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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長期使用K他命可能導致潰爛性膀胱炎、神經認知損傷（含短
期記憶力與執行功能）與社會問題。雖然K他命使用有這些生理、心
理與社會副作用，就我們所知，目前還沒有研究能有系統地探討K他
命使用對於大腦結構與功能的衝擊，特別對前額葉及相關認知功能
大腦網絡的變化。因為K他命對大腦作用是有別於海洛因、古柯鹼與
安非他命，且K他命濫用目前在亞洲及全球皆是重要的議題，我們需
要盡快了解及累積更多長期使用K他命對於大腦傷害的瞭解。這個研
究主要目的是檢驗K他命長期使用對認知及大腦結構和功能上的影響
，以了解長期使用k他命對腦部功能影響的程度和範圍。方法: 本研
究分別收取50位單純K他命使用者與50位在社經背景相似的健康對照
組。研究進行核磁共振造影檢查，收集腦部結構及靜息態腦部活性
資料，同時進行N-back工作記憶測驗，分析在執行功能時大腦活性
及網絡狀態的變化。另外也收集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BPAQ衝動量表、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及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症狀自評量表。結果: 研究收案K他命組50位，性
別為男性39位、女性11位，平均年齡為21.35歲(SD=4.8)，平均受教
育年數為9.6年(SD=2.32)。吸菸對照組計48位，性別為男性29位、
女性19位，平均年齡為27.12歲(SD=5.38)，平均受教育年數為
14.63年(SD=2.18)。VBM納入K他命組計50位與控制組計48位．在
resting 分析有9位因為頭動因素導致資料無法分析被剔除。大腦體
積部分，分析發現吸菸對照組較K他命組有較大的右側 inferior
frontal gyrus及較小的左側 precuneus。且在K他命組中，左側
precuneus體積與SCL-90量表有負向關係；另外，左側 precuneus體
積亦與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中的分項生氣分項
(r=-0.332, p=0.036)、敵意分項(r=-0.339, p=0.033)為顯著負相
關。在腦網絡部分，在大腦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執行控制網路(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背側注
意網路(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 與警覺網路分析中，只
有在執行控制網路發現吸菸對照組較K他命組於左右側
Putamen/Caudate/Pallidum/Thalamus網絡連結活性較高；同時，分
析發現在吸菸對照組發現執行網絡和N-back工作記憶有顯著相關性
。

中文關鍵詞： 腦影像、認知功能損害、愷他命、物質濫用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Chronic ketamine use leads to ulcerative
cystitis,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s, including deficits in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To our knowledge, despite increased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ncerns about ketamine use, no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documented the effects of ketamine
use on prefrontal cortex, cerebr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accumulate more
understanding of impacts on brain damage of chronic
ketamine use because ketamine influences brain in the ways
different from heroin, cocaine and amphetamin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effects to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 on imaging studies. Brain network and connectivity
change under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will also be
explored.
Methods: Participants received structural and resting
functional imaging scan. They also took the N-back task
during brain scan. SST task was performed outside machin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 ) and 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 were also done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Results: We recruited 50 ketamine users without using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In
Ketamine users group, there are 39 men and 11 women, with
mean ages of 21.35 (SD=4.80) and mean education of 9.6
(SD=2.32) years; in healthy smokers group, there are 29 men
and 19 women, with mean ages of 27.12 (SD=5.38) and mean
education of 14.63 (SD=2.18) years. The VBM analysis showed
ketamine users have larger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smaller left precuneus. The volume of left precuneus wa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BIS and SCL-90 scores. Besides,
the brain network analysis showed chronic ketamine users
had less active executive network (ECN) compared to health
smoker control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N and N-back
task performance was observed in HC but not in KU group.
Conclusion: For ketamine misuse is a major issue in Asia,
it’s quite important to gain mor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brain effects under chronic ketamine use.
Ketamine emerges to be the new antidepressant for
refractory depressive patients. Thus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ketamine use is imperative.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nd design treatment
programs, including counseling and psycho-education.

英文關鍵詞： Brain imag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Ketamine, Substanc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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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腦影像探討長期 K他命使用者認知功能損害與性別差異-第 2年計畫 

中文摘要 

背景:長期使用 K他命可能導致潰爛性膀胱炎、神經認知損傷（含短期記憶力與執行功能）與社

會問題。雖然 K他命使用有這些生理、心理與社會副作用，就我們所知，目前還沒有研究能有系統

地探討 K他命使用對於大腦結構與功能的衝擊，特別對前額葉及相關認知功能大腦網絡的變化。因

為 K他命對大腦作用是有別於海洛因、古柯鹼與安非他命，且 K他命濫用目前在亞洲及全球皆是重

要的議題，我們需要盡快了解及累積更多長期使用 K他命對於大腦傷害的瞭解。這個研究主要目的

是檢驗 K他命長期使用對認知及大腦結構和功能上的影響，以了解長期使用 k他命對腦部功能影響

的程度和範圍。 

方法: 本研究分別收取 50位單純 K他命使用者與 50位在社經背景相似的健康對照組。研究進行

核磁共振造影檢查，收集腦部結構及靜息態腦部活性資料，同時進行 N-back工作記憶測驗，分析在

執行功能時大腦活性及網絡狀態的變化。另外也收集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BIS)、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衝動量表、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及 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症狀自評量表之資料。 

結果: 研究收案 K他命組 50位，性別為男性 39位、女性 11位，平均年齡為 21.35歲(SD=4.8)，

平均受教育年數為 9.6年(SD=2.32)。吸菸對照組計 48位，性別為男性 29位、女性 19位，平均年齡

為 27.12歲(SD=5.38)，平均受教育年數為 14.63年(SD=2.18)。VBM納入 K他命組計 50位與控制組

計 48位．在 resting 分析有 9位因為頭動因素導致資料無法分析被剔除。大腦體積部分，分析發現吸

菸對照組較 K他命組有較大的右側 inferior frontal gyrus及較小的左側 precuneus。且在 K他命組中，

左側 precuneus體積與 SCL-90量表有負向關係；另外，左側 precuneus體積亦與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中的分項生氣分項(r=-0.332, p=0.036)、敵意分項(r=-0.339, p=0.033)為顯著負相關。在腦

網絡部分，在大腦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執行控制網路(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背側注意網路(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 與警覺網路分析中，只有在執行控制網路發現吸

菸對照組較 K他命組於左右側 Putamen/Caudate/Pallidum/Thalamus網絡連結活性較高；同時，分析發

現在吸菸對照組發現執行網絡和 N-back工作記憶有顯著相關性。 

結論：研究發現使用 K他命會造成大腦體積改變，且與行為改變呈相關性。在大腦網絡功能部

分，結果發現 K他命組較吸菸對照組有較弱之執行網絡功能。此研究結果初步呈現長期使用 K他命

對大腦功能傷害之結果，可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建議後續可再延續深入分析長期 K他命使用

對高階認知功能及相關大腦功能之影響。 

關鍵詞：腦影像、認知功能損害、愷他命、物質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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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 using Brain Imaging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Second year 

Abstract 

Background: Chronic ketamine use leads to ulcerative cystitis,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s, including 

deficits in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To our knowledge, despite 

increased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ncerns about ketamine use, no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documented the effects of ketamine use on prefrontal cortex, cerebr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accumulate more understanding of impacts on brain damage of chronic ketamine use because 

ketamine influences brain in the ways different from heroin, cocaine and amphetamin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effects to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 on imaging studies. Brain network and connectivity change under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will 

also be explored.  

Methods: Participants received structural and resting functional imaging scan. They also took the 

N-back task during brain scan. SST task was performed outside machin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 ) and 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 were also done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Results: We recruited 50 ketamine users without using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In Ketamine users group, there are 39 men and 11 women, with mean ages of 21.35 (SD=4.80) and 

mean education of 9.6 (SD=2.32) years; in healthy smokers group, there are 29 men and 19 women, with 

mean ages of 27.12 (SD=5.38) and mean education of 14.63 (SD=2.18) years. The VBM analysis showed 

ketamine users have larger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smaller left precuneus. The volume of left 

precuneus wa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BIS and SCL-90 scores. Besides, the brain network analysis showed 

chronic ketamine users had less active executive network (ECN) compared to health smoker control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N and N-back task performance was observed in HC but not in KU group. 

Conclusion: For ketamine misuse is a major issue in Asia, it’s quite important to gain mor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brain effects under chronic ketamine use. Ketamine emerges to be the new 

antidepressant for refractory depressive patients. Thus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ketamine use is imperative.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nd design treatment programs, including 

counseling and psycho-education. 

Keywords: Brain imag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Ketamin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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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濫用K他命是台灣目前面臨的嚴重問題。一項 2005年進行的全國藥物濫用訪視調查（財團法人國家

衛生研究院, 2007）發現 12到 64歲的民眾，K他命濫用佔第 3名（22.0%），緊跟在安非他命（49%）與

搖頭丸（35%）。同樣的調查在 2009年再度進行一次，K他命濫用超過搖頭丸變成第二名，僅排在安非他

命之後，同時估計K他命濫用族群已經高達 94,101人。台灣在學校所做的研究發現，K他命是比安非他

命、搖頭丸更常被濫用的藥物。例如，李思賢等（2009）隨機抽取全國 3,868位高中職二年級學生進行調

查，發現 1.07%自陳用過俱樂部藥物；在用過藥物的學生中，64.4%自陳使用的藥物為K他命、然後是搖

頭丸（50%）以及安非他命（29%）。雖然臺灣使用愷他命的人口與問題越來越多，但是針對愷他命造成

大腦認知功能的研究仍然稀少。 

研究目的 

在文獻中，（長期）濫用愷他命會如何影響大腦功能連結性的研究甚少。目前可知在健康研究參與者

中，急性給於愷他命會使得休息狀態功能連結性顯著降低，但是長期使用愷他命對於大腦影響的效果還尚

待釐清，過去研究也尚未能很好地區別單純濫用愷他命者與多重藥物濫用者之間效果。本研究目的是想透

過，釐清在長期濫用藥物的情況下，對於大腦體積和功能連結性的影響。我們預期的假設是K他命使用組

相較於控制組在大腦體積和主要的網絡功能會有異常變化。 

文獻探討 

過去研究發現長期K他命濫用者在兩側前額葉(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有顯著體積減少，且和 K他命使用時間成正比(Yanhui Liao et al, 2011)。本團隊第一年研究以磁

振造影工具檢驗大腦靜息態分析，發現在長期 K他命濫用者在負責調節情緒前膝扣帶迴(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sgACC)和兩側上顳葉和背內側前額葉腦迴聯結有增加，且變化和憂鬱程度成

正比(Li CR et al., 2017)。另一研究指出 K他命濫用者在 thalamic nuclear和 prefrontal cortex, the 

motor cortex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the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之間的聯結有增加(Liao et al., 

2016)。在認知功能研究中，長期 K他命濫用者和控制組比起來在 immediate visual reproduction (IVR) 

測驗, immediate/delayed logical memory (ILM/DLM) 測驗, Stroop test和 auditory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CPT)等表現較差。且在 DLM的表現和 K他命使用平均劑量成正比。結果顯示 K他

命濫用者在許多認知功能層面皆有缺損(Ke X et al. 2018)。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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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研究中，過去研究發現在健康研究參與者(愷他命組)給予愷他命急性投藥，在 24小時之後觀察

預設模式網絡變化，結果顯示健康研究參與者透過背側節點(dorsal nexus, DN)、扣帶回膝部 (pre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PACC) 和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作為功能節點調節大腦在休息

狀態中的功能連結性，與安慰劑組相比愷他命組顯示休息狀態功能連結性顯著降低(Scheidegger, Walter et 

al., 2012)。關於長期濫用研究指出，愷他命濫用者在視丘與皮質之間的連結性相較於對照組呈現降低趨勢，

表示長期濫用愷他命者有異常的視丘-皮質連結性，但此研究中仍受限於研究參與者有合併其他藥物情況，

仍尚待釐清單純長期濫用愷他命的影響(Liao, Tang et al. 2016)。 

本研究是第一個以單純施用愷他命者為研究對象，收集與分析在長期K他命的影響下執行功能、衝動

控制之變化。另進一步分析大腦網絡功能，包括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執行控制

網路(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背側注意網路(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與警覺網路，期能

對長期 K他命濫用之影響有進一步之評估。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進行收案前，研究計畫送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編號：201605HM029）。

本研究於 2016年 9月開始在台北市舉辦之毒品危害講習發送研究訊息，並留下研究參與表單，有興趣者

可以留下電話或是 email，主持人李教授辦公室會用電話或是 email主動聯繫。收案條件包括必須在過去一

週有使用愷他命、沒有使用其他成癮藥物、沒有大腦受傷、沒有懷孕、以及年齡在 20歲以上，並且願意

簽署本研究同意書。使用愷他命與沒有合併其他藥物是報到當天用尿液檢測確認愷他命、安非他命與搖頭

丸三項藥物使用情形。因為之前李思賢、林慶波、洪嘉均（2015）的科技部研究發現，90%的愷他命使

用者是以抽K菸為主要方式，因此對照組是徵求有每天抽菸的參與者，排除因為抽菸造成的影響。吸菸對

照組篩選條件是沒有大腦受傷、沒有懷孕、20歲以上、有每天抽菸習慣、沒有使用安非他命、搖頭丸與愷

他命；並同意簽署同意書。研究參與者給予車馬補助費。 

測量工具 

本研究的評量包含臨床晤談（ASI與 SCL）、自填式量表（社會人口學變項、衝動性量表（BIS-11）、

尼古丁成癮程度（FTQ）與攻擊性量表(BPAQ)）、認知功能作業（Stop Signal Task and N-Back Memory）

以及大腦掃描（fMRI）。臨床晤談會由精神科醫師進行，瞭解過去藥物使用情形、目前使用的行為、精神

狀況以及進行尿液檢驗（確認只有使用愷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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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影像資料收集與分析-腦體積測量 

本研究以陽明大學磁力場強度為 3T的磁振造影儀(I-Class;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進行影像

掃描。T1影像以 3D-MPRAGE造影序列取得 192張矢狀切面連續的 T1權重高解析度結構影像(TR = 

3500ms，TE = 3.5ms，TI = 1100ms，flip angle = 7o，FOV = 25.6 × 25.6 cm，matrix size =256 × 256，

解析度 = 1 × 1 mm，切面厚度 = 1 mm)。T1影像採取 A Diffeomorphic Anatomical Registration Through 

Exponentiated Lie Algebra (DARTEL)-based VBM分析方式進行全腦前處理與分析(Ashburner, 2007)。

在Matlab R2015a環境中採用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8; Wellcome Institute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的 Gaser’s VBM8 toolbox (http://dbm.neuro.uni-jena.de)進行上述分析，

全腦 T1 圖像基於組織機率模板和體積效應將組織分割為灰質(GM)、白質(WM)和腦脊液（CSF），

將初始分割影像進行線性轉換對位至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MNI) standard space組織概率圖

中，並將影像透過 SPM8中 Exponentiated Lie (DARTEL) algebra toolbox建立群組特定模板，採用上

一步得到的非線性變形參數對受試者大腦的 GM，WM 和 CSF 組織圖進行調製，以比較各組之間的

實際體積差異，所有影像會轉換為 1.5 × 1.5 × 1.5 mm等向體素解析度，所有經過標準化，分割和調製

的MNI標準空間圖像會給予半高全寬（full-width at half-maximum ）值為 8mm 之三維高斯核函數進

行平滑化。 

影像分析採用 SPM8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比較控制組與用藥組組間 GM 體積差異，採用兩組獨

立樣本 T檢定並以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為共變數排除其影響。為了防止 GM和WM之間可能干擾

效應，將 GM概率值<0.2範圍：0-1）的所有體素剃除。T檢定的統計閾值依據 SPM所建議設定為校

正後 P<0.001與 P<0.005，具有大於 115與 188體素的群集進行多重比較。 

後續將所找到群集體積與 SCL-90量表、the 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n_back memory task/stop signal task進行相關係性分析． 

大腦影像資料收集與分析-腦網絡測量 

本研究以陽明大學磁力場強度為 3T的磁振造影儀 (I-Class; Siemens，Erlangen，Germany) 進行

影像掃描，採用快速回聲平面造影（echo planar imaging，EPI）序列 (repetition time TR=2500 ms，echo 

time TE=27 ms，FoV=220 mm，flip angle=77°，matrix size=64×64，43transversal slices，voxel size=3.4 

mm×3.4 mm×3.4 mm，no gap). 收集在靜息態下大腦的血氧濃度依賴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 變化的訊號．受試者被要求在掃瞄過程中將眼睛閉起並保持清醒放空．另外也會

收取 T1權重高解析度結構影像 (3D-MPRAGE，TR = 3500ms，TE = 3.5ms，TI = 1100ms，flip angle = 

7o，FOV = 25.6 × 25.6 cm，matrix size =256 × 256， 解析度 = 1 × 1 mm，切面厚度 = 1 mm)以用於後

續對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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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料於 SPM12軟體 (Wellcome Trust Center for Neuroimaging，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ww.fil.ion.ucl.ac.uk/spm) 及 AFNI (https://afni.nimh.nih.gov/) 進行影像前處理步驟，前處理首先包括

通過線性回歸進行取像序位校正和頭部運動校，整個時間過程中頭部移動大於 3mm / 3度與 FD值大

於 0.4的任何數據集都被排除在外，計 9位被排除。降低生理雜訊對於訊號的影響，我們進行干擾回

歸移除步驟，之後將影像進行高斯平滑化並濾掉高頻率區段訊號，之後將影像進行空間標準化到MNI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標準座標上，解析度為 2x2x2 mm。之後採取種子功能性連結分析 

(Seed-based Correlation Analysis，SCA)，此方法會基於種子體素的時間序列，計算種子體素與大腦其

他體素之間連結性的相關性，將相關係數（r）圖譜轉換為 Fisher z圖譜以進行後續分析。預設模式網

路(default mode network ,DMN)的種子：mPFC (3，54，−2)，PCC (0，−52，26)，LIPC (−50，−63，32) 

and RIPC (48，−69，35)。執行控制網路(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 的種子：DMPFC (0，24，46)，

L_aPFC (-44，45，0)，R_aPFC (44，45，0)，L_SP (-50，-51. 45)，R_SP (50，51，45)。背側注意網

路(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 的種子：L_FEF (-29，-9，54)，R_FEF (29，-9，54)，L_pIPS (-26，

-66，48)，R_pIPS (26，66，48)，L_aIPS (-44，-39，45)，R_aIPS (41，-39，45)，L_MT (-50，-66，

-6)，R_MT (53，-63，-6)。 

影像分析採用 SPM12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先使用單一樣本 T檢定建立本次研究受試者的網路樣

貌。比較健康組與用藥組組間網路連結性的差異，採用兩組獨立樣本 T 檢定並以年齡、性別與教育

年數為共變數排除其影響。另外採用 AFNI 工具箱 (Analysi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es，

http://afni.nimh.nih.gov/afni/)中 3dClusterSim 進行圖像多重校正，對於每一個體素設定統計閥值為

corrected Palpha < 0.05 (Voxel-level P < 0.005及群集大小至少要有一定體素數目)。 

結果與討論 

一、採用第一年資料投稿期刊 

我們在第一年的計畫資料收集完成後，結合之前預試的愷他命使用者資料，初步分析與憂鬱有關

之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of the 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gACC)。研究結

果發現，相較於非愷他命使用族群，女性愷他命使用者在憂鬱量表（CES-D）的評估上有較高的憂鬱

傾向，但在男性並未觀察到有此趨勢。研究同時對愷他命使用者進行了大腦磁振造影掃描，對大腦膝

下前扣帶迴（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sgACC）的靜息態活性及網絡連結進行分析。過去研

究指出大腦膝下前扣帶迴和情緒調控具有高度相關性，在憂鬱症、雙極性情感障礙症的研究中，皆有

發現大腦膝下前扣帶迴功能改變的情形。分析發現，和非愷他使用者相比，愷他命使用者的大腦膝下

前扣帶迴（sgACC）和前額葉底部的眼窩前額葉皮質（orbitofrontal cortex, OFC）之間的功能連結顯

著降低，且憂鬱量表分數越高，功能連結降低越明顯。此外在性別差異分析中，發現男性愷他命使用

者大腦膝下前扣帶迴（sgACC）和雙側上顳葉大腦皮質（superior temporal gyrus）之間功能連結有增

強的現象；而女性愷他命使用者則是在大腦膝下前扣帶迴（sgACC）和背腹側前額葉大腦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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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有連結增強的情形。在男性和女性愷他命使用者這些大腦區域功能連

結的變化皆和憂鬱量表分數呈現相關。從本研究可以觀察到，長期的愷他命使用確實會造成和情緒調

節相關的大腦膝下前扣帶迴（sgACC）功能連結改變，且此影響具有性別差異。分析成果寫成文章並

投稿，已於 2017年 9月刊登於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二、兩年來總共收集 50位愷他命使用者（KU）與 40位吸菸對照組（HC） 

KU組計 50位，性別為男性 39位女性 11位，平均年齡為 21.35歲(SD=4.8)，平均受教育年數為

9.6年(SD=2.32)。HC組計 48位，性別為男性 29位女性 19位，平均年齡為 27.12歲(SD=5.38)，平均

受教育年數為 14.63年(SD=2.18)。經過獨立樣本Ｔ檢定比較兩組在年齡(P=0.000)/受教育年數(P=0.000) 

達顯著性差異，但性別(P=06)均達未顯著性差異．菸癮評估分數控制組為 2.77分/用藥組為 5.3分，兩

組達顯著性差異(P=0.000)． 

腦體積分析部分： 

1. 比較吸菸對照組與用藥組組間灰質體積的差異，採用兩組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比較，並以年齡、

性別與教育程度為共變數排除其影響。 

HC組相較於KU組灰質體積較大之處：T檢定的統計閾值依據SPM所建議設定為校正後P<0.005，

具有大於330體素的群集進行多重比較。HC>KU找到1個群集位於右側 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

(如附表一、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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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 IFG對大腦抑制功能扮演重要角色。從功能性磁振造影和經顱磁刺激研究皆提供直接性的研

究證據證實 IFG會影響大腦衝動抑制功能(Aron et al, 2004; Jacobson et al, 2011)。在藥癮個案的過

去研究中，海洛因濫用的個案在執行 GO/No-Go測驗時，發現執行抑制功能的異常和右側 IFG活

性相關(Fu et al, 2008)。另外，右側 IFG在執行衝動抑制和注意力試驗中皆有活化(Chikazoe et al. 

2009)，顯示其在執行衝動抑制和注意力皆有功能。而過去文獻在藥癮個案中，衝動控制和注意力

常有缺損。且有研究報告指出，海洛因成癮個案的注意力缺穩和衝動控制缺損，可能是受到 IFG

功能缺損的影響(Lundqvist, 2010)，且發現 IFG的缺損和海洛因濫用的時間具相關性，濫用的時間

越長、IFG的功能缺損越明顯(Moreno-Lopez et al, 2012)。在古柯鹼濫用的個案也發現右側 IFG活

性和衝動控制行為表現有相關性。推測在物質濫用的個案，IFG 受損對衝動控制力下降和注意力

功能缺損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於藥癮個案呈現大腦 IFG功能缺損的原因，研究指出藥物成癮的神經生理病理機轉大多和腦內

多巴胺迴路有關係，但亦會影響腦內麩胺酸 Glutamate 的大腦神經傳導網絡活性。藥癮個案可能

從初期多巴胺神經元開始受影響，進而擴大影響到前額葉麩胺酸神經大腦功能，如 IFG或扣帶迴，

產生前額葉-邊緣系統(prefrontal-striatal)連結改變。過去在 IFG大腦體積和藥癮的關聯性研究發現

在酒精成癮、古柯鹼成癮個案皆有 IFG體積改變的現象(Corinde E.Wiers et al, 2015; Moreno-López 

et al, 2012)，而在 K他命濫用者的研究目前仍較缺乏。 

2. 控制組相較於用藥組灰質體積較小之處：T檢定的統計閾值依據SPM所建議設定為校正後P<0.005，

具有大於 330體素的群集進行多重比較。KU>HC找到 1個群集位於左側 precuneus。(如附表二、

附圖二) 

大腦楔狀葉 Precuneus 在認知功能上亦扮演重要角色。在腦影像技術大幅進步後，械前葉的功能

被更廣泛的發現和了解。楔狀葉被逐漸發現參與廣泛高階認知功能，包括視覺空間整合、記憶提

取及自我意識整合，同時也是在大腦預設網絡中的主要腦區。Precuneus活化在尼古丁和酒精成癮

的個案研究中觀察到和成癮程度具相關性(Courtney KE et al 2014)。近來也有研究指出慢性 K他命

濫用者在接受藥物濫用相關刺激時，在前扣帶迴和楔前葉活性皆有增加(Cavnna et al. 2006)。本研

究中發現慢性 K他命使用者在楔狀葉體積較健康對照組大，推測可能在長期 K他命影響下楔狀葉

功能受到干擾而產生體積變化，而當中的生理病理變化機轉則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3. 將上述所找的位置與問卷/行為資料進行偏相關性分析，控制年齡、性別與教育年數的影響．結果

為左側 precuneus體積與 SCL-90量表有負向關係，將兩組分別進行偏相關分析．此負向關係主要

存在 ketamine用藥組中，左側 precuneus體積與 SCL-90量表中全總均分(r=-0.397,p=0.011)、軀體

化 (r=-0.368,p=0.02)、強迫症狀 (r=-0.347,p=0.028)、人際關係敏感 (r=-0.31,p=0.051)、抑鬱

(r=-0.373,p=0.018)、焦慮(r=-0.351,p=0.026)、敵對(r=-0.437,p=0.005)、恐怖(r=-0.412,p=0.008)、偏

執(r=-0.316,p=0.047)、精神病性(r=-0.33,p=0.013)為顯著負相關，另外亦與 Buss-Perry Aggressio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5492715001134?via%3Dihub#!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reno-L%C3%B3pez%20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239113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reno-L%C3%B3pez%20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239113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Courtney%20KE%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488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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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中的分項生氣分項(r=-0.332,p=0.036)、敵意分項(r=-0.339, p=0.033)為顯著負相關。在

HC組中未發現此效應． 

 

註：KU：愷他命組、HC：抽菸對照組 

 

 

 

 

 

 

 

 

 

 

 

 

  

附表一，附圖一為下圖左 

MNI atlas coordinates 

（control age gender 

education） 

Voxels 

size 

Nearest 

AAL Area 

Nearest 

Brodmann 

Area 

T-score 

X Y Z 
  

48 29 21 361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A 45 3.44 

HC - KU ( p<0.001, k=330 voxels) 

附表二，附圖二為下圖右 

MNI atlas coordinates 

（control age gender 

education） 

Voxels 

size 

Nearest 

AAL Area 

Nearest 

Brodmann 

Area 

T-score 

X Y Z 
  

-20 -67 31 436 Left precuneus BA 18 3.52 

KU-HC ( p<0.005, k=330 vo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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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網絡分析部分： 

1. 使用單一樣本 T檢定建立本次研究受試者的各網路樣貌，統計檢定標準設定為 P< 0.05與群集大

小大於 150體素數目，結果呈現在不同網路之下兩組有重疊且與過去報導相似的網路區域。 

 

 控制組 用藥組 

D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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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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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T-score

2. 比較 HC組與 KU組組間網路連結性的差異，採用兩組獨立樣本 T檢定並以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

為共變數排除其影響。共分析三種不同的網路，只有執行控制網路發現兩組之間的差異。 

比較 HC組與 KU組組間執行控制網路連結性的差異，結果顯示 HC組>KU組找到 2個群集主要分佈

於左右側 Putamen/Caudate/Pallidum/Thalamus． 

 

   

 

   有趣的是，過去在執行控制功能網絡與成癮或物質濫用議題上也有些研究發現。例如研究發現網路

成癮的個案在執行控制網絡和大腦回饋連結的改變與其持續尋找網路使用行為相關(Dong G 2015)；在

古柯鹼使用的個案，執行控制功能網絡強度會和復發有關聯性(McHugh MJ 2017)；在尼古丁成癮的個

案，也發現執行控制網絡連結強度和尼古丁使用程度有關聯性(Welland BJ 2015)，在尼古丁成癮個案執

行某些認知功能時也發現執行控制功能網絡有活性變差的狀況(Fetoda 2016)。而在Ｋ他命的研究中，僅

有研究指出在健康受試者接受Ｋ他命靜脈給藥後執行控制網絡活性會發生改變(Mueller F 2018)，在慢

性Ｋ他命濫用者的研究中尚未有執行功能網絡的研究報告。 

3. 將上述所找的位置與問卷/行為資料進行偏相關性分析，控制年齡、性別與教育年數的影響． 

MNI atlas coordinates 

（control age gender 

education） 

Voxels 

size 

Nearest 

AAL Area 

Nearest 

Brodmann 

Area 

T-score 

X Y Z 
  

14 8 0 963 
Right Putamen/Caudate 

/Pallidum/Thalamus 
BA 25 4.61 

-14 4 14 758 
Left Putamen/Caudate 

/Pallidum/Thalamus 
BA 25 4.51 

HC-KU ( p<0.005, k=731 voxels)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cHugh%20M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76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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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相關性分析未發現顯著結果．整體來看，左側 Putamen/Caudate/Pallidum/Thalamus這個群集

與 stop signal task中的目標物開始出現正確率有正向關係(r=0.233, p=0.035)，另外與平均 SSD有負向關

係(r=-0.23, p=0.038)。單獨看各組的效應，此關係主要存在 KU 組中，標物開始出現正確率與右側

Putamen/Caudate/Pallidum/Thalamus 群集有正向關係 (r=0.339,p=0.032)，平均 SSD 與右側群集

(r=-0.364,p=0.021)/左側群集(r=-0.355, p=0.024)為負向關係。在 HC組中未發現此效應。 

N-back working memory task與群集之間關係，只有在 HC組中發現顯著相關性。0-back的平均時

間與右側群集(r=-0.365, p=0.022)/左側群集(r=-0.34, p=0.034)為負向關係。1-back 的正確率與右側群集

(r=0.309, p=0.056)/左側群集(r=0.352, p=0.028)為正向關係。2-back 的平均時間與右側群集(r=-0.472, 

p=0.002)/左側群集(r=-0.418, p=0.008)為負向關係。在 KU組中則未發現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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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07年參加國際研討會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107年 06月 30日 

報告人姓名  李思賢、洪嘉均 
服務單位 

及職稱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 

會議時間 
2018.06.08 

2018.06.14 
會議地點 

San Diego, USA 

美國聖地亞哥 

會議 

名稱 

2018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International Forum 

The 80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College on Problems of Drug Dependence 

發表論 

文題目 

1. The Effects Of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On Bra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Adolescence-Onset Users 

2. Stria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sex differences and 

impulsivity 

報告內容： 

一、參加會議經過 

這趟會議旅程我於 6月 8日到達美國聖地亞哥，參與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署（NIDA;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舉辦之年度國際會議。會場位於聖地牙哥 Hilton Bayfront Hotel，

每晚的客房價格（含稅）約為 300美金。 

第一天（06/08）下午 13:30開始報到，下午先進行小型的工作坊。首先第一場演講是關於

動物試驗在成癮研究上之進展及角色。動物試驗能協助驗證許多神經科學及行為模式的假

說，經由動物試驗得到初步成果後，再進一步設計於人體試驗。對仍有許多未知的成癮研

究領域來說，動物試驗能提供許多初步的訊息及驗證，是很有趣的主題演講。接著

16:00-18:00由國際成癮期刊編輯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ddiction Journal Editors 

(ISAJE)舉辦投稿文章的工作坊（Workshop: Preparing Your Research for Publication）。今

年由 SCI期刊主編、也是猶他大學醫學院以及鹽湖城醫療體系的 Adam Gordon教授與波

士頓大學 Richard Saitz教授主持，討論目前在成癮領域中，投稿主題、方向、準備與常見

令主編不喜愛的稿件等等。每年此會議皆會邀請到不同的 SCI主編和與會研究者共同討論

研究報告投稿之相關議題，對於將來投稿時須注意事項，很有幫助。第三場研討主題為政

策方向，由 NIDA主席 Steven W. Gust主持，美國國際毒品法務事務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代表以及康乃

狄克大學 Thomas Babor教授以實證角度進行對減少毒品供應需求的政策討論。雖然美國

國情及法律規範與台灣並不相同，但可藉由美國專家們對毒品政策的思考邏輯及概念，借

鏡參考台灣現況之因應。 



第二天（06/09）由早上 08:305正式開始 2018年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署舉辦之國際會議研討

會，今年主題是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Drug Abuse。開場由美國藥

物濫用局國際事務部主席 Steven Gust主持，來賓包括加拿大 CCSA物質濫用及成癮中心

執行長、CPDD國際小組主席等等，共同為研討會發表祝賀詞，並表示藥癮治療、尤其近

來全球年輕藥物濫用者的增加及新興藥物濫用之議題，需要大家共同合作發展以證據為主

的治療模式，以及呼籲所有研究者與政策擬定者對國際合作的重視。今年大會的焦點之一

是美國近年來鴉片濫用快速增加的問題。大會分別邀請美國、澳洲、亞洲學者分享鴉片類

藥物濫用及介入措施，其中很特別的是邀請美國消防局局長分享當地消防員加入鴉片類藥

物濫用第一線評估轉介的經驗。如何增加大眾的成癮治療的了解、消除自願就醫的障礙、

提供實證醫學的有效成癮治療，是各國都正在努力的方向。另一場著重在討論東南亞近來

的新興濫用物質 Kratom，是一種在東南亞種植普遍的植物，被發現具有鴉片類藥物及神

經興奮的特性，也因此具有令人成癮的特質。新興毒品的問題也是各國目前或即將面臨的

問題，其他國家的因應措施及成效，也值得我們借鏡參考。 

第三天到第七天（6/10-14）是緊接著進行第 80屆藥物成癮問題的科學研討會 CPDD大會；

每年的會議都約有來自 60多個國家，超過五百人與會，此次也不例外。主席致辭時說明

美國目前鴉片類藥物濫用之狀況仍持續上升，呼籲大家對藥物成癮治療之重視及推廣，另

也強調現在全球青壯年族群在使用菸酒、非法藥物的問題，需要大家持續研究努力。接著

參與了幾場口頭研究發表報告，其中青少年毒品濫用問題日益增加是大家共同關注的焦

點。過去單純施用某種物質為數較多，現今因新興藥物發展迅速、資訊傳播管道增加，各

國均報告多重藥物濫用者之狀況有上升趨勢，對研究及介入上漸形複雜，也是未來需持續

關注之議題。美國從幾年前開始即結合資源開展大型的青少年長期追蹤計畫（The 

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BCD) Study），目的是希望能找出青少年物質濫

用的危險與保護因子，也希望能觀察物質濫用對青少年認知功能及大腦神經發展的影響。

台灣也應思考能有類似相關追蹤計畫，對於了解台灣青少年的物質濫用的相關因素能有更

多本土化之資料，亦較能有效地提早進行預防教育及介入措施。下午聽取了幾場口頭研究

發表報告，主題著重在多重藥物濫用問題。例如鴉片成癮者的酒癮問題、青少年合併大麻

和古柯鹼濫用、興奮劑和安眠藥濫用的狀況等等。過去單純施用某種物質為數較多，現今

因新興藥物發展迅速、資訊傳播管道增加，各國均報告多重藥物濫用者之狀況有上升趨

勢，對研究及介入上漸形複雜，也是未來需持續關注之議題。 

第四天（6/11）除了參與幾場演講外，主要在準備壁報發表。今年我在大會發表的壁報有

兩篇，主題分別為”The Effects Of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On Bra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Adolescence-Onset Users”以及“Stria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sex differences and impulsivity”，研究內容持續關注台灣Ｋ他命濫用

持續氾濫的情形，以及長期Ｋ他命濫用對大腦結構及功能產生的影響。第一篇研究分析結

果指出，在青少年時期即開始接觸Ｋ他命的使用者比起成年後才開始接觸Ｋ他命的族群有

更明顯的大腦體積減少及網絡改變的情形。顯示青少年階段大腦仍未發育成熟，在結構及

功能層面都更容易受到 K他命濫用的影響。第二篇研究主要著重在分析長期Ｋ他命濫用者

的衝動控制及性別差異。研究結果發現Ｋ他命濫用者比起正常對照組有較高的衝動傾向，



和大腦衝動控制相關的腦區功能連結也和對照組明顯不同。特別是在男性濫用者，腦區功

能變化和衝動量表分數呈現有顯著相關性。顯示在對Ｋ他命長期濫用者介入治療時，要考

慮性別差異性。此次海報發表當天吸引許多位國際學者來詢問與聆聽，引發當場各國教授

與研究者對於台灣進行相關 K他命研究的提問以及對台灣的衝擊，也提供許多學術建議及

交流。 

第五天（6/14）聽了幾場對於成癮近來開發的的新興藥物及療法，包括 Buprenorphine長

效針劑的開發、以及新藥 Lefexidine的上市。台灣目前能選用治療成癮的藥物十分有限，

但國外再積極投入研發下，目前已經可以施打使用長效針劑或植入晶片的方式，讓藥物濃

度可以在病人體內維持穩定劑量，發揮效果。在許多臨床試驗看到有相當不錯的療效成

果。當然在新藥發表的同時，研究者也都會同時強調藥物並非唯一治療方式，好的藥物仍

要合併社會心理治療方能發揮最好的成效。台灣目前無論在藥物治療、社會心理治療等方

面，都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第六天（6/13）今年大會把 NIDA主席 Nora Volkow教授的演講安排在會議中後段天數。

Dr. Nora Volkow今年的演講分析了美國物質濫用現況，對現今美國鴉片藥物氾濫的狀況，

她除了感謝大家努力投入危機處理之外，也鼓勵大家繼續推廣藥癮治療以及培養更多專業

人才。另外她也說明了接下來成癮研究上的方向及重點，對研究工作者來說是很好的參

考。另外這天利用半天時間參觀其他研究者的壁報發表，也發現一些有趣的研究議題。例

如有研究發現，近年來國外青少年有越來越高的比例使用電子菸，而電子菸在國外目前仍

未有規範。許多研究分析電子菸使用對青少年認知、衝動行為、同儕人際關係等的影響。 

六月 14日是最後一天，仍然有幾場有趣的演講進行。其中一場在討論新興物質的臨床應

用，例如 Psilocybin, Ketamine, 大麻等雖然造成各國頭痛的濫用問題，但這些物質各有其

臨床作用及療效，例如目前進行研究發現 Psilocybin可能對酒精成癮、尼古丁成癮或大麻

成癮有治療效果，而大麻近來也通過能治療頑固型癲癇。隨著新興物質臨床應用越來越廣

泛，可預見處理其濫用問題仍會是個很大的挑戰。這天最後是閉幕式，大會主席介紹下次

會議地點，並由大會主席宣布散會。 

二、參加會議心得 

1、 今年大會主題提醒大家成癮治療需要跨領域、跨團隊的合作，單就任一方面的發展或

介入皆不足以達到良好的成效。因次大會鼓勵所有成癮工作者能夠跳脫自己的研究領
域，廣泛聽取不同學門之學者探討藥物濫用影響、醫學治療、認知功能、不同年齡的
反應與健康生活品質的研究經驗與成效。此次大會也以促進各領域共同合作為方向，
讓與會者從中思考、獲益良多。 

2、 NIDA和 CPDD會議每年會吸引各國成癮研究的頂尖學者共同與會，會議主題十分多
元，融合各國學術研究、各個面向（心理、精神醫學、大腦掃瞄、社會工作、公共政
策）探討與實務工作者，能和這些不同領域的與會者有機會深入交流與討論，對於我
將來的研究工作發展與思維有相當多的啟發。 

3、 此次於會議中獲取許多新的想法，過去未曾被探討過的現象也因研究的進步和工具的
日新月異，而有了更清楚的呈現。對未來研究設計及方向，有很大的幫助。 

4、 會議中有許多機會與其他學者討論不同研究成果，交換藥物濫用預防與治療的理念，
了解其他國家目前面對藥物濫用之介入方式及政策，讓我在知識上與將來教學上有非



常多的啟發；也增進未來持續與國際團隊研究的可能性。 

 

三、建議事項 

1、 建議我國應投注更多研究資源在藥物濫用之心理與社會領域、預防與治療研究 

2、 建議國內能有更多學者投入大腦、認知功能與物藥物濫用的研究 

3、 國內應該加強對於性別、貧窮、健康不平等所造成的文化與藥物濫用議題進行研究與
探討，培養健全安適的下一代 

4、 跨領域、多元尊重與表達也是這次大會的顯現，國內研討會可以學習 

 

四、攜回資料 

1. NIDA International Forum 大會議程一本 

2.國際會議 CPDD大會議程一本  

 

五、經費核銷 

1. 機票：0美元（因為科技部計畫補助經費不足，機票費自己支付） 

2. 大會註冊費：00美元 （因為科技部計畫補助經費不足，註冊費自行支付） 

3. 生活住宿：李思賢教授與洪嘉均醫師兩人，加州聖地牙哥計算：250美元*7.6天(6/8-6/14

全天+6/7與 15各 0.3天)＝1,900美元，兩人共 3,800美元（6/7現金賣出匯率 29.907）（依派

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附錄：摘要一 

The effects of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on bra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adolescence-onset users 

 

Tony Szu-Hsien Lee1, Chia-Chun Hung2,3, Yi Hsuan Liu2, Chu-Chung Huang2, Chun-Ming 

Chen4, Jeng-Ren Duann5,6, Chiang-Shan R. Li7,8, Neil G. Muggleton5,9,10,11, Wei-Ti Chen12, 

Ching-Po Lin13 

 

Authors 
1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3Bali Psychiatric Cen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5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6Institute for Neural Compu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 USA 
7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 
8Departemnt of Neuroscienc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 
9Brain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Taiwan 
10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11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New Cross, London, United Kingdom 
12School of Nursing, UCLA, Los Angeles, CA, USA 
13Brain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Key words: 

Ketamine, structural MRI, gray matter volume,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resting-fMRI, 

seed-based correlation analysis 

  



Background: Ketamine has been used for medical purposes, most typically as an anesthetic, and 

recent studies support that ketamine may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However, 

ketamine tends to be abused by some young adults and teenagers. Methods: We employed MRI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ketamine abuse o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34 users and 19 

non-drug using controls. Ketamine users were assigned into adolescence-exposed or 

adulthood-exposed group based on when they were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ketamine. Three 

groups all underwent brain structural/functional MRI scans with a 3T scanner and processed 

with SPM and AFNI.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lower GMV in the left precuneus in ketamine 

users, with a more severe decrease in those first exposed to ketamine during adolescence. 

Adolescence-exposed users had higher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left precuneus and 

the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compared to other groups. More broadly,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ketamine users had decreased GMV in the right insula,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left 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 Conclusion: These preliminary results characterized the effects of ketamine misuse o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ma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earlier exposure of ketamin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The precuneus, a structure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cerebral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may represent a key region to demonstrate these effects. How these 

bra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relate to the behavioral measures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with a large cohort of participants. 

 

 

 

 



附錄：摘要二 

Stria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sex differences and 

impulsivity 

Chia-Chun Hung1,3,4, Yi-Shuan Liu4, Chu-Chung Huang4, Chiang-shan R. Li6,7 , Jeng-Ren 

Duann5, Ching-Po Lin3,4, Tony Szu-Hsien Lee2 

1. Bali Psychiatric Cen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2. 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3.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4. Brain Connectivity Lab,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5.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Taiwan 

6. Departments of Psychiatr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7.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striatum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otivated behavior and impulse control. Here 

we examined how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of the striatum differs betwee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KU) and non-drug using healthy controls (HC) and whether such 

differences relate to sex and impulsivity as assessed by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s 

(BIS-11).  

Methods: Thirty-six KU and 20 HC completed a clinical interview, BIS-11,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e processed imaging data with established routines in SPM. Voxel-wise 

connectivities of the caudate, pallidum, putamen, and ventral striatum (VS) were compared 

between KU and HC and examined in association with BIS-11 score. All results were evaluated 

at a corrected threshold of voxel p<0.001 uncorrected in combination with cluster p<0.05 FWE 

corrected.  

Results: Compared to HC, KU women but not men showed higher BIS score. Compared to HC, 

KU showed increased connectivity between caudate and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and between pallidum and bilateral cerebellum. Post-hoc analyses demonstrated no sex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s of caudate dACC connectivity but a significant sex difference, with 

KU women but not men show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allidum cerebellum connectivity. 



With men and women examined separately, VS insula rsF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IS-11 score in KU men but not in the other groups.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highlighted altered resting state striatal connectivity with both 

sex-shared and sex-specific functional changes in KU. Increased striat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dACC and cerebellum may conduce to indiscriminate response to saliency, akin to drug seeking 

despite negative consequences.  

 

Key words: ketamine; SUD; impulsivity; fMRI; striatum; insula; sex difference 

1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李思賢 計畫編號：106-2410-H-003-028-

計畫名稱：採用腦影像探討長期K他命使用者認知功能損害與性別差異-第2年計畫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3.Li, C-S. R., Zhang, S., Hung, C.
C., Chen, C. M., Duann, J. R., Lin,
C. O., Lee, T. S. H.* (2017).
Depression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Sex differences and neural
bases.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269(30), 1-8.

研討會論文 2

1. The Effects Of Chronic Ketamine
Exposure On Bra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Adolescence-
Onset Users
2. Stria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chronic ketamine users: sex
differences and impulsivity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劉一萱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1 王心怡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研究成果顯示使用K他命對於大腦確實有影響，特別是在執行功能。結果可提
供政府部門在藥癮戒治、課業學習與各種偏差行為發生之政策參考。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衛生福利部,教育
部,法務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