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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說明 

 

圖一：典型 DRL-10 秒作業之 IRT 曲線。IRT 曲線圖之橫軸為兩次壓桿間的時間

間距，縱軸為受試之反應頻率。DRL 作業之 IRT 曲線有兩個高峰，以此

圖為例，分別為兩次壓桿之間小於兩秒的促發反應 (burst response) 與壓

桿時間於作業要求時間點附近的高峰時間 (peak time)。 

圖二：分別為大腦組織切片之 20 倍與 40 倍放大圖，圖中箭頭所指之深色圓點為

c-Fos 反應之神經細胞。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 

圖三：圖 A 為實驗一受試之促發反應變化圖，受試於第十二天達到行為抑制表

現之標準。圖 B 為受試在第十、十一、十二連續三天之促發反應變化，

統計結果顯示連續三天之促發反應差異已不達顯著。 

圖四：圖 A 為實驗一受試之 MRE 值變化圖，受試於第三十八天達到計時表現之

標準。圖 B 為受試在第三十六、三十七、三十八連續三天之 MRE 值變化，

統計結果顯示連續三天之 MRE 值差異已不達顯著。 

圖五：圖 A 為受試於第十二天行為抑制與第三十八天計時階段之 IRT 曲線分布      

圖。圖 B、C、D、E 分別為受試於第十二天與三十八天之總反應次數、

促發反應、高峰時間、高峰頻率等四項 DRL 作業行為指標之比較，其中

僅高峰時間的指標上有達顯著差異 (** p < .01)。 

圖六：實驗二的 DRL-10 秒組受試於第 22 天行為抑制階段之 IRT 分佈圖。其中

代表時間知覺的第二高峰尚未形成。 

圖七：圖 A 為實驗二 DRL-10 秒組受試之促發反應變化圖，受試於第二十二天達

到行為抑制表現之標準。圖 B 為 DRL-10 秒組受試在第二十、二十一、二

十二連續三天之促發反應變化，統計結果顯示連續三天之促發反應差異已

不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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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實驗二的 DRL-10 秒組與 FR-1 組受試於第 22 天行為表現之總壓桿反應次

數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之總壓桿次數已顯著低於 FR-1

組受試 (*** p < .001)，表示 DRL-10 秒組受試已學會抑制其壓桿反應。 

圖九：實驗 2-2 受試前扣帶迴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

本參照前扣帶迴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其

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

之前後各兩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前扣帶迴c-Fos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前扣帶迴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

果顯示三組受試於前扣帶迴之 c-Fos 表現量沒有達顯著差異。 

圖十：實驗 2-2 受試眶眼皮質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

本參照眶眼皮質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其

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

之前後各兩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眶眼皮質c-Fos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眶眼皮質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

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眶眼皮質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R-1 組和

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1)。 

圖十一：實驗 2-2 受試內側前額葉皮質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本參照內側前額葉皮質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

相對位置，取其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

範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三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和環境控制組於內側前額葉皮質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

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內側前額葉皮

質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內側前額葉皮

質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R-1 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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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實驗 2-2 受試海馬迴 CA1 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

切片樣本參照海馬迴 CA1 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

相對位置，取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

標之前後各五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海馬迴 CA1 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

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海馬迴 CA1 區域之 c-Fos 表

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R-1

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5)。 

圖十三：實驗 2-2 受試海馬迴 CA3 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

切片樣本參照海馬迴 CA3 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

相對位置，取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

標之前後各五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海馬迴 CA3 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紅

色框線部分為本實驗定量分析之海馬迴 CA3 區域，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

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海馬迴 CA3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

果顯示三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十四：實驗 2-2 受試齒狀迴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

本參照齒狀迴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

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五

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和環境控制

組於海馬齒狀迴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齒狀迴區域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

顯示三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十五：實驗 2-2 受試背側側邊紋狀體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

片樣本參照背側側邊紋狀體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

位置，取其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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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六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

FR-1 組、和環境控制組於背側側邊紋狀體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

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背側側邊紋狀體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三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十六：實驗 2-2 受試依核核區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本

參照依核核區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其黑

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六片腦

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R-1 組、和環境控制組於

依核核區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

圖 E 為三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三組受試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十七：實驗三之 DRL-10 秒組受試於第 42 天之計時表現階段的 IRT 分佈圖。

其中代表時間知覺的第二高峰已形成。 

圖十八：圖 A 為實驗三 DRL-10 秒組受試之 MRE 值變化圖，受試於第四十二天

達到計時表現之標準。圖 B 為 DRL-10 秒組受試在第四十、四十一、四十

二連續三天之 MRE 值變化，統計結果顯示連續三天之 MRE 值差異已不

達顯著。 

圖十九：實驗三的 FI-10 秒組之反應分佈曲線圖。 

圖二十：實驗 3-2 受試前扣帶迴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

樣本參照前扣帶迴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

其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

標之前後各兩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

組、和環境控制組於前扣帶迴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

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前扣帶迴之 c-Fos 表現量比較，

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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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實驗 3-2 受試眶眼皮質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

本參照眶眼皮質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其

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

之前後各兩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眶眼皮質c-Fos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眶眼皮質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

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和

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5)。 

圖二十二：實驗 3-2 受試內側前額葉皮質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

切片樣本參照內側前額葉皮質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

對位置，取其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

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三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

組、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於內側前額葉皮質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

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內側前額葉

皮質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1)。 

圖二十三：實驗 3-2 受試海馬迴 CA1 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本參照海馬迴 CA1 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

之相對位置，取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

座標之前後各五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於海馬迴 CA1 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

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海馬迴 CA1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

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5)。 

圖二十四：實驗 3-2 受試海馬迴 CA3 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本參照海馬迴 CA3 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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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對位置，取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

座標之前後各五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於海馬迴 CA1 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

圖中紅色框線部分為本實驗定量分析之海馬迴 CA3 區域，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海馬迴 CA3 區域之 c-Fos 表現量比較，

統計結果顯示三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二十五：實驗 3-2 受試海馬齒狀迴區域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

切片樣本參照海馬齒狀迴區域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

對位置，取其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

之前後各五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組、

和環境控制組於齒狀迴區域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B 箭頭所指之處為 c-Fos 反應之神經細胞。圖 E 為

三組受試於齒狀迴區域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

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 (* p < .05) 和環境控制

組受試 (** p < .01)。 

圖二十六：實驗 3-2 受試背側側邊紋狀體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

切片樣本參照背側側邊紋狀體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

對位置，取其中央黃色方框 0.64 mm2 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

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六片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

組、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於背側側邊紋狀體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

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背側側邊紋

狀體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 DRL-10 秒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顯著高於 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組受試 (** p < .01)。 

圖二十七：實驗 3-2 受試依核核區的 c-Fos 免疫組織反應之結果。圖 A 為切片樣

本參照依核核區於腦圖譜 (Paxinos & Watson, 2007) 上之相對位置，取其

黑色框線的範圍做 c-Fos 檢測的分析。分析範圍包含該座標之前後各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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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切片組織。圖 B、C、D 分別為 DRL-10 秒組、FI-10 秒組、和環境控制

組於依核核區 c-Fos 染色標記分佈之攝影圖，圖中右下角為 100 μm 之比

例尺。圖 E 為三組受試於依核核區之 c-Fos 表現量比較，統計結果顯示三

組受試於該區塊之 c-Fos 表現量差異不達顯著。 

圖二十八：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之示意圖 (引自 Meck, Church, & Olton, 1984)。 

圖二十九：DRL-10 秒作業行為抑制表現之神經迴路示意圖。四方形所標示者為

與行為抑制表現相關之大腦區塊，各腦區之間以實心箭頭做連接。於實心

箭頭上之方形對話框為該神經迴路之相關認知功能，虛線箭頭為認知功能

的處理程序，最後則為行為抑制的輸出。 

圖三十：計時的訊息處理模式之神經迴路示意圖。四方形所標示者為計時訊息處

理模式之認知成份，橢圓形所標示者為與其功能相對應之大腦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