數天的 FR-1 壓桿訓練程序；在壓桿訓練期間，受試每壓一次桿就可得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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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賞。當受試完成壓桿訓練後，隨即進入 DRL-10 秒作業的壓桿配置，即兩次壓

桿間必需間隔十秒或十秒以上的時距方可得酬賞。面對這種反應與酬賞間配對程

序 (contingency) 上的改變，受試必需有效地調整其行為以獲得酬賞，而眶眼皮

質可能參與這種因應環境改變而調整目標導向行為的歷程。本研究發現，當

DRL-10 秒組受試進行行為抑制表現時，受試眶眼皮質的 c-Fos 表現量明顯高於

FR-1 組與環境控制組，而 FR-1 行為作業並不需要行為抑制的功能參與，故推論

眶眼皮質的 c-Fos 表現可以反映出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成份。 

 

（二）內側前額葉皮質與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階段之關係 

鼠類動物的前額葉皮質在解剖上與功能上具有異質性，因此該區域有數個可

被區分的次級區域 (Heidbreder & Groenewegen, 2003)。根據腦圖譜的相對解剖位

置 (Paxinos & Watson, 2007)，本研究所探討之內側前額葉皮質主要是位於

prelimbic 和 infralimbic cortex (PL/IL)。從比較解剖學與神經心理學的角度來看，

大白鼠的 PL/IL 在功能與形態上相當於靈長類的背側側邊前額葉皮質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Uylings, Groenewegen, & Kolb, 2003)。在威

斯康辛卡片分類測驗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上，dlPFC 受損的病

人對於已學會的策略有較固著 (perseverative) 的現象，無法有效地做策略上的轉

換 (Stuss et al., 2000)。Ragozzino、Detrick、和 Kesner (1999) 讓大白鼠習得兩種

完成十字迷津作業的策略，分別為地點策略與反應策略。在地點策略中，酬賞物

固定置於十字迷津某一通道之終端，大白鼠必需習得酬賞物的正確位置；在反應

策略中，大白鼠必需習得轉向固定的方位（例如向左轉）才可得到酬賞物。PL/IL

毀除並不影響兩種策略的習得，但會影響兩種策略的轉換。故 PL/IL 毀除的大白

鼠和 dlPFC 受損的病人在解決作業問題上，皆表現出固著於先前已習得之策略，

且無法有效地隨著作業要求轉換而更換策略。毀除 PL/IL 的大白鼠無法在操作式

制約箱中有效地將 nonmatch-to-position 的規則轉換至 match-to-position 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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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Weiner, & Feldon, 1997)，在八角迷津中也無法轉換不同的覓食策略 

(Seamans, Floresco, & Phillips, 1995)。故內側前額葉皮質的行為功能，可能和個

體彈性地運用或轉換策略以適當地執行相對應的行為反應有關。 

本研究實驗二發現當 DRL-10 秒組受試在習得行為抑制時，受試內側前額葉

皮質的 c-Fos 表現量明顯高於 FR-1 組與環境控制組受試。在 DRL-10 秒作業的

行為抑制表現中，受試必需將壓桿的策略從 FR-1 作業的「連續壓桿」轉換至 DRL

作業的「兩次壓桿間要有時間上的間隔」，而這種壓桿策略上的轉換，可能與內

側前額葉皮質的活動有關。 

內側前額葉皮質在功能上除了和行為策略的轉換有關之外，也和時間序列的

記憶有關 (Hannesson, Vacca, Howland, & Phillips, 2004; Kesner, & Holbrook, 

1987)。Mitchell 和 Laiacona (1998) 利用大鼠的探索行為來探討內側前額葉皮質

的時間記憶 (temporal memory) 功能，實驗者以不同時間序列呈現兩件受試已熟

悉的物體；當兩件物體同時呈現於受試面前，受試對較先前出現的物體有較多的

探索行為。毀除內側前額葉皮質後，受試對「較先前出現物體」的探索行為就會

受到破壞；但內側前額葉皮質的毀除並不影響受試於物件辨認 (object recognition) 

上的認知功能。而內側前額葉皮質所負責的時間記憶，可將行為有順序地組織起

來以形成「時間認知地圖」 (temporal cognitive map) (Fuster, 2001)。這些研究都

顯示內側前額葉皮質在功能上可根據事件發生的時間間隔，將事件發生的順序表

徵出來。 

於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階段，受試必需認知到兩次反應間必須間隔一

段時間間距方可得到酬賞，即兩次得酬賞間是有一先後時序性的關係。雖然受試

在行為抑制表現上並不需要精確地計時，但兩次酬賞間的先後順序仍可透過內側

前額葉皮質表徵出來。Miller 和 Cohen (2001) 認為前額葉皮質可透過與其他大腦

區塊的連結，進而改變其他大腦區塊的活動，並藉此調整感覺、記憶、和運動相

關的神經迴路以導引出適當的行為。在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階段，內側前

額葉皮質可能先表徵出兩次酬賞間的時序性，而後與其他時間知覺相關的大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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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互動，以逐步調整兩次酬賞間的精確時間間隔。 

 

（三）CA1 與 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階段之關係 

本研究實驗二發現 DRL-10 秒組受試在 CA1 的 c-Fos 表現量高於 FR-1 組與

環境控制組受試，表示 CA1 可能參與行為抑制的表現。Young 和 McNaughton 

(2001) 利用單細胞紀錄法的方式，將進行 DRL-15 秒作業受試的 CA1/CA3 細胞

群分為時間細胞群 (timing cluster)、行為抑制細胞群 (behavioral inhibition 

cluster)、和反應動機細胞群 (response/reward cluster)三大類。Young 和

McNaughton 的研究中並沒有特別將 CA1 或 CA3 區域做功能上的區分，而本研

究分別觀察 CA1、CA3、和齒狀迴的 c-Fos 表現量，故可探討海馬次級區域的行

為與認知上的功能。除此之外，Young 和 McNaughton 著重在 DRL 作業的最終

表現階段，而本研究的這項結果則著重於習得計時之前的行為抑制階段，因此

CA1 的 c-Fos 表現量增加可以反映出「行為抑制」的成分。綜合 Young 和

McNaughton 的電生理研究以及本實驗的結果，吾可推論 Young 和 McNaughton

所發現的行為抑制細胞群可能位於海馬的 CA1 區域。 

海馬除了負責行為抑制的功能外，也負責時間記憶的功能 (Meck, Church, & 

Olton, 1984)。Jackson、Kesner、與 Amann (1998) 設計了延遲制約區辨程序 

(delayed conditional discrimination procedure) 的作業以探討海馬在時間記憶上的

功能。於作業之初呈現一個矩形物體，若物體呈現兩秒後出現玩具球，則表示受

試可得酬賞；物體呈現兩秒後出現玩具瓶子，表示此為無酬賞之嘗試次。若矩形

物體呈現後八秒出現玩具球，則代表無酬賞之嘗試次；物體呈現八秒後出現玩具

瓶子，表示受試可得酬賞。因此在該作業中受試必需記得矩形物體出現的時間長

度，以及之後所配對的玩具，方可有效地完成作業而得酬賞。若實驗初物體呈現

兩秒後出現玩具球，受試前往玩具球的時間會較短，若物體呈現後兩秒出現玩具

瓶，受試前往玩具瓶的時間會較長，因為此時受試已學會當矩形物體呈現兩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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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玩具球可得酬賞；而受試前往玩具球或玩具瓶的時間 (latency) 為該研究之

依變項。研究者大範圍地破壞海馬後，發現受試在作業中無法有效地記住矩形物

體呈現的時間長短，以至於在物體呈現後，受試前往玩具球或玩具瓶的時間都一

樣長。古典制約的作業也同樣需要用到時間的記憶 (Paule et al, 1999)。在痕跡制

約 (trace conditioning) 中，受試必須將間隔一段時間的 CS 與 US 做配對才能完

成制約的學習，因此 CS 與 US 所間隔的時間記憶對該種形式的制約學習是很重

要的，而海馬的毀除會破壞這樣的制約 (McEchon, Bouwmeester, Tseng, Weiss, & 

Disterhoft, 1998)。而 McEchon 和 Disterhoft (1997) 在 CS 與 US 間隔一秒的痕跡

制約中，測得海馬 CA1 區域的細胞在 CS 出現、以及移除後一秒的時間皆有活

動。Huerta、Sun、Wilson、與 Tonegawa (2000) 剔除小鼠海馬 CA1 錐狀細胞的

NMDA 受體基因，發現受試無法習得 CS 與 US 間隔 30 秒的制約；但是當時間

間隔移除，基因剔除的受試可習得制約，與一般正常受試無異。因此 CA1 的

NMDA 受體可能和時間記憶的形成有關。 

在本研究實驗二之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階段，受試雖然尚未精確計算

時間，但兩次得酬賞間的先後順序或多或少也會提供一些時間訊息。對照先前有

關海馬與時間記憶的研究，本研究認為在 DRL-10 秒作業的學習初期（即行為抑

制階段），CA1 可能與表徵出兩次酬賞間的先後時序性有關，而後隨著作業精熟

度之增加，逐漸精確地表徵出兩次得酬賞間的時間間距。 

 

（四）其他相關大腦區塊 

於 DRL-10 秒作業之行為抑制階段，三組受試之背側側邊紋狀體、依核核區、

CA3、齒狀迴、與前扣帶迴在 c-Fos 表現量上均無差異。這樣的現象有可能是這

五個大腦區塊於行為抑制表現上轉錄出不同的早期立即基因 (Tischmeyer & 

Grimm, 1999)，而非 c-fos 基因，故無法從 c-Fos 數量上的變化看出相關之神經活

動；此外，也有可能是這五個區塊所負責的功能與行為抑制無直接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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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許多研究指出背側紋狀體與依核核區和目標導向行為的學習與動機有

關 (Baldwin, Sadeghian, Holahan, & Kelley, 2002; Corbit, Muir, & Balleine, 2001; 

Hall, Parkinson, Connor, Dickinson, & Everitt, 2001; Hernandez, Sadeghian, & 

Kelley, 2002; Kelley, 2004; Olausson, Jentsch, Tronson, Neve, Nestler, & Taylor, 

2006; Robinson, Rainwater, Hnasko, & Palmiter, 2007; Robinson, Sotak, During, & 

Palmiter, 2006; Smith-Roe & Kelley, 2000; Szczypka et al., 2001)，Hernandez、

Sadeghian、和 Kelley (2002) 於操作式制約行為訓練後，以腦內注射的方式將蛋

白質合成抑制劑 anisomycin 注入受試的依核核區，發現對行為的穩固造成破壞；

將 PKA 的抑制劑注入依核核區也同樣會對操作式制約行為產生破壞 (Baldwin, 

Sadeghian, Holahan, & Kelley, 2002)。Olausson 等人 (2006) 將含有△FosB 的病毒

載體 (HSV-△FosB) 注入小鼠的依核核區與背側紋狀體，發現可提升小鼠對酬賞

物的動機狀態，而致使連續性壓桿的行為表現增加。Robinson 等人 (2007) 也以

病毒載體回復基因剔除小鼠背側紋狀體的多巴胺功能，結果發現這些原先缺乏多

巴胺表現的小鼠在背側紋狀體的多巴胺回復後，於 FR 作業的壓桿表現上和控制

組相當。在本研究實驗二中，DRL-10 秒組、FR-1 組、與環境控制組的受試雖然

在作業要求上有所不同，但事前對飲水的剝奪狀態相同，即這三組受試對酬賞物

的動機狀態是幾乎相同的，因此可能導致與動機狀態相關的這兩個大腦區塊無法

明顯地反映出三組之間的差異。 

而在海馬的研究中，相關報導指出 CA1、CA3、和齒狀迴負責不同認知功能

的處理；其中 CA1 傾向對時間相關的訊息做處理，而 CA3 與齒狀迴負責空間訊

息與空間訊息的工作記憶 (Costa, Bueno, & Xavier, 2005; Gilbert, Kesner, & Lee, 

2001; Lee, Jerman, & Kesner, 2005; Xavier, Oliveira-Filho, & Santos, 1999)。在本研

究中，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表現階段可能比較不需要空間訊息，故功能上

較偏重空間訊息處理的 CA3 與齒狀迴無法反映出三組受試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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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行為抑制之神經迴路 

根據本研究 DRL-10 秒作業的行為抑制階段之結果推論，大腦需要透過眶眼

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與海馬 CA1 區域的互動來表現。其中眶眼皮質和內側

前額葉皮質的神經互動與行為調整、以及行為的執行功能有關；內側前額葉皮質

和海馬 CA1 區域的神經互動則與表徵出兩次酬賞間的先後時序有關。雖然受試

於行為抑制階段尚未習得精確的計時能力，但 DRL 作業為一要求受試進行計時

的操作式制約作業，故受試仍需從中探索有關時間的訊息。過去研究指出內側前

額葉皮質與海馬互有神經投射，兩區塊在解剖上互相連結，並負責形成時間記憶

或將行為作時間上整合的功能 (Fuster, 2001; Goldman-Rakic, Selemon, & 

Schwartz, 1984; Swanson, 1982)。綜合過去的實驗報導與本研究實驗二的結果，

推論內側前額葉皮質與海馬 CA1 區域的神經互動可表徵出兩次得酬賞間有一先

後次序上的時間間隔，而這樣的表徵可傳送至眶眼皮質與內側前額葉皮質的神經

互動，使眶眼皮質與內側前額葉皮質根據這種酬賞間時序性的表徵而調整其行

為，以進行行為抑制。 

 

二、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行為 

本研究實驗三的受試在經過 42 次的作業訓練次後，DRL-10 秒組受試的 IRT

分佈圖已明顯出現代表間知覺之第二高峰，該高峰時間為 9.32 秒，已相當接近

此作業要求的時間，且連續三天之 MRE 值差異不達顯著。綜合這些量化指標，

可得知 DRL-10 秒組受試已達到計時行為之標準。進一步根據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法的結果顯示，這組受試在表現計時行為的當下，前扣帶迴、眶眼皮質、內側前

額葉皮質、海馬 CA1 區域、齒狀迴、與背側側邊紋狀體所表現出的 c-Fos 數量

明顯高於 FI-10 組與環境控制組受試。反之，在海馬 CA3 區域與依核核區之 c-Fos

反應量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該結果顯示前扣帶迴、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

海馬 CA1 區域、齒狀迴、與背側側邊紋狀體等六個大腦區塊，應各有不等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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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與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表現。相較於行為抑制階段的大腦區塊 c-Fos 表現，

DRL-10 秒組於計時階段尚多出前扣帶迴、海馬齒狀迴區域、背側側邊紋狀體三

個區塊參與活動，故該三個大腦區塊可能與計時的功能相關。 

 

（一）計時行為的訊息處理模式 

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timing) 是由 Gibbon

和 Church 於 1984 年首度提出的計時模式，至今仍被深入探討的計時模式，該訊

息處理模式也被稱為純量預期理論 (scalar expectancy theory)，簡稱 SET 理論。

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包含三個處理歷程，分別為時鐘歷程 (clock process)、記憶

歷程 (memory process)、與決策歷程 (decision process)。 

時鐘歷程主要負責產生穩定的訊號並逐漸累積次數，以計算所經過的時間。

時鐘歷程包含三個成份，分別為節拍器成份 (pacemaker)、轉換器 (switch)、與

累計器 (accumulator)。節拍器成份將時間訊息轉化為穩定頻率的訊號，當計時開

始時，節拍器將此訊號送至轉換器，而後將該訊號送至累計器內累積次數。當計

時結束時，轉換器也隨之關閉，使節拍器的訊號不再進入累計器內做累積。之後

由累計器將送入的訊號做累加，若累加的值越大，代表所計算的時間越長。另外，

累加的值會被送入記憶歷程中儲存。 

記憶歷程包含兩個成分，分別為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與參照記憶 

(reference memory)。受試可根據過去的訓練將時鐘歷程的累計數值儲存於參照記

憶中，而和當下計時所累計的次數（即計時過程中的工作記憶）做比較。而工作

記憶與參照記憶的比較則於決策成份中進行，這種比較的歷程提供受試做出行為

反應的基礎。以 DRL-10 秒作業為例，在計時當下若工作記憶中的時間訊息符合

參照記憶中的時間訊息，受試則會做出壓桿的行為反應；若工作記憶中的時間訊

息不符合參照記憶中的時間訊息，受試則不會做出反應。圖二十八為計時的訊息

處理模式之示意圖 (Meck, Church, & Olt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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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計時神經生理基礎的同時，必須依據一套完整的計時行為及相關的認

知模式，才可有效地區分出時間知覺的不同內涵，以及各個內涵的相關神經基

礎。Meck (1996) 根據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以藥理操弄的方式將時鐘歷程與記

憶歷程的部份神經機制分離出來。故本研究利用 c-Fos 免疫組織染色法的方式所

測得的結果，亦可根據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對時鐘歷程、記憶歷程、以及決策

歷程做神經基礎上的討論。 

 

（二）時鐘歷程 

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 (cortico-striatal circuits) 在功能上已有相當多研究

認為與計時的神經機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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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狀體主要是由

多棘神經元 (spiny neuron) 所構成的，每個神經元接受約 10000 到 30000 個皮質

的神經輸出，同時也接受視丘 (thalamus) 與黑質體緻密部 (substantia nigra pars 

compacta) 的神經投射。另外，由皮質送至紋狀體的興奮性神經傳導素麩胺酸，

與位於紋狀體內神經元所釋出的抑制性神經傳導素 GABA 和黑質體緻密部的多

巴胺皆在此會合。這樣的神經解剖特性，使紋狀體可以整合來自其他腦區的各種

訊息，並透過視丘到皮質的神經迴路 (thalamocortical loops) 將整合的訊息送至

前額葉皮質，再經由前額葉皮質調整後輸出適當的行為 (Matell & Meck, 2004)。

Buhusi 和 Meck (2005) 根據紋狀體在神經生理上的特性，認為在計時的當下皮質

內不同的神經元會有不同的震盪頻率，從計時開始到計時結束的不同震盪頻率會

整合起來，送到紋狀體做時間的計算。Meck (2006) 以大腦區塊毀除的方式分別

破壞大鼠的紋狀體（尾核－殼核區域）與黑質體，發現兩組受試皆無法完成 PI-20

秒作業的計時，代表時間知覺的高峰時間完全消；若給予兩組受試 L-Dopa 恢復

多巴胺的數量，則破壞黑質體的受試仍可完成 PI-20 秒作業，但毀除紋狀體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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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仍然無法做時間的計算。該研究結果表示紋狀體破壞後並無法藉由多巴胺的補

充而恢復時間知覺，故紋狀體為時間計算的重要神經區塊。Meck (2006) 另外也

以大腦區塊毀除的方式破壞前額葉皮質，發現前額葉皮質受到破壞的受試其時間

知覺會變慢。綜合上述，前額葉皮質毀除的動物受試雖仍可以進行計時相關的行

為作業，但無法有效地調整時間知覺的快慢；而紋狀體受到破壞的受試完全無法

進行計時的相關作業。據此推論，節拍器的神經機制可能位於前額葉皮質的部

份，累計器的神經機制則可能位於紋狀體。 

於本研究實驗三 DRL-10 秒作業的計時階段，DRL-10 秒組在紋狀體的 c-Fos

表現量明顯高於 FI-10 秒組與環境控制組，故紋狀體很有可能參與 DRL-10 秒作

業的計時表現。個體的學習從不需精確計時的行為抑制階段，發展到需要精確時

間知覺的計時階段，內側前額葉皮質與眶眼皮質一直處於活動的狀態，而這樣的

現象可能與前額葉皮質對行為調整的功能有關 (Fuster, 2001)。隨著作業精熟度

的增加，內側前額葉皮質與眶眼皮質逐漸修正其反應方式，並將這種特定的神經

反應方式（可能為神經元的震盪形式）傳送至紋狀體，讓紋狀體進行時間的累加；

而紋狀體再透過與前額葉皮質的神經連結，將累加的訊息送至內側前額葉皮質與

眶眼皮質，使其修正先前的反應方式，以做出更精確的計時行為。這種透過回饋

的神經機制，可使前額葉皮質與紋狀體的神經迴路逐步修正其反應形式，而使計

時更加精確 (Matell & Meck, 2004)。故本研究推論由內側前額葉皮質、眶眼皮

質、與紋狀體所構成的「前額葉皮質－紋狀體」神經迴路，可能為 DRL-10 秒作

業之計時階段的時鐘歷程。 

 

（三）記憶歷程 

記憶歷程包含工作記憶與參照記憶兩部分。在計時作業中，受試必須將所計

算的時間暫時保存於工作記憶中，並將工作記憶中的時間與參照記憶中的時間做

比較。若工作記憶中的時間與參照記憶中的時間符合，受試於作業中就會做出反



46 

應，若兩者不符合，受試就不會做反應。 

相關研究報導指出海馬組織主要負責工作記憶的功能，而非參照記憶的功能 

(Knowlton, Shapiro, & Olton, 1989; Raffaele & Olton, 1988; Walker & Olton, 

1984)。在計時作業上，Meck、Church、與 Olton (1984) 認為破壞海馬組織也會

對計時作業的影響，是源自於工作記憶的功能受損，而非直接影響到時間估算的

功能。Meck 等人 (1984) 使用計時過程中含有間斷時間 (gap interval) 的高峰時

距作業 (peak interval with a gap procedure; PI-GAP)，直接探討工作記憶對計時行

為的影響。在 PI-GAP 作業流程中，會出現幾次嘗試次的計時過程被間斷時間中

止。間斷時間開始時會伴隨著訊號燈光的關閉，此時受試必須停止任何反應，直

到訊號燈光開啟，間斷時間結束，受試才可繼續做反應。受試必須記得間斷時間

前經過了多少時間，而於間斷時間後繼續完成剩下的計時，此種作業促使受試必

須使用工作記憶保存間斷時間前的時距，以在間斷時間後執行剩餘時間的計時工

作。Meck、Church、Wenk、與 Olton (1987) 發現在 PI 作業中，前額葉皮質受到

破壞的受試有高峰時間右移的現象，海馬組織受到破壞的受試則有左移的現象，

這結果表示不論前額葉皮質或是海馬組織的破壞都會對時間知覺造成影響；而於

PI-GAP 作業中，僅海馬組織的破壞對時間知覺有所影響。Meck 等人 (1987) 認

為破壞前額葉皮質對時間知覺的影響，可能來自時間訊息存入參照記憶的活動減

慢，而使 PI 作業的高峰時間右移；而海馬組織的破壞可能影響時間知覺的工作

記憶，而使 PI-GAP 作業的表現受到影響。故於計時作業中，海馬主要是負責時

間的工作記憶，前額葉皮質可能與時間的參照記憶較有關係。 

本研究發現 DRL-10 秒組受試進行計時表現時，其內側前額葉皮質、眶眼皮

質、海馬 CA1 區域、與齒狀迴有較高的 c-Fos 表現量；其中海馬 CA1 區域與齒

狀迴可能與計時作業的工作記憶有關，內側前額葉皮質與眶眼皮質可能與參照記

憶的功能有關。故本研究推論，前額葉皮質與海馬組織的神經網路可分別表徵出

時間的參照記與工作記憶，進而使決策歷程的機制利用這兩種時間記憶進行比

較，以做出最後的行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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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策歷程 

前扣帶迴被認為與衝突情境 (conflict) 的監控，以及其後續反應選擇的決策

歷程有關 (Botvinck, Nystrom, Fissell, Carter, & Cohen, 1999; Carter, Braver, Barch, 

Botvinick, Noll, & Cohen, 1998; Haddon & Killcross, 2007)。在進行叫色作業的過

程中，受試必須抑制自動化的反應。例如：呈現藍色的「紅」字，受試必須讀出

字的顏色，而非字本身。故叫色作業需要受試比較字意與顏色的衝突狀況，並做

出正確反應的選擇。在大腦顯影 fMRI 的研究上發現，一般正常受試在執行較色

作業時，可偵測到前扣帶迴區域活動的現象；而 ADHD 患者的前扣帶迴在作業

進行期間並沒有明顯活動的現象，且反應時間比一般正常受試長 (Bush et al., 

1999)。而在其他類型的衝突研究中也發現，受試在比較正確與不正確反應時，

所引起的前扣帶迴活動比單純偵測錯誤時強烈 (Botvinck, Nystrom, Fissell, Carter, 

& Cohen, 1999; Carter, Braver, Barch, Botvinick, Noll, & Cohen, 1998)。前扣帶迴受

到破壞的受試，於執行策略上互有衝突的作業轉換時，其產生的錯誤率較控制組

受試高 (Rushworth, Handland, Gaffan, & Passingham, 2003)。前扣帶迴也和動作與

酬賞結果之關連性 (action-outcome) 有關 (Handland, Rushworth, Gaffan, & 

Passingham, 2003; Matsumoto, Suzuki, & Tanaka, 2003; Procyk, Tanaka, & Joseph, 

2000)，例如：當動物受試面臨多種視覺刺激、動作形式、以及酬賞物配對的變

動情境時，其前扣帶迴的細胞中有針對特定動作與酬賞物配對的神經活動出現，

而僅有少數的神經活動與視覺刺激及酬賞物的配對有關 (Matsumoto, Suzuki, & 

Tanaka, 2003)。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在需要較多認知資源參與或反應間互有競爭

的決策情境下，前扣帶迴可以監控情境的變化及偵測情境的衝突，並透過不同反

應間與結果關聯性的比較以做出適當的反應選擇。除此之外，前扣帶迴尚涉及注

意力的執行與監控、動作的選擇、工作記憶、複雜動作的控制、以及衡量行為結

果的勞力耗費 (effort-related decisions) 等認知歷程 (Bush et al., 1999; Rudebeck, 

Walton, Smyth, Bannerman, & Rushworth, 2006; Walton, Bannerman, Alteres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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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worth, 2003; Walton & Mars, 2007)。故從功能上而言，前扣帶迴與執行決策

判斷的歷程有非常高的關聯性。 

在計時的決策歷程中，受試必須根據工作記憶與參照記憶的比較，以做出正

確的計時。由於計時作業的連續性，使時間知覺的工作記憶必須不斷地更新；而

在這樣的歷程中，受試必須持續監控計時當下所經過的時間、以及反應時間點與

酬賞物的關聯，並根據這些訊息逐次做時間知覺的修正與比較，以使受試最後可

在正確的時間點做出適當的行為反應。上述計時的決策歷程，與前扣帶迴可長期

監控變動情境、和比較互相衝突之行為反應類似。本研究實驗三發現於 DRL-10

秒組受試之計時表現階段，前扣帶迴有較高的 c-Fos 表現量，而該神經區塊在行

為抑制階段中並無此現象。據此可推論前扣帶迴在 DRL-10 秒作業的習得過程

中，可能與計時表現的決策歷程有關。 

 

（五）前扣帶迴、海馬齒狀迴區域、背側側邊紋狀體與計時行為之關

連性 

除了從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解釋外，DRL 作業的行為內涵亦值得加以探

討，即受試在 DRL 作業的行為表現上必須同時進行「行為抑制」與「計時」的

歷程 (Kramer & Rilling, 1970)。根據大腦區塊的 c-Fos 表現檢測結果，DRL-10

秒組受試在表現計時行為的當下，前扣帶迴、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海馬

CA1 區域、齒狀迴、與背側側邊紋狀體等六個大腦區塊所表現出的 c-Fos 數量明

顯高於 FI-10 秒組；其中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與海馬迴 CA1 區域在行

為抑制階段時已有活動。換言之，三個大腦區塊的活動從行為抑制階段延續至計

時階段，就原有的三個大腦區塊再與前扣帶迴、海馬齒狀迴區域、與背側側邊紋

狀體互動而進行計時的行為表現。 

相較於 DRL 作業，FI 作業雖然也與時間知覺有關，但 FI 作業較不需要壓桿

行為的抑制，且其採固定時距的方式易形成受試被動的去壓桿，即受試不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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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自體的時間知覺去壓桿。故以 DRL-10 秒作業與 FI-10 秒作業相比可反映出

DRL-10 秒組受試在行為抑制以及計時的相關神經機制。在 DRL-10 秒作業的計

時階段，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與海馬 CA1 區域可能與行為抑制的功能

有關，該結果與實驗二行為抑制的大腦區塊 c-Fos 表現狀況一致；而前扣帶迴、

海馬齒狀迴區域、與背側側邊紋狀體三個大腦區塊可能與計時的功能有關。 

Maquet 等人 (1996) 以 PET 的技術探討一般正常人類受試在進行時距測量

作業時的大腦活動情形，研究者先呈現給受試一個時距為 700 ms 的燈光刺激，

而後隨機呈現時距為 490、595、700、805、與 910 ms 的燈光刺激，讓受試去判

斷這些燈光刺激的時距長度是否與 700 ms 的時間長度吻合。結果發現前扣帶迴

區域在時距測量作業上有活動的情形，因此前扣帶迴可能與時距長度的區辨有

關。除了 PET 的探測之外，Hinton 和 Meck (2004) 也以 fMRI 的技術研究正常人

類受試在高峰時距作業下的大腦活動情形。研究者將實驗程序分成四項作業依序

進行，分別為（1）計時加上動作作業 (timing+motor task)、（2）控制組作業 (control 

task)、（3）動作作業 (motor task)、與（4）計時作業 (timing task)。在計時加動

作作業上，於訓練期間給予受試五次為時 11 秒的聲音 (440 Hz)、或視覺刺激（紅

色燈光刺激），之後在作業進行時，要求受試在訊號呈現時（聲音或視覺刺激）

計算 11 秒的時距；受試在訊號呈現後接近 11 秒的時間點必須壓一次手上的橡皮

球，當 11 秒的時間點過後，再壓一次橡皮球，因此這兩次的反應可代表受試主

觀上的時間知覺。在控制組作業上的設計和計時加動作作業相同，不過此時受試

者不用計時；該作業目的是為了確定作業中與感覺有關的大腦區域活動，以便和

時間知覺相關的大腦區域做區隔。在動作作業上，實驗者會呈現兩次的聽覺刺

激，受試在聽到聽覺刺激後必須做出動作上的反應；而該兩次聽覺刺激呈現的時

間點，和受試在計時加動作作業中兩次動作反應的時間點相同。在計時作業上的

設計也和計時加動作作業相同，不過受試只需在心中計時，並在心中告知自己兩

次反應的時間點，並不需要壓手中的橡皮球。實驗結果發現在計時加動作作業、

和計時作業中，其額葉皮質，包括前扣帶迴、背部側邊前額葉皮質、眶眼皮質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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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orbitofrontal cortex ventrally) 都有活動，而研究者認為此時前扣帶迴的活動

可能與計時的決策判斷歷程有關。除了上述相關的研究之外，其他腦照影與電生

理的研究也發現前扣帶迴區域的活動和時間訊息處理的關連性 (Stevens, Kiehl, 

Pearlson, & Calhoun, 2007; Matell, Meck, & Nicolelis, 2003)。但過去研究計時神經

機制的文獻幾乎都較著重大範圍的前額葉皮質功能，對於前額葉皮質的異質區塊

以及前扣帶迴較少著墨 (Gibbon, Malapani, Dale, & Gallistel, 1997; Meck, 1996; 

Meck, 2006; Meck, Church, Wenk, & Olton, 1987; Rao, Mayer, & Harrington, 

2001)，故未來的研究可針對前扣帶迴在計時上的功能做更近一步的探討，以釐

清前扣帶迴在時間知覺中所扮演的腳色。 

在海馬迴與時間知覺的研究中，過去的文獻認為海馬迴在功能上主要與時間

知覺的工作記憶有關 (Meck, Church, & Olton, 1984; Meck, Church, Wenk, & 

Olton, 1987)，但這些研究都是針對海馬迴組織的大範圍毀除，對於海馬迴次級

區域在時間知覺上的功能則較少去探討 (Onoda & Sakata, 2006; Onoda, 

Takahashi, & Sakata, 2003)。本研究發現 DRL-10 秒組受試在作業的計時階段，與

FI-10 秒組相比，其海馬迴 CA1 與齒狀迴區域皆有明顯的 c-Fos 表現，此時 CA1

區域可能與行為抑制有關，而齒狀迴區域可能與時間知覺有關。本研究的發現是

否可以劃分海馬迴次級區域在計時上的不同功能，仍需進一步以不同的實驗設計

做探討：例如以 PI-GAP 作業分別探討毀除 CA1 與齒狀迴區域，觀察不同次級

區塊的毀除對計時的工作記憶所造成的影響。 

過去與時間知覺相關的研究中，紋狀體一直被認為與時間訊息的處理有直接

的關係 (Buhusi & Meck, 2005; Hinton & Meck, 2004; Lustig, Matell, & Meck, 2005; 

Matell & Meck, 2000; Matell & Meck, 2004; Matell, Meck, & Nicolelis, 2003; Meck, 

2005; Meck, 2006; Meck & Benson, 2002; Stevens, Kiehl, Pearlson, & Calhoun, 

2007)。Matell、Meck、和 Nicolelis (2003) 以電生理紀錄的方式記錄受試在進行

計時作業時背側側邊紋狀體的神經活動情形，結果發現細胞的活動型態可反映出

計時的歷程，即細胞活動的高峰出現在受試期待酬賞物出現的時間點。在 H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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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eck (2004) 的研究中也發現受試的紋狀體區域在計時加動作作業、和計時作

業中皆有活動的現象，但在動作作業以及控制組作業上則看不到紋狀體的活動。

而本研究發現受試在DRL-10秒作業的計時階段，背側側邊紋狀體有明顯的 c-Fos

表現，此一結果與過去的研究一致，這也說明背側側邊紋狀體與時間訊息的處理

息息相關。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受試於 DRL-10 秒作業的計時表現階段，相關的大

腦區塊活動仍包含行為抑制階段的三個大腦區塊，並額外與前扣帶迴、海馬齒狀

迴區域、與背側側邊紋狀體完成 DRL-10 秒作業的計時表現。故受試於計時階段

仍需保有行為抑制的能力，並與計時相關的神經區域進行互動，以完成計時行為

的表現。 

 

（六）小結：計時之神經機制 

從計時訊息處理模式的角度探討，本研究認為在 DRL-10 秒作業之計時表現

上，主要先透過內側前額葉皮質、眶眼皮質、與紋狀體所構成之神經迴路進行時

間知覺的計算。內側前額葉皮質與眶眼皮質扮演節拍器的功能，將計時時段內的

神經元震盪形式送至紋狀體做時間的累加，再由紋狀體將累加的訊息送至前額葉

皮質做調整。而時間知覺的記憶部份由前額葉皮質與海馬組織共同表徵，海馬

CA1 區域與齒狀迴主要負責時間知覺的工作記憶，內側前額葉皮質則可能與參

照記憶的功能有關。最後由前扣帶迴將前額葉皮質與海馬組織的訊息做整合，比

較時間知覺的工作記憶與參照記憶，以做出最後行為的決策判斷。 

除了以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解釋以外，尚可從 DRL 作業的行為內含直接加

以探討，即受試在行為表現時必須同時進行「行為抑制」與「計時」的歷程 (Kramer 

& Rilling, 1970)。本研究結果顯示眶眼皮質、內側前額葉皮質、與海馬迴 CA1

區域在功能上可能與行為抑制的歷程有關，而前扣帶迴、海馬齒狀迴區域、與背

側側邊紋狀體在功能上可能與時間知覺的歷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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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論 

本研究根據 DRL 作業不同的行為內涵，將 DRL-10 秒作業之習得歷程區分

為「行為抑制」與「計時」兩種行為表現階段。依 DRL 作業之行為指標發現受

試須先達到行為抑制之標準，而後才逐漸習得以計時為主的行為反應。透過這項

行為區分的研究策略，本研究以 c-Fos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分別探測不同大腦區

塊活動之情形，並進而探討習得計時作業歷程的神經機制。 

綜觀本研究之結果發現，於 DRL-10 秒作業學習之初，似乎較依賴前額葉皮

質區域的功能，這與前額葉皮質負責訊息整合與行為計劃的功能有關 (Tanji & 

Hoshi, 2001)。此時海馬 CA1 區域與內側前額葉皮質的神經互動可能負責兩次得

酬賞間的時序性表徵，並將此訊息送入前額葉皮質，使前額葉皮質利用該訊息而

逐漸調整行為的輸出。隨著作業精熟度的增加，前額葉皮質也能越有效地整合外

界訊息，使個體做出適當的行為反應。行為抑制與各腦區功能之示意圖如圖二十

九所示。當受試進行計時表現時，與行為抑制相關的三個大腦區塊繼續維持行為

抑制的功能，並與前扣帶迴、海馬齒狀迴區域、與背側側邊紋狀體三個大腦區塊

做進一步的互動，以完成計時的表現。從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而言，內側前額葉

皮質與眶眼皮質將調整好的訊息（可能藉由神經元的震盪形式表現）送入紋狀體

做時間知覺的累加，並透過海馬組織表徵出時間知覺的工作記憶；而該工作記憶

可能經由前扣帶迴與參照記憶做比較，以辨別計時當下所計算的時間是否與參照

記憶中的時間知覺符合，最後由前扣帶迴做出行為的決策判斷。圖三十為計時的

訊息處理模式與各腦區相對功能之示意圖。 

由於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早期立即基因的轉錄做為神經活動的指標，故

可視為對時間關聯的操作式制約（即 DRL 行為作業）行為的習得做一相關性的

初探。本研究證實可以根據行為作業中不同的行為成份，將 DRL-10 秒作業的習

得做時間點上的劃分，以探討不同習得歷程中之大腦區塊的活動情形。未來將可

針對本研究所探測到有參與此行為之大腦區塊，進一步作破壞、或藥理等神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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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操弄，以期更精準地測試這些大腦區塊在 DRL 行為的習得與表現中所扮演

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