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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前置研究：請託事件內容和考量因素調查

此前置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正式編製研究所需的情境問卷

前，先行廣泛地收集日常生活中，我們「會」或「不會」請家人、朋

友幫忙的請託事件內容，以及決策時可能考量的理由。再根據這些事

件內容和考量理由，設計和編製研究所需的情境和問題。

因此，此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回答下面的兩個問題：

1. 我們日常生活中「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請託事件內

容為何？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主要理由是什麼？其和

個人的「面子」有關嗎？

2. 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請託事件

內容為何？不找家人、朋友幫忙的主要理由是什麼？其

和個人的「面子」有關嗎？

一、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廣泛性地收集可能發生在人際間

「有關」 vs.「無關」面子的請託事件內容，因此並沒有刻意限制施

測對象的性質。在樣本的取得方面，主要是請研究者的友人，代為轉

交問卷給其同事或朋友填寫。研究共發出 50 份問卷，回收 48 份，回

收率為 96%，問卷填答者的基本資料見表 3-1 所列。

表 3-1 前置研究問卷填答者的人口學變項資料（N = 48 人）

變項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22

26

45.8

54.2

年齡 21-30

31-40

14

22

29.2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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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51 歲（含）以上

9

3

18.8

6.3

婚姻 無婚姻狀態

已婚

遺失値

24

23

1

50.0

47.9

2.1

家庭收入 總是不夠用

有時會不夠用

剛好夠用

可以有一點積蓄

很充裕

3

9

9

26

1

6.3

18.8

18.8

54.2

2.1

教育程度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含）以上

6

16

21

5

12.5

33.3

43.8

10.4

職業別 醫、護人員

電子、資訊業

營建、製造業

金融、保險業

傳播、服務業

軍人、公務人員

商、貿易業

其他

5

8

8

4

8

5

5

5

10.4

16.7

16.7

8.3

16.7

10.4

10.4

10.4

二、問卷內容

由於考量會威脅到「道德臉面」的請託事件內容，不易直接由面

對面的訪談獲得，因此本研究是以開放性問卷收集資料。同時為避免

問卷填答者，直接被問及威脅自己「面子」的請託經驗時，可能引起

的自我防衛心態，因此將問題的敘述方式修改為：「會」和「不會」

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請託事件。同時，考量個人「不會」請家人、朋

友幫忙的事件，可能涉及個人的隱私，而讓填答者不願填寫。因此，

加入一題以第三者看週遭朋友有無處於困境，卻「不願」請家人、朋

友協助的問題。問卷的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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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多少都曾發生過需要麻煩他人協助的事

件，請您儘可能地回想看看…

1.1 這些事件中，有哪些是您會找家人、朋友（甚至是透過熟人

找關係）幫忙協助的？（您可以同時敘述多個事件…）

1.2 （接續問題 1.1）為什麼您會想找他們幫忙呢？（您可以同

時敘述多個理由…）

2.1 這些事件中，哪些是您不願意找家人、朋友幫忙協助的？（您

可以同時敘述多個事件…）

2.2 （接續問題 2.1）為什麼您會不願意找他們幫忙呢？（您可

以同時敘述多個理由…）

3.1 在您認識的朋友中，是否曾經有人有困難，卻不願意找他

（她）的家人或朋友協助？這些事件的內容是…（您可以同

時敘述多個事件…）

3.2 （接續問題 3.1）您覺得這個朋友不願意找他的家人或朋友

幫忙的原因是什麼？（您可以同時敘述多個理由…）

三、施測結果內容分析

由回收的四十八份問卷中，共收集自己「會」請家人、朋友幫忙

的事件七十七件，決策的理由八十三個；自己「不會」請家人、朋友

幫忙的事件共二十五件，決策的理由二十八個；別人「不會」請其家

人、朋友幫忙的事件共三十件，決策的理由三十二個。茲將其主要的

內容分析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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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己「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事件和理由：

首先將此問題所收集到相似或重複被提及的事件和決策理由，加

以整理後發現：在事件方面，以生病求醫的相關經驗，被提及的次數

最多（ 24 件），其次依序為：工作相關事件（ 13 件）、購買專業或高

單價的產品（ 11 件）、跑腿瑣事（ 7 件）、工作之外的情緒困擾、家人

（或親子）之間的問題（ 5 件），以及如搬家和搬東西等耗體力的事

（ 4 件）。在個人所提及的理由方面，經由內容分類的結果發現，被

提及的次數依序為：可信賴（放心、安心）（ 24 次）、獲得較好的協

助或服務（ 13 次）、專業上的考量（ 11 次）、基於互惠想法（ 10 次）、

資源的獲得（ 7 次）、意見或經驗的提供（ 6 次）、省錢（ 5 次）以及

情感性支持（ 2 次）。事件內容和決策理由分析的結果請見表 3-2。

表 3-2 會找家人、朋友幫忙協助的事件和考量理由

事件（共 77 件） 考量理由（共 83 個）

家人生病—沒病床（3）

--病情治療（20）

--床邊生活照料（1）

資源的獲得（病床）（3）

較好的協助或服務（會盡心幫忙）（9）

可信賴（放心、安心）（8）

醫療專業能力的考量（5）

互惠（家人互相幫助）（1）

工作--挫折、困擾（5）

--找工作（3）

--專業協助（3）

--找人參加公司活動（2）

提供意見（經驗）（2）

情感性支持（1）

可信賴（放心）（2）

資源的獲得（工作機會、找人）（4）

專業能力（比較知道怎麼幫忙）（4）

專業或高單價產品

—專業（相機、電腦…）（5）

--高單價（房子、車子）（6）

可信賴（放心、安心）（6）

可提供專業正確的訊息（2）

提供意見（經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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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省錢（3）

跑腿瑣事（繳錢、忘了拿東西、帶狗去看病、

買東西…）（7）

互惠（家人、朋友互相幫助）（6）

可以省錢（1）

可信賴（放心）（1）

除工作外的情緒困擾（2）

家人（或親子）之間的問題（3）

可信賴（放心說）（1）

情感性支持（1）

不想破壞關係和諧（找朋友）（1）

提供意見（經驗）（2）

體力消耗（搬家、搬東西）（4） 互惠（家人、朋友互相幫助）（3）

可以省錢（1）

金錢—專業理財（保險投資）（2）

--貸款需保人（1）

較好的協助或服務（1）

可信賴（放心、安心）（1）

要有保人才能借到錢（1）

婚喪喜慶（3） 提供意見（經驗）（2）

較好的協助或服務（會盡心幫忙）（2）

照顧幼兒（3） 可信賴（放心、安心）（3）

法律相關事件（2） 較好的協助或服務（較盡心）（1）

可信賴（放心、安心）（1）

無法歸類（選舉、交通事故）（2） 認識的人比較好開口（1）

可信賴（放心、安心）（1）

＊括號內為被提及之次數

由上述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請託事件的分類，可以發現：問卷

填答者提及最多的，是和生病求醫相關的經驗，包括：沒病床、對於

較好治療品質的期待，以及床邊生活照料三類。除了床邊生活照料是

屬於家人相互幫忙之外，沒病床和較好治療品質的期待，都是對於醫

院醫療資源的尋求。而進一步分析個人為何在此類事件（生病求醫），

會找家人、朋友等熟識者幫忙協助的理由，則發現是以：可以獲得「較

好的協助或服務」、對方「可信賴」以及醫療「專業的考量」等三項

因素為主。這樣的考量內涵，可以由受助者對實質的協助結果期待，

以及心理感受來解釋。在實質的協助結果方面，主要是期待因為和對

方的關係，對方可以給予更盡心盡力的照料；在心理感受上，則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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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是熟識者，而感到較可以信賴對方，因此能夠更放心和安心。即

使是在「醫療專業」的考量上，反應的仍是「可信賴」和「較好的協

助」的要求，因為對方有較好的專業能力，所以認為其提供給家人的

醫療照顧可以更好更正確。也因為認為對方提供給家人的醫療照顧是

更好更正確的，所以心態上就可以更放心信賴對方。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問卷填答者對此問題，回答的事件有類別上

的不同，但獲得「較好的協助或服務」以及對方「可信賴」這兩項因

素，卻跨事件成為最常被提及的理由（例如工作相關事件、購買高單

價產品…等）。此均明顯反映出華人比較相信自己人，以及認為同一

服務或協助，提供給「有關係者」會更盡心盡力幫忙，這種「關係主

義」的意涵（楊國樞， 1992；Hwang, 1987, 2000）。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屬於家人、朋友這類較親近或熟悉的互

動對象，應該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獲得情感性支持的主要來源。但其

實這類事件或理由，在此前置研究中，被提及的次數卻相當有限（和

情感相關的事件被提及 7 次，但考量的理由僅被提及 2 次），此可能

反映出華人其實在經過多年儒家文化的影響後，是習於角色關係，而

非情感關係的互動模式（楊國樞， 1992）。也就是說，華人的情感表

達方式，常常是比較含蓄地表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而非內心深層

情感的交流（李美枝，1998；韓貴香，2001）。有趣的是，屬於家人、

朋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互助行為，如買東西、繳錢、搬家甚至是幫忙

帶小孩等，分別被提及的次數都不多。此可能是這類事件被認為是理

所當然而忽略，但也可能是問卷填答者揣測題意，認為應該要提較重

要的生活事件使然。

2. 自己「不願意」請家人、朋友幫忙的事件和理由：

對此問題本研究僅收集到二十五件請託事件，以及二十八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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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經由內容分類的結果顯示：請託事件被提及最多的，是金錢問

題（借錢）（ 9 件），其次則為感情和婚姻（家庭）問題（ 7 件），專業

理財和工作困擾（分別被提到 3 次），住院需要人照顧（ 2 次）和隱

私（ 1 次）。在個人所提及的理由方面，體貼他人被提及的次數最多

（ 8 次）、其次為避免人情困擾和傷感情（ 7 次），至於沒面子和個人

隱私的考量則反而較少被提及（分別為 5 次和 3 次）。請託事件和考

量理由的詳細內容請見表 3-3。

表 3-3 自己不會找家人、朋友幫忙協助的事件和考量理由

事件（共 25 件） 考量理由（共 28 個）

金錢問題（借錢）（9） 不想有人情壓力（2）

體貼他人（不願造成他人困擾）（2）

怕傷害彼此的感情（3）

怕家人責備（1）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1）

感情上的事（未指明）（4）

婚姻（家庭）問題（3）

個人隱私的事情（怕被說閒話）（2）

自己的事自己解決（2）

體貼他人（不願家人擔心）（1）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3）

專業理財（保險、置產）（3） 避免自己的困擾（人情）（2）

個人隱私的事情（1）

工作困擾—不愉快（2）

--失業（1）

體貼他人（不願造成他人困擾或擔心）（3）

避免自己的困擾（太多關愛）（1）

沒面子（丟臉）（1）

住院需要人照顧（2） 體貼他人（不願家人太過勞累）（2）

有關隱私的問題（1） 找不認識的專家比較容易啟齒（1）

由事件內容和決策理由的分析，可以發現：「金錢困境」是最常

被提及，不願意向自己的家人、朋友開口的請託事件。分析其原因，

是因為怕傷害彼此的感情（3 次）、體貼他人不願意造成他人困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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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想有人情壓力（2 次），而想當然爾的「面子」問題則僅被提

及（1 次）。其實，這種「沒有」提及「面子」因素影響的現象，並

不只反應在金錢困境的事件，在其他被提及的請託事件，除婚姻問題

外，個人不願意找家人、朋友協助的主要因素，亦多為體貼他人（不

願家人擔心或勞累），而非面子的考量。此當然可能反映問卷填答者

的真實心境，不過亦可能是因為當問題問的是「自己」時，個人似乎

比較會替自己找一個「好」理由來回答。

3. 朋友「不願意」請其家人、朋友幫忙的事件和理由：

問卷填答者在此問題上，共提到三十件請託事件和三十二個決策

理由，略多於請託者是「自己」時所報告的數目（ 25 事件，28 理由）。

在請託事件的內容分類方面，被提及最多的仍是金錢（借錢）（ 13 件），

以及感情和婚姻（家庭）問題（ 5 件），其次則為未婚懷孕（墮胎）（四

次），工作困擾和生病（分別被提到 3 次）…等。在個人推測朋友為

何不願請其家人、朋友協助的理由方面，內容分類的結果則顯示：怕

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成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15 次）。

體貼他人（不願增加家人負擔或擔心）則明顯較少被提及（ 5 次），

而不想有人情困擾、怕被家人責備以及家人不願意（或沒能力）幫忙，

則相對較少被提及（各僅被提及 3 次）。詳細內容請見表 3-4。

表 3-4 朋友不會找家人、朋友幫忙協助的事件和考量理由

事件（共 30 件） 考量理由（共 32 個）

金錢問題（借錢）（13）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7）

不想有人情壓力（3）

體貼他人（不願增加家人負擔或擔心）（2）

家人不願意（或沒能力）幫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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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上的事（未指明）（3）

婚姻（家庭）問題（2）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2）

體貼他人（不願家人擔心）（2）

解決不了，說了也沒用（1）

未婚懷孕（墮胎）（4） 被家長責罵（3）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2）

工作困擾—做不完（1）

--失業（2）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1）

想求表現（1）

體貼他人（不願增加家人負擔或擔心）（1）

生病--患癌症（2）

--精神方面的疾病（1）

擔心得到超過負荷的關心（1）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外貌改變）（2）

被別人騙錢（1） 怕在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1）

需要人幫忙照顧小孩（1） 家人不願意（或沒能力）幫助（1）

由表 3-4 可以發現，在提及「朋友」的請託事件方面，和報告「自

己」是當事人的情況相似之處，在於最常被提及的，都是「金錢困擾」、

「感情、婚姻問題」以及「工作困擾」。最大的不同則是在報告「別

人」的問題時，有關道德意涵強烈的「未婚懷孕（墮胎）」，取代了「專

業理財（保險、理財）」。有趣的是，雖然在提及的事件方面，當事人

是「自己」或「朋友」，問卷填答者回答的「事件」內容很類似，但

考量的「理由」卻很不同。當「自己」是事件主角時，不願請家人、

朋友協助的理由，是「體貼他人」不願造成他人的負擔或困擾，但當

事件的主角是「朋友」時，個人所提的理由，則是跨事件的以「怕在

家人、朋友面前丟臉（沒面子）」為主。同時，強烈涉及道德議題的

「未婚懷孕（墮胎）」被提及 4 次。相對地，在「自己」是事件當事

人時，此類事件則完全沒有被提及。顯示雖然是不記名的問卷，問卷

填答者仍多不願提及自己所可能涉及的「道德臉面」威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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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針對此前置研究的目的，希望能廣泛地收集日常生活中，我們

「會」或「不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請託事件內容，以及決策時可

能考量的理由，我們可以得到幾項暫時性的結論：

（一）、「會」請家人、朋友協助的事件和理由：

在會請家人、朋友（甚至是透過熟人找關係）幫忙協助的事件，

被提及最多的是以「生病」、「工作」和高單價的「產品」為主。而日

常生活中經常會發生的，如買東西、劃撥繳錢或忘了東西請人幫忙

拿…等事件，則反而較少被提及。此現象可能和經驗事件的顯著性有

關，例如生病雖是每個人生命經驗中不可避免的經驗，但醫療的專業

卻是多數人所陌生而無法自行解決的困境，因此即使是平時在其他事

件，可以靠自己能力解決困境的人，在面對這類問題時，也都會顯得

無助和束手無策。因此和醫療相關的求助經驗，不僅可能成了多數人

曾經面對的共同經驗，且讓經歷過類似經驗的人印象特別深刻，而成

了最多被提及的求助事件。相對的，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發生的瑣事，

如幫忙買個飲料或便當，則因為比較不會引起個人強烈的感受，而可

能因此較少被提及。

在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考量因素方面，被提及的理由，主要是

在自己不熟悉的專業領域，認為熟識者不會騙自己，因此在「心態上」

比較可以信任對方；同時熟識者也比較會盡心盡力的幫忙，因此在「實

質上」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協助。而由問卷填答者在此方面的回答，可

以發現：個人會請家人、朋友協助的事件或理由，雖然可能涉及個人

的隱私（如感情困擾），但基本上和「面子」無關。至少在此研究回

收的資料中，並沒有收集到涉及「面子」的事件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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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會」請家人、朋友協助的事件和理由：

至於不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事件，不管事件的當事人是「自己」

或「朋友」，最常被提及的都是「金錢」和「感情、婚姻」問題。此

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反應出個人處於現代社會中，面對炫燿性消費

的物質誘惑，以及速食愛情的兩大困擾。值得注意的是，問卷填答者

在回答「朋友」不願求助家人、朋友的事件中，報告了四次「未婚懷

孕（墮胎）」的事件。而此，在回答「自己」的問題時，則完全沒有

提及。理由之一，當然可能是反應真實的現象：此前置研究的問卷填

答者，真的剛好都沒有此類涉及違反道德規範的經驗。不過，換另一

種角度來看，此亦可能是由於涉及強烈道德議題的事件，當事人基於

保護自己的心態並不願提及。如前面文獻中所分析的，華人文化是以

「恥感」為社會強制力，個人做了違反社會道德標準的事件時，在意

的是如何將此事件「蓋住」。因為「道德臉面」代表的是華人社會對

個人自我道德品格的完整性信任，不管是對誰，個人隨時都必須維護

其道德臉面的完整（蘇珊筠、黃光國，2003；Hwang, 2005）。相對的，

「金錢」和「感情」困擾，雖然可能涉及個人的「社會臉面」或隱私，

但對於「自我」的傷害，則沒有威脅「道德臉面」的事件那麼強烈 (Cheng,

1986)。

在不會請家人、朋友幫忙的理由方面，事件的當事人是「自己」

或「朋友」，明顯影響問卷填答者的回答。當「自己」是事件當事人

時，不請家人、朋友幫忙的主要原因，是「體貼他人」，不願家人、

朋友擔心或增加麻煩，「面子」因素則較少被提及。不過，如果是回

答「朋友」不願求助於其家人、朋友的理由，即使是類似或相同的困

境（「金錢」和「感情」困擾），「面子」都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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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當然可能是因「自己」是事件當事人時，比較容易關注到自己可

能對別人造成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應出華人的「愛面子」特

性，在自己是沒面子事件的主角時，其實並不願意直接正視問題所

在，而幫自己找一個「好」理由。然而當事件主角是他人時，則因不

需涉及自我保護的歷程，因此可能無意中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人

身上，而認為別人是因為怕「丟臉」。

此前置研究的結果，將進一步做為後續研究一和研究二編製情境

故事和選擇請託對象時考量理由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