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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請託行為」是人際互動中很普遍的現象，當互動的一方，要求

另一方提供非其工作職務，或多於其相互應盡的義務時，便發生了請

託行為。由於人的能力有限，「請託」成了個人生命歷程中，一項非

常重要的生活經驗。基於此，過去學者對此議題，亦做了相關理論的

分析和實徵研究的探討。

第一節 與請託相關的理論與研究

在社會心理學的領域中，對於請託行為的研究，依不同的研究切

入，可以分為：探討處於被請託的「資源支配者」觀點，以及缺乏資

源的「請託者」觀點兩種。有關「資源支配者」的探討，著重在不同

關係對象的請託效果。至於「請託者」觀點的研究，一方面是以請託

前，如何獲使他人「順從 (compliance)」個人請求的請託技巧為主

(Cialdini, Cacioppo, Bassett & Miller, 1978; Cialdini , Vincent, Lewis,

Catalan, Wheeler & Darby, 1975)。另一方面，則是以「自尊威脅模式

(threat to self-esteem model)」，來理解個人受惠於他人之後的認知、

情感和反應 (Fisher, Nadler & Whitcher-Alagna, 1982; 1983)。

一、由「資源支配者」角度切入的人情法則

Hwang (1987)的「人情與面子」是由「社會交換理論」出發，

探討「資源支配者」面對他人要求幫助時，如何決定「要」或「不要」

施助的決策歷程。此觀點認為：在面對不同人際關係的互動對象要求

人情施予 (favor)時，個人會有不同的考量。簡言之，當「請託者」請

求「資源支配者」，將他所掌握的資源，做有利於請託者的分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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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支配者心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關係判斷」。他要思考的問題是：

「他和我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然後再依不同的關係判斷，採取不

同的分配法則。「情感性關係」是一種長久穩定的社會關係，主要是

家庭成員、密友等原級團體成員，交往法則是以滿足對方需要、不分

彼此的需求法則為主。「工具性關係」指的則是一種不穩定的關係，

例如銀行行員與顧客、護士與病人或徵信社與委託者之間的關係。互

動雙方主要是想從對方處，獲得某些自己想要的資源。因此與工具性

關係的人互動，由於彼此沒有情感或權力的瓜葛，所以個人可以理性

的運用公平法則。介於情感性和工具性之間，是和我們的關係不遠也

不近，有點情感基礎，卻又未到願意和對方不分彼此的「混合性關

係」，主要包括同學、同事或同鄉等不同的角色關係。在與混合性關

係的對象互動時，則採取對方有需要時給予同情、體諒、幫助；接受

對方的協助或人情後要「回報」的人情法則（楊國樞，1992 的家人、

生人和熟人關係，亦有相似的觀點）。

相關的研究的確顯示，對於施惠者來說，與施惠對象「關係」

的判斷，的確有助於了解「施惠者」要不要提供個人資源的決策歷程。

例如 Han, Li, & Hwang (2005)的研究發現：面對老師這種垂直關係

(vert ical relationship)對象的要求時，不管和對方的情感關係如何，請

託者相對於自己的權力，才是受試者考量接受請託的主要因素，而對

方未來的「回報」潛力，對個人是否會接受請託，則沒有預測效果；

反之，當面對像同學這種水平關係 (horizontal relationship)對象求助

時，除了彼此關係的親近性以外，受試者的確會將對方未來是否有回

報的可能納入考量。Bell, Grekul, Lamba, Minas, & Harrell (1995) 的

研究也發現，個人對於經常有互動的他人，不管彼此的感情如何，都

會比較願意提供協助，因為經常性的見面，確保了對方償還自己人情

的結果。另外，研究還發現：隨著要求的請託成本增加，個人願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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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協助的意願下降 (Bell et al. , 1995; Shotland & Stebbins, 1983)。其中

個人所考量的，也是在於付出後，「成本」是否可以等量回收的問題。

這些研究結果，基本上都有助於了解「資源支配者」，在面對他人的

請託時，其決策思考的內涵與歷程。

二、由「請託者」角度切入的觀點

西方以請託者角度切入的研究想法，基本上可以以「人情（請託

事件）」發生前和發生後來區分。「人情」發生前的相關研究，主要是

探討請託者如何使被請託者「順從」其請求的技巧。至於「人情」發

生 後 的 研 究 ， 則 又 以 受 助 於 他 人 ， 可 能 威 脅 個 人 「 自 尊 」

(threat-to-self-esteem)的相關探討為主。

（一）、「人情」發生前的請託技巧

社會心理學對於順從 (compliance)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請託者如

何可以達到其目的—使受請託者順從其「請求 (request)」的技巧為主。

比較為人所知的，是如：「前腳入門 (foot-in-the-door effect)」和「門

在臉上 (door-in-the-face effect)」的相關研究，前者探討如何將被請託

者已經答應的請求效果增大；後者則著重在如何使對方因讓步而答應

請求。在「前腳入門」的實徵研究方面，Cialdini, Cacioppo, Bassett &

Miller (1978)的研究顯示：先要求學生參加心理學的實驗，等其答應

後，再告訴他們實驗的時間，是一大早的七點，比一開始就讓學生知

道實驗是一大早的七點，學生比較會答應參加（ Freedman & Fraser,

1966 請家庭主婦幫忙，放招牌在其住家院子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結

果）。而先向對方提出一個大而無理，對方一定會拒絕的請求後，再

提出一個小一點，卻是自己真正目的的「門在臉上」技巧，也是一種

很有效的請託方法，例如 Cialdini, Vincent, Lewis, Catalan, Wheeler &



4

Darby (1975)的研究顯示：先對一些大學生，提出當兩年偏差少年

(juvenile delinquents)無薪諮商員 (counselor)的要求，被拒絕後，再提

出請他們陪一群偏差少年，到動物園玩兩個小時，被接受的機率，遠

高於直接要求他們陪這些少年到動物園玩。其他的研究，如應用「印

象整飾」中的逢迎 (ingratiation)策略，在提出請託的要求前，讚美對

方的能力、成就或外貌…等，以增加對方喜歡自己的程度 (DeBono &

Krim, 1997)，或者是操弄對方的心情狀態 (Forgas, 1998)，的確都能有

效提高被請託者答應的機率。

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如何在「人情」發生前，使被請託

者「順從」的各種請託原則或技巧的效果。那麼上述的研究，的確都

有清楚的描述和探討。不過，若將焦點往前推一點，進一步思考請託

者接受協助之前，如何決定向「誰」求助，則似乎較受到研究者的忽

略。特別是西方有關請託效果的相關研究，多是以「陌生人」為請託

對象，探討的焦點，著重在如何說服或使對方「順從」請求的技巧。

但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互動的對象，並不是不認識的陌生

人，而是彼此熟識的家人或朋友。當困境發生，我們最可能求助的對

象，應該是這些週遭的家人、朋友。因此，在什麼情境下，我們會寧

可選擇向不認識的陌生人求助，則反而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和研

究課題。

（二）、「人情」發生後的自尊威脅模式

對於受惠者 (recipient)接受「人情」後，相關反應的研究，則以

Fisher, Nadler & Whitcher-Alagna (1982, 1983)整合有關公平理論

(equality theory)、抗拒理論 (reactance theory)、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以及自尊取向等概念，所提出的「自尊威脅模式」觀點為主。

此觀點認為：任何形式的「施惠 (aid)」，對接受幫助的人 (recipient)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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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都混有自我威脅 (self-threatening)和自我支持 (self-supportive)的成

份。「自我威脅」的成份是指：受惠者在接受該協助後，可能感受到

自己不如施惠者 (inferiority-superio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ipient

and donor)。同時，需要接受他人的幫助，意謂著違反了西方文化下，

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獨立自主的價值觀。而「自我支

持」的成份，則是指：受惠者在接受協助時，所可能感受到對方的關

懷 (caring and concern)，以及對方所給予的有形無形的好處（如金錢、

建議等）。

Nadler & Mayseless (1983)進一步認為，受惠者在接受施惠者的

幫助後，知覺該協助為「自我威脅」或「自我支持」，可能進一步影

響受惠者三方面的後續反應： 1. 對自我的知覺（如對自我的情感感

受、對自我的評價等）；2. 對施惠者的知覺（如對施惠者的喜愛程度、

評價好壞等）；以及 3. 當事人可能的後續行為反應（如是不是急著還

人情、會不會更努力於後續作業，以避免再接受對方的協助等）。而

影響個人將此「人情」，解釋為支持性或威脅性感受的最重要因素，

則為個人「自尊」的高、低。

「自尊威脅模式」的相關研究，便是根據這樣的想法，探討的

主要變項，是受惠者的「自尊」，以及受助事件，是否為個人自我的

重要能力向度。例如 Nadler, Fisher & Streufert (1976)與 Nadler, Altman

& Fisher (1979)的研究均發現：受試者因在檢驗其投資能力的虛擬股

市投資遊戲 (Stock Market Game, SMG)中失利，而需接受他人的籌碼

資助時，高自尊者比低自尊者報告更多的負向情緒，並對施惠者有負

面的評價。相似的研究還發現：當施惠者和自己一樣是此遊戲 (SMG)

中的失敗者，相較於受惠於遊戲中的成功者，受助者比較不會覺得受

威脅，且比較願意在後續的遊戲中，接受對方的幫助 (Fisher & Nadler,

1976)。Tessler & Schwartz (1972)與 DePaulo, Brown, Ishii, &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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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的研究均發現：高自尊者在重要的能力向度受助後，會更努力

於該作業的練習，以避免後續相似的受助情況再度發生。不過，如果

個人面對的問題情境，和個人重要的能力向度無關，相關的研究則顯

示：個人會傾向於接受親近或熟悉對象的幫助 (Gourash, 1978; Shapiro,

1980)，並將之視為是施惠對方對自己關懷的善意表現。

根據前述分析的文獻來看，西方的「自尊威脅模式」，雖然對於

受惠者在接受幫助後，是否願意再度尋求對方的協助做了探討 (Fisher

& Nadler, 1976; DePaulo et al., 1981)。同時，Fisher et al ., (1982, 1983)

認為：基於「自尊」會否受威脅，所引起對「受助 (aid)」的負向「自

我威脅」或正向「自我支持」感受，可以解釋絕大多數受助者的可能

反應。這樣的觀點，在強調個人「自尊」的西方社會，似乎很理所當

然。不過，對整個社會價值觀，強調的是「面子」而非「自尊」的華

人社會，是否仍舊適用，則是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三、華人社會中「自尊」與「面子」的關係

由前文對「自尊威脅模式」文獻的分析，可知西方的學者偏好

從「自尊」的觀點，來探討受惠者對於自己「被幫助」的心理感受。

而西方文化中的「自尊」，與華人社會習用的「面子」概念，或有關

聯之處。因此下文將進一步分析，西方社會中的「自尊」，與華人社

會中的「面子」，在概念上有何相似和差異之處。以進一步說明本研

究想探討的，請託事件涉及「面子」的威脅與否，和個人選擇請託對

象之間的關係。

（一）、西方文化中的「自尊」

雖然西方的學者在研究「自尊」時，會依自己對自尊的不同觀點，

將自尊分為很多不同的類別，例如內隱自尊 vs.外顯自尊 (implicit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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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 t self-esteem, Greenwald, Banaji , Rudman & Farnham, 2002)，情

境 關 聯 自 尊 vs. 非 情 境 關 聯 自 尊 (contingent vs. noncontingent

self-esteem, Crocker & Wolfe, 2001)，以及一般自尊 vs.向度自尊

(global vs. domain specific self-esteem, Dutton & Brown, 1997)等等。

但整體而言，「自尊」的概念指涉的都是：個人對自己的評價或態度

(a person’s evaluation of , or attitude toward, him- or herself)

(Psy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 p.435)。值

得注意的是，許多的西方學者認為：由於自尊是人類的基本需求

(fundamental human need)，因此人們都有追求和維持高水平自尊的動

機，並在自尊受威脅時，採取一些自我防衛機制，以保護並維持個人

的 正 向 自 我 觀 (Brown, 1986; Leary, 1999; Steele, 1988; Taylor &

Brown, 1988; Tesser, 2000; Wills, 1981)。

社會比較的研究就發現：家人、朋友在非個人的重要能力向度表

現優異，而超越自己時，個人會與有榮焉的樂於分享對方的成就

（Tesser, 1988; Tesser & Cornell , 1991）。不過，當被比下去的，是自

己的重要能力向度時，個人便可能採取「自我防衛」的行動，例如故

意提供較難的線索給朋友，讓朋友表現不好；反之，卻提供較容易的

線索給陌生人，表現出寧可贏過自己的，是陌生人而非朋友的現象

(Tesser & Smith, 1980)。也就是說，在會威脅到自我感受的情況下，

如果互動的對方是陌生人，個人感受到自我受威脅的不舒服感，便不

會那麼強烈。有趣的是，這種故意讓朋友表現不好，或者是基於前述

「自尊威脅模式」的觀點，在受惠後貶抑施惠者、避免再次接受幫助

的行為表現，基本上都是屬於認知扭曲的自我防衛機制。換言之，個

人其實並不真得知道，自己該認知或行為背後的真正意義。

以上所述有關「自尊」的研究課題，反應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

強 調 個 人 必 須 獨 立 (independent) 、 自 主 (autonomous) 、 自 我 依 賴



8

(self-rel iant)的社會價值觀 (Crocker & Park, 2004; Markus & Kitayama,

1991; Sedikides, Gaertner & Toguchi, 2003)。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

自我評價的基礎，在於獨立、自主與自我依賴。而其具體的表現，則

是在面對困境時，可以自己解決問題不求人。在個人發展出這樣的自

我概念後，自然很容易將「能力」視為是定義自我時，最重要的向度

(self-defined dimension)，並進而以在社會比較的歷程中，自己表現的

比 他 人 好 ， 來 肯 定 自 我 的 價 值 (self-value) 和 自 我 的 有 效 性

(self-validation)。

然而，與道德相關的行為，則不一定涉及個人的重要能力向度，

或會威脅自我的獨立、自主概念。在道德的領域，西方文化強調內在

罪感的自我約束力量。因此，成長於西方文化的個人，在因違反道德

規範，而傷害到他人時，會明確感受到自己的行為失誤，而引發自責

或罪惡感；在解決問題時，傾向設法對外採取行動以彌補損害，或透

過為罪惡告白以減輕心理上的負擔 (黃光國，2003；Bedford & Hwang,

2003；Niedenthal, Tangney & Gavanski, 1994)。也就是說，個人因違

反道德規範，而需求助於他人時，並不太會因為擔心他人的看法，而

刻意迴避家人、朋友所提供的協助和關切。

（二）、華人社會中的「面子」與「自尊」

文 化心 理 學 的學 者 認 為： 追 求 自己 成 為 一個 獨 立 自主 的 個體

(autonomous agent)，這種強調自我價值的自我觀，並不適於描述東方

文化，因為對在東方文化成長的個人而言，人際關係的維持，比追求

個人自我的價值或成就更重要（Crocker & Park, 2004; 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 Kim & Markus, 1999; Markus & Kitayama,

1991）。而為了維持和他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個人比較在意的，並非

西方強調自我評價的「自尊」，而是他人對自己評價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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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 & Kitayama (1991)以「獨立我 (independent-self)」和「相

依我 (interdependent-self)」來標示西方人與東方人自我建構的不同。

然而，已有相關的研究顯示，這兩種自我建構，其實都會存在於西方

社會與東方社會，不同的可能是相對比例的差異而已 (i.e. Hong &

Chiu, 2001; Singelis , 1994; Trafimow, Silverman, Fan, & Law, 1997)。

因此，不能說華人僅有在意人際關係和諧的「相依我」，而沒有西方

「自尊」觀念下的「獨立我」特質。楊國樞（ 1992）提出對應於獨立

我與相依我概念的「個我取向」和「社會取向」自我概念時，就認為

華人同時兼具此兩種自我的概念。 Sun（ 2004）的研究也指出：華人

大學生在描述「獨立我」和「相依我」特質的自我評量作業，均表現

出西方研究「自尊」時，所出現的自我增進偏誤 (self-enhancing bias)

現象。只不過，對「相依我」特質描述的偏誤，又大於「獨立我」，

顯示華人兼具此兩種自我建構，但的確更在意人際關係的維持。而周

欣樺（ 2002）的研究則顯示：同一成就事件（學業），在人際競爭的

情境中，個人雖會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但在必須注意他

人的評價或感受，以維護人際和諧的情境，華人便傾向將自己的成

就，歸因於作業容易和運氣。

由這樣的研究結果，可知對華人而言，除了和西方個人主義文化

中成長的人相似，有追求「自尊」的正向自我評價外，為了在社會情

境中，維持和他人關係的和諧，華人其實更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

而這種重視他人評價，甚至於習慣透過他人對自己的批評和看法，來

反應個人對自我感受的現象，表徵的便是華人社會中的「面子」概念。

因此，僅根據西方「自尊」的觀點，自然無法完整描述華人在不同情

境下，對自己的自我感受，和可能採取的社會行動。

對華人來說，高他人評價的「面子」基礎，與個人的「成就」

和「道德」都有密切的關聯 (金耀基，1993；Hwang, 2005; King & M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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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朱瑞玲 (1991)的研究，探討面子事件的因素結構，結果發現：

華人最會因他人的負面評價，而感到「沒面子」的事件，分別是有關

「能力失敗」、「品德問題」、「行為失誤」和「性道德」方面的行為。

「能力失敗」、「行為失誤」相對應於以個人能力、成就為主的「社會

臉面」；而「品德」和「性道德」則是和「道德臉面」相吻合。

由面子的這兩種內涵來看，以成就表現為評價向度的「社會臉

面」和西方的「自尊」雷同，均是以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為主。由於涉

及個人能力和努力的成就事件，可以由自己主觀判斷，亦可以由他人

客觀評量，因此，因重要的能力向度失敗，而需求助於他人時，華人

自然有可能和西方「自尊威脅模式」所描述的個人一樣，採取類似的

認知扭曲反應，以保護和維持個人的正向自我評價。

然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華人社會對立德的價值強調更重

於立功，因此，相較於成就事件的「社會臉面」，「道德臉面」的位階

更高。再加上華人對於別人給自己的批評格外敏感（楊國樞，1992），

因此在個人做了違反社會道德標準的事件時，雖然也會有內疚（例如

對他人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或者是罪惡感（例如自己的行為侵犯

或傷害到他人），但個人最在意的，是因為他人批評所引起的丟臉或

沒面子的感受。也就是說，華人對於自己「道德臉面」的知覺，主要

是受到他人評價的影響，此稱為「恥感」 (Bedford & Hwang, 2003)。

恥感文化與西方「罪感」文化不同之處，在於個人做了違反社會道德

標準的事件時，在意的比較不是自己良心上的譴責，或透過告白以減

輕罪惡感。而是如何使其惡行不「暴露於世人之前」，只要「別人」

不知道，個人就無需為之苦惱（黃光國，2003；潘乃德，1991，pp.203-204

對日本文化亦有相同的描述）。前文提過，對強調自我評價的西方人

而言，由於和道德相關的行為，較不涉及個人能力的獨立、自主。因

此，在解決問題而需求助於他人時，並不太會因為擔心他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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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刻意迴避家人、朋友所提供的協助和關切。然而同樣的道德困境，

對敏感於他人批評的華人而言，求助於經常見面的家人、朋友，則意

謂著恥感的一再被提取。因此，在「道德臉面」受威脅的請託情境，

華人會如何既找人幫忙解決問題，又可以維護面子，是本研究感到興

趣，而想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除了和「自尊」相關的研究，已經明確顯示：個人不僅不願接

受他人的協助，甚至會以貶抑對方來保護自我以外，西方還有一系列

有關「面子維護 (face-saving)」的研究，主要是操弄和個人能力無關，

但會令人窘迫 (embarrassment)的情境，探討受試者會不會因為要避免

在觀眾面前出醜 (public humiliat ion)，而犧牲實驗者在之後將會給付

的金錢籌賞，以及這種現象，會不會因觀眾和自己的關係不同而異（朋

友 vs. 陌生人）。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的確會因為要避免出醜，而

犧牲快到手的金錢酬賞。同時這種「面子維護」的效果，在朋友面前

又比在陌生人面前明顯 (Brown, 1970; Brown & Garland, 1971)。也就

是說，因為出醜會產生負面的情緒或自我評價，所以會避免讓熟識的

朋友看見，反之，如果對方是陌生人，個人所感受到的自我威脅（沒

面子），便不會那麼強烈。

日常生活中，人們難免會碰到非得求助於他人不可的情境。因

能力不足而需求助於他人，是對自我「社會臉面」的威脅；因道德事

件而求助於他人，則是對自我「道德臉面」的威脅。如果將前述西方

的研究結果，放在涉及「道德臉面」威脅的請託情境來看，我們似乎

可以合理的推測：事件當事人對於求助對象的選擇，同樣可能傾向選

擇陌生人或工具性關係，以避免常要面對熟識者可能對自己存著負面

評價的難堪。但此仍無法有效解釋，在涉及「道德臉面」威脅的情託

情境中，如果沒有陌生人可以提供協助，而只有認識的人能幫忙的情

況下，個人是會「由遠而近」地選擇較不熟悉的朋友（隱涵我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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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意他們），還是會「由近而遠」地由最親近的家人（可能較會包

容我們）開始求助。

（三）、華人對「面子」所做的相關研究

過去華人學者對「面子」所做的相關研究，常是將其當成是一

種具有「個別差異 (individual difference)」的特質來探討。例如陳之

昭（ 1993）依大學生對不同面子事件的評量，編製「面子需要量表」，

認為面子需要愈高者，愈容易表現出與面子相關的行為（做面子、撐

面子…）。Chou (1997)則認為：「爭取面子」和「保護面子」，是兩種

不同的面子取向 (orientations)，影響個人對與「面子」相關的情境，

採用不同的認知 -情感歷程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es)。誠然，「面

子」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具有個別差異的個人特質或取向。不過，若是

站在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檢驗特別是涉及「道德臉面」威脅的情境，

如何系統性地影響華人選擇求助對象的社會行為，則其實仍未見到實

徵的研究探討。本研究便是以華人的請託場域為背景，嘗試說明涉及

「道德臉面」威脅與否的請託情境，如何影響個人傾向「由近而遠」

或「捨近求遠」地選擇求助對象。

簡單來說，一件對個人而言相當重要，但不涉及個人能力或面

子的困境，比較容易對週遭任何擁有協助資源的人開口（如臨時有急

事需要請人照顧小孩），這時對求助對象的選擇，自然傾向「由近而

遠」，希望施助對方和自己的關係愈近愈好。相對的，若此涉及請託

的事件，強烈威脅到當事人（求助者）的面子感受（如虧空公款），

則個人的反應便可能非常不同，在有親近的家人或熟識的朋友，可提

供協助的情況下，個人反而可能避開這些較親近的協助者，寧可向完

全無關的陌生對象或機構求援，呈現出「捨近求遠」的現象。下文將

針對本研究相關的概念，做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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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係的心理均衡與面子感受

一、和求助對象「關係的心理均衡」評估

為什麼求助於他人會產生「沒面子」的困擾，或可從「關係的

心理均衡」概念來理解。當個人因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規範，而陷於需

要求助於他人的困境時，由於擔心此會破壞「他人」對自己品格的信

任，而使自己產生「丟臉」或「無法做人」的負向感受。在這樣的情

境下，個人自然容易採取維護面子的行動（陳之昭，1993；朱瑞玲，

1987， 1993）。此反應在選擇「請託對象」時，最可能的表現，就是

「捨近求遠」 --捨親近熟識的家人、朋友，而就工具性關係。至於在

涉及「道德臉面」威脅的情境，華人為何寧可不要家人朋友的協助，

也不願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困境，主要的因素，可能是擔心自己平時和

這些對象相處時，所建構的「關係的心理均衡」，可能失衡或瓦解所

致。在此所提的「關係的心理均衡」概念，主要是借用 Hsu (1971)

的「社會心理圖 (psychosociogram)」概念而來（見圖 2-1）。

圖 2-1 人的社會心理圖（取自 Hsu,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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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1971)的「社會心理圖」概念，包含有七個不規則的同心圓，

由內而外依次為「潛意識 (unconscious)」、「前意識 (preconscious)」、「未

表 達 的 意 識 (unexpressed conscious) 」、「 可 表 達 的 意 識 (expressed

conscious)」、「親密社會與文化 (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運作

社會與文化 (operative society and culture)」、「較大的社會與文化

(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與「外在世界 (outer world)」。而圖中斜線

覆蓋第三、四層的全部，以及第二、五層的部分，是人做為社會及文

化核心的部分，稱之為「人」或「仁」，也就是指「個人與他人之間

的互動」。在這個範疇裡，每個人都必須盡力維持其精神與人際關係

的平衡狀態，使其保持在令人滿意的水準之上，才能夠維持個人的社

會心理均衡。此部分就華人的觀點而言，就是要「做人」（ Hwang,

2000）。

本研究則將此概念加以延伸，認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人

互動時，自我會依此對象和自己的不同關係，投射出不同的「自我意

象 (self-image)」，並據此建構一個和對方之間，無形的「關係的心理

均衡」。當此關係對象是我們的家人時，這個「自我意象」，可能是依

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義務，以及雙方平時互動的經驗，和對

彼此期待的內容所建立。例如父親對子女建立的「自我意象」，可能

是權威、有能力和負責任的；丈夫對妻子建立的「自我意象」，則可

能是對婚姻忠誠、負責任和扛起主要的家計者；而子女對父母（特別

是對父親）所建立的「自我意象」，則可能是順從、努力認真和符合

父母期望的…。

需進一步說明的是，不管是和朋友或家人，各種不同的關係對

象間，個人所建構的「自我意象」內容，雖然可能不同，但對於「做

人」的一些基本道德規範的要求，卻具有跨不同關係的普遍性。例如

不可偷竊、不可邪淫…等（主要是由道德臉面所構成），違反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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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規範，便同時威脅了個人和絕大多數「他人」間的「關係的心理

均衡」。當然這種根據和不同關係對象，所建構的「心理均衡」，也可

能因個人所屬不同團體的價值觀不同而異。因此，同一涉及「道德臉

面」威脅的事件，可能會令個人與某些互動對象之間的「心理均衡」

失衡或瓦解，但與另一些對象之間則不受影響。例如一樣在特殊行業

中（如夜店）工作的同事之間，對於「用身體賺錢」這類事件，可能

會有另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當自己「用身體賺錢」這件事，被同行

的同事知道，可能並不會覺得「丟臉」，因為其並不違反個人在此團

體中，角色扮演的「自我意象」；但同樣的事件，如果讓不知情的家

人或其他朋友知道，則會強烈地感到「沒臉見人」，因為其威脅了我

們和一般他人互動時，建構自己是一個「行為檢點」的人的「自我意

象」。

這樣的概念，基本上吻合對華人而言，「自我 (self)」是由其週

遭不同的社會和人際網絡，所共同定義的觀點（何友暉、陳淑娟、趙

志裕； 1989；楊國樞， 1992；Hwang, 2000）。也就是說，「面子」其

實是個人要求別人對待自己的框框（周美伶、何友暉， 1992），框框

的內容，是自己和此互動對象間，投射出來的「自我意象」。而「關

係的心理均衡」則是互動雙方，心照不宣地去維持和承認彼此的「自

我意象」。一旦互動一方的行為或言語，侵犯或危及到此「心理均衡」，

便可能使互動的雙方（或一方），感到「面子」受威脅。

由於這種「心理均衡」的建構，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根據和

對方互動的經驗，自動化運作的內在心理歷程，當事人平時並不會特

別知覺到。但當發生某一特殊事件，而此事件會危及此「心理均衡」

時，個人便會清楚意識到此失衡所引起的不舒服感，或「面子」可能

受損，而無法做人的威脅。舉個例子來說，當面對源於自己品格操守

失誤（如虧空公款）的請託情境時，由於向熟識的他人求助，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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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品格上的缺失」曝光，而威脅到平時和對方相處時，所建構

自己是一個有「品德操守」或「正人君子」的自我意象，並導致和對

方之間的「心理均衡」失衡。因此，自己便會感受到在對方面前「抬

不起頭」和「無地自容」的壓力，這種壓力就像是一種懲罰情境，會

令人覺得不舒服而想逃離。如果此一對象是和自己經常有互動，且常

見面的家人或朋友，那麼自己便可能隨時處於這種危及自我價值感的

情境中，而無法掙脫。反之，如果幫自己的，是一個自己根本就不認

識的對象（工具性關係），那麼個人便可以脫離這種威脅情境。因此，

在選擇求助對象時，自然產生刻意繞過那些會威脅自己面子感受的

人，而寧可「捨近求遠」，希望施助者和自己的關係愈遠愈好，以避

免這種無地自容的心理威脅感。

二、涉及「道德臉面」威脅的問題情境

如果威脅「面子」的問題情境，並不嚴重或不急迫，那麼個人

自然可以將事情擱置不解決（不採取求助行動），以保護面子。另一

方面，如果可以協助解決問題的對象只有一人，那麼在事情一定得解

決的情況下，個人並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本研究將有關「道德臉

面」威脅的情境，限制在問題困境一定需要解決，且當事人可以選擇

的「求助對象」不只一人的情況。同時，雖然之前的研究，多沒有細

分「受惠」者是處於某種困境時，「主動」要求對方幫助的「請託者」，

或僅只是「被動」接受對方協助的「被動受惠者」，但基於本研究的

興趣，是在探討個人處於困境時，會選擇向「誰」求助。因此，研究

的對象，明確的界定在「處於某一問題情境」，且是主動要求他人協

助的「請託者」。至於「問題情境」著重的焦點，則是該事件是否會

威脅個人的「道德臉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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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關」面子的問題情境

如果個人在認知上，不認為自己面對的問題或困境，會威脅到自

我的感受，而開口求助，亦不會影響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於請託對

象的選擇，自然可以如人際互動的常態般，傾向「由近而遠」，以身

邊親近的家人或熟識的朋友為主。反之，對於陌生人的工具性關係，

在這一類的問題困境，則很少被當事人當成求助的對象。

（二）、「有關」道德臉面威脅的問題情境

至於具有評價性的問題情境，就構成了「面子事件」，由於在華

人的社會中，「道德臉面」代表的是：社會對個人道德品格的完整性

信任，是一個人「做人」的基本底限，一旦喪失，便很難再挽回（蘇

珊筠、黃光國， 2003；Hwang, 2005）。因此，「道德臉面」威脅，在

此便是指：個人覺察到自己所處的問題情境，是由於自己違反了社會

的道德規範所造成。如果讓他人知道，可能導致「他人」對自己產生

負面的評價，並進而使個人產生如「丟臉」或「無法做人」的感受而

言。綜合前述的文獻，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2-2 所示。

問題情境： 求助對象：

圖 2-2「道德臉面」威脅與否的情境與「求助對象」的選擇

無關面子

有關
道德臉面

無自我意象的心理失衡 

選家人朋友捨陌生人

對所人都會覺得沒面子：
有工具性關係（選陌生人）
沒有工具性關係（選家人）有威脅自我意象的心理失衡 

有不會讓自己失面子的熟識對
象時：（選此熟識對象）

沒有不會讓自己失面子的對象：
有工具性關係（選陌生人）
沒有工具性關係（選家人）

自
我
關
聯

合
理
藉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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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研究架構，本論文擬探討的問題共三則：

1. 涉及個人「道德臉面」威脅與否的請託情境，會不會影

響個人選擇不同的求助對象，以及其考量的主要因素為

何。

2. 處於「道德臉面」威脅情境中的事件當事人，和請託者

之間的不同關係，以及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否有合理的

外在藉口，如何影響請託者選擇不同的求助對象，以及

其考量的主要因素為何。

3. 在會威脅個人「道德臉面」的請託情境，如果有一些熟

識的對象，不會讓當事人有「沒面子」或「丟臉」的感

受，那麼個人是不是會優先選擇找這些熟識者幫忙，而

非「陌生人」。

為方便設計和編製研究所需的情境，以探討上述之三項問

題，本研究先進行一前置研究，收集人際間的請託事件內容和

主要的考量因素為何。以下則分別以不同的章節，進一步介紹

此前置研究和上述的三項研究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