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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emotion)與學習記憶 (learning/memory)
¡ 情緒是針對察覺或記憶的物體、事件與情況所產生的

正向或負向感受以及其它反應，包含下列成分：

¡ 主觀感受(subjective feeling)：喜、怒、哀、樂、愛、惡。

¡ 生理反應(physiological responses)：自主神經 與中樞神經活
動(心跳、血壓、腦波等) 。

¡ 行為動作：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

¡ 學習(learning)是個體因經驗而產生行為改變。學會的
消息會離開意識，儲藏於其他所在，在需要的時候才
被取用，記憶(memory)就是儲藏保留訊息的功能。

¡ 獲得訊息(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 儲存穩固(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 提取運用(retrieval and operation)



感性與理性
¡ 希臘哲學家：情緒有如一個放蕩不羈的奴僕，需要理性主人隨

時加以羈絆。

¡ 笛卡而：形而下（身體）的喜怒哀樂會對形而上（靈魂）的理
性思考產生干涉。

¡ 佛洛依德：道德與理性的超我(superego)的功能在於約束本我
(id)的情緒與欲求不要四處橫行。

¡ 上述思想造成一個觀點：

¡ 情緒是一件不好的事，會對認知有不良的影響。

¡ 洛克：熱情能夠化理想成為行動，情緒是行為的動力。

¡ 享樂主義(hedonism)：追求快樂與幸福是天經地義的事，人類
為自己尋求最大的利益是一個理性的行為。

¡ 正向情緒是值得人們追求的，而負向情緒則是要盡量避免的。



激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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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腦與認知腦



Paul MacLean提出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的概念，認為這個
系統演化出感受與表達好惡的能力，讓這些反應可以使有機體
處於有利的地位，免除永遠在固定的反應模式中輪迴。



情緒反應的生物相關

¡ 達爾文首先注意到人與動物有共通的臉部表情，他認為情緒由
生物機制決定，有益於生存繁衍，受演化過程選擇：

¡The movements of expression in the face and body are of much 
importance for our welfare¡ serve as the firs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her infant. ¡ We readily 
perceive sympathy in others by their expression¡ .  They reveal the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of others more truly than do words¡ . (Darwin, 

¡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

¡ 支持的證據：許多動物在相同情緒時動用同樣臉部肌肉。



有關情緒的人類學研究
¡ 支持達爾文理論的另一證據是天
生盲眼的人仍然有類似於正常人
的表情反應。

¡ Ekman將西方人的臉孔表情拍
照，拿給新幾內亞的土著辨認。

¡ 他發現在隔離的文化中，指認西
方人基本表情如驚訝、快樂、憤
怒、恐懼、厭惡、悲傷無困難。

¡ 因此就一些基本情緒的表達與辨
識而言，確實有共通的基礎，不
受語言文化的影響。

¡ 情緒表達與辨認可能是有生物基
礎性的。



情緒的起因：James-Lange theory
¡ 一般想法認為對事件的解釋引發情緒，然後導致生理反應。

事件
（大熊出現）

生理興奮與
行為反應
（一身冷汗，
拼命逃開）

對生理改變
的解釋
（危險）

情緒
（害怕）

事件
（大熊出現）

生理興奮與
行為反應

（一身冷汗，
拼命逃開）

對事件意義
的解釋
（危險）

情緒
（害怕）

事件 生理激動 情緒

¡ 美國心理學家William James與丹麥醫生Carl Lange獨立的提出
下列理論：生理反應先於認知解釋與情緒覺查。

¡ 看到大熊，我拼命的逃跑，心跳增加，我感到害怕。

¡ 美國生理學家Walter Cannon與Philip Bard則認為生理反應相當
渾沌，不足以分別各種情緒。且生理的反應與情緒的覺知常
常同時發生，而非生理先行。所以外界刺激同時引起兩者。



情緒的認知因素
¡ Schacter and Singer (1962) 的經典實驗

¡ 受試者接受腎上腺素或慰藉劑的注射但不知藥物為何。

¡ 等待期見到狂歡或憤怒的同謀者。被告知也接受相同藥物。

¡ 實驗中評鑑自己的心情狀態，

¡ 打腎上腺素者，受到同謀者心情狀態的影響，覺得心情狀態和他一樣。

¡ 但是打慰藉劑的人則不受同謀者的影響。

¡ Schachter, Lazarus, Arnold認為人對環境與情勢的評估是產生情
緒的主因。生理反應只提供了動力，但不決定情緒的種類。

¡ I feel happy.¡

¡ I feel angry.¡

事件 生理反應
依照情境
進行解釋
生理反應

情緒

情境
狀態



生理反應型態 Physiological profiles
¡ 情緒與生理回饋間的關係：

¡ 沒有生理回饋是還有情緒認知：脊髓受損者依然有情緒認
知，但似乎感受不到情緒強烈的反應(Hohman)。

¡ 不同的情緒所擁有的生理回饋是否相同：
¡ 不同情緒伴隨獨特的心跳、體溫、流汗反應模式。生氣：心跳體溫
上升。恐懼：心跳上升，體溫下降。

¡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人臉有四十四條肌肉，當
有表情時，腦部會有不同的肌肉回饋訊號。做出某種
表情，連帶也會影響到心情，笑臉迎人，自己也覺得
快樂。入戲的演員，透過肢體動作，產生劇中人的心
境。



表情與心情 ¡ 臉部做出愉快的表情，心情評
量也較愉快(Ekman, 1990)。

¡ 實際心情感受與因臉部表情所
導致的感受的腦部變化不完全
相同。故必然還有其他因素。

¡ 何以表情會導引心情？Zajonc
認為：臉部肌肉活動會影響血
流分佈，臉部與腦部的血流來
自相同血管供應，所以當臉部
血流量增減時，腦部也隨之變
化，血流會影響腦部運作。

¡ 看見別人有情緒 (perception of 
emotion)與自己感受同樣的情緒
(expression of emotion)往往涉及
腦部相同的區域。

¡ 情緒的知覺與表達是否有共通
機制¡ 情緒鏡像神經元？



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

義大利神經科學家Rizzolatti發現，腦中有一種神經元是
個體自己做某一動作時會有神經活動，看見別人做同樣
反應也有神經活動，他稱這種神經元稱為鏡像神經元。



人腦中鏡像神經元分佈的位置

紅色與黃色區域是看別人動作與自己動作會有反應的
區域，藍色試看別人動作會有反應的區域。其中44, 
45即為人類的語言區Broca Area。



鏡像神經元的可能功用¡ 模仿

模仿是一個先天的傾向。鏡像神經元在模仿已知動作時（見到手
指舉起就舉起自己的手指）比執行一個指示性動作（見到一個信
號就舉起手指）要活躍。模仿動作時也比自己決定動作要來的活
躍。以電磁刺激鏡像神經元系統會干擾自發的模仿行為，但是不
會干擾依指示作反應的行為。



鏡像系統的可能功用¡ 理解情緒

情緒似乎也有鏡像系統存在。看照片中人物顯出歡愉或噁心的表情，以fMRI
測量腦部反應。看到噁心表情與自己有噁心反應的區域有相互重疊之處，都
是在腦島皮質的前方。我們肌肉的活動不僅讓我們得到情緒的感受，由於別
人同樣肌肉的活動也興奮同樣的腦區，因此透過鏡像神經元系統讓我們瞭解
別人的感受，甚至產生感同身受的反應、這是同理心甚或同情心的起源。



情感反向歷程理論
¡ 心理學家所羅門認為：生理衡定機制導致在外在刺激引發快
感後激起一逆向反應，反之亦然。

¡ 所以一個歡愉的事件導致的感覺是先樂後苦，而一個痛苦事
件引起的感覺是先苦後樂。

¡ 逆向反應會隨經驗的重複而增大並更持久，苦樂因而逆轉。
¡ 就同一事件而言，個體注重立即的後果與注重長期的後果將
有不一樣的感覺，也因而會形成不同的情緒經驗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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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會與學習記憶產生互動

¡ 許多產生情緒的刺激都是社會刺激，必須以社會文
化脈絡加以評估才會產生情緒。多數評估(appraisal)
理論注重個人先前經驗與記憶對事件評估的影響。

¡ 從臨床的觀點，很多心理異常的病狀都和過去情緒
經驗的記憶有關連，例如憂鬱症(depression)與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Freud發現人在經歷強烈情緒的情境，會有暫時失憶
的現象，而Freud認為這是因為那些記憶被壓抑了。

¡ 從演化的觀點，如果強烈引發情緒的事件（例如天
敵威脅）不能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勢必會造成
族群沒落。



激動理論¡ 岳克斯道森法則
¡ Yerkes¡ Dodson law：沒有興奮會使人變遲鈍，過度興奮會使

人精神無法集中。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人會尋求刺激，在另
一些情況下，人又會避免刺激。中間的刺激強度是最佳的。

¡ 太強或太弱的興奮程度都不利於認知作業表現。個體的最佳
興奮程度依作業難度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容易的作業需要
較為強烈的外來動機，困難的作業則需要減少外來興奮。



學習與記憶
因個體經歷導致行為或潛在能力產生持續改變的過程：

¡ 不是瞬間就完成，而是一個需要時間歷程。

¡ 變化或許當時不明顯（內隱歷程），但在適當的時機
會顯現（外顯行為）。

¡ 學習的成果不只獲得經驗的本身，而是一個內化的¡
知識表徵¡ ，可以靈活運用，重組與增長。

¡ 內化知識的表現於行為即為記憶。

¡ 記憶歷程可以分成下列三個階段：

收錄習取→形成儲存→提取運用



記憶位於何處？

學習與記憶的神經中樞
何在是亙古以來哲學家
與生理學家所熱中探討
的問題。中世紀的哲學
與生物學家認為心智活
動由腦中的空腔（腦
室）所負責，而學習與
記憶是位於小腦下的後
（第四）腦室的功能。



記憶有不同種類，由不同系統負責

神經科學研究顯示，腦中沒有一個專管學習與記憶的結構，不同
的記憶系統涉及腦中不同的結構。一個結構可以參與多個記憶系
統，一個記憶系統也含有多個結構，彼此沒有一對一關係。

長期記憶敘述記憶 程序記憶

事件記憶 知識記憶

技巧記憶 觸發 條件學習

知覺觸發 概念觸發

右前葉與顳葉

顳葉
基底核、運
動皮質、小
腦 顳枕葉交會

左前葉

小腦及相
關區域 海馬與

皮質



學習如何形成記憶¡ 記憶穩固歷程
¡ Quintillian：一晚的睡眠可使記憶更強¡ 一個記憶成熟的過程。

¡ Ribot (1892)：提出記憶穩固概念。失去意識的病人清醒後，不
記得意外，但記得更早的生活事件，〝一個記憶要固定與組織
自己需要一段時間，而打擊下的皮質不足以支應所需興奮〞。

¡ William James：primary & secondary memory。

¡ Muller & Pilzecker (1900)：操弄學習與記憶間的活動，發現有
很大的影響，提出〝神經通道中的活動在之後持續進行生理活
動，以增加聯結的固定性¡。

¡ McDougall指出此一想法與Ribot之觀察相吻合。

¡ Sherrington (1906)：發現有脊髓神經after-discharge現象，顯示
神經活動不隨刺激的結束。

¡ De Camp (1915)：正式提出干擾了刺激之後的after-discharge是
形成逆向干擾的重要原因，心智活動越相似的，干擾越大。



記憶穩固的實驗研究

¡ Zubin & Barrera (1941)的觀察：痙攣性電擊治療(ECS)對記憶
的影響因ECS與學習間時距的影響，首次以獨立的方式來操
弄記憶穩固。四十年後被神經科學家Squire以控制良好的實
驗程序，重複得到這個結果。

¡ Duncan (1949)的實驗：學習嘗試後20秒至14小時給ECS，顯
示需要約1小時進行consolidation的工作。

¡ Hebb (1949)的記憶雙痕跡理論：認為由神經活動導致結構變
化。開始時是一個神經迴路中的共振活動，久了就形成結構
上的改變。

¡ McGaugh (1959)的研究: 發現學習後影響腦部活動不僅可以阻
礙記憶，也能促進記憶。施予阻礙與促進記憶的腦部處置，
離學習時間越久，就越沒效，因為記憶穩固的歷程隨著時間
而完成。所以記憶受其他因素影響最敏感的階段，就是學習
剛剛完成的階段。



Henry Gustav Molaison的案例
¡ H. M. 因為治療癲癇而切除顳葉內側的結構，結果產生失憶症。

¡ H. M.及其他切除海馬的病人，有正常之短期記憶，但卻沒有長
期記憶。

¡ H. M.也忘記手術前兩三年的事，越接近手術期間，忘得越多。

¡ Milner (1965) 認為H. M.的穩固歷程中產生了問題。



形成記憶需要情緒興奮
¡ 波蘭生理學家J. Konorski在

二十世紀初期提出，形成記
憶不僅需要有特定相關訊息
輸入，神經系統也需要有非
特定性振奮輸入而處於相當
的情緒興奮狀態。

¡ 美國生理學家S. Kety認為腦
中的正腎上腺素神經系統
(noradrenergic system)最合適
扮演提供這個非特定性輸入
的角色。

¡ 美國心理學家J. McGaugh發
現許多在情緒激動時釋放的
激素會有刺進記憶的效果。

Specific input

Nonspecific
input

Emotional
arousal



激素影響記憶穩固歷程
¡ McGaugh發現，學習後注射激素

或藥物的效果，會因為注射時間
不同而有所改變。離學習越近，
則效果越大，離學習越遠，則效
果越小。

¡ 他認為這些激素與藥物是作用在
記憶穩固歷程，在記憶未穩固前
可以發揮最大效用，記憶穩固後
就沒效了。

¡ 由此可見，壓力相關激素不僅協
助有機體應付壓力當時的挑戰，
也為讓有機體記住這重要的經
驗。而它們分泌的時機，正式需
要應付危機以及記憶最容易受影
響的時候。

Memory strength

Effects of posttraining treatments

Hormone effect



情緒激動影響記憶

¡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情緒事件震撼性使得
人記錄下當時所有狀況。對當事者有重要情緒衝擊的
事件通常對其有重要意義。

¡ Von Restorf effect：一連串的事件發生在一起，其中一
個引發強烈情緒，則其記憶會較佳。但是其前或其後
的事件均會受到影響而記憶較差。

¡引發情緒經驗的幻燈片記得較好。

¡引發情緒的故事情節記憶較佳。瀏覽故事時，情緒情
節引發杏仁核越大的活動，記憶表現表現就越好。

¡藥物阻斷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藥物會妨礙情緒情
節記憶。



情緒記憶作業

利用老鼠的躲避學習來
研究壓力、情緒對於記
憶的影響。大白鼠天生
喜歡進入黑暗的區域。
在一個分隔成明暗兩廂
的儀器中，沒有經驗的
白鼠會毫不遲疑的進入
暗廂，當它進入後，受
到一個電擊，第二天，
再把它放到明廂，它便
會抑制進入黑暗衝動。
這種棄暗投明的反應只
要一次的經驗，就可以
維持相當長久。電擊懲
罰對黑暗的喜好行為。



腎上腺素對記憶有雙向調節作用
¡ 緊張或有壓力拾身體的內分泌腺會分泌腎上腺素。

¡ 腎上腺素或其他壓力激素在低劑量時會促進記憶，高劑量時會
損害記憶。

¡ 促進記憶的最佳劑量會隨作業難度而定。

¡ 這符合 Yerkes-Dodson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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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上腺素如何影響記憶

腦血障蔽

記憶運作

腎上腺素

adrenal medulla

中樞神經系統

周邊循環

Depicted by Liang, 2005



腎上腺素促進記憶的路徑

腎上腺髓質

Depicted by Li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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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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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上腺素

迷走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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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緒激動釋放腎上腺素。

2. 腎上腺素透過迷走神經將周邊訊息傳入腦幹的獨孤徑核
(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

3. 獨孤徑核興奮腦幹的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神經元。

4. 正腎上腺素作用在杏仁核放出正腎上腺素，調節記憶。

5. 杏仁核透過其投射區域調節在海馬進行的記憶穩固作用。



Take home message
¡ 促進學習與記憶的因子是內生性而不假外求。

¡ 從小增加腦部的活動。

¡ 勤能補拙。

¡ 唸書自我要求（給自己壓力）但不要過度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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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level

The Yerkes-Dodson Law



促進學習與記憶的妙藥靈丹

故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恆過，然後能改；

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孟子盡心篇



Damasio在二十世紀末發現一些受到同樣損傷的病例，他們無法用
情緒的意義來指引其決策，例如某些賭博，明明有輸無贏，但這
些病人照賭不誤。如果你問他，參與這賭博輸面大還是贏面大，
他計算後都能得出輸面大的結論，但是這樣的認知歷程卻無法阻
止其參與這有輸無贏的賽局。Damasio提出somatic marker theory，
認為medi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記錄著身體周邊回饋給腦中的情緒
後果，用來支援認知行動的依據。

情緒與決策
在一次工安意外中，一
根六尺長的鐵棒從
Phineas Gage的眼窩下
穿入，由腦門飛出。他
雖然倖存，但是性格從
此改變，對於事情好壞
毫不在意。這根鐵棒破
壞了他前額葉內側
(medi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



Take Home Message敬請指教洛克：¡ 熱情化理想為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