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演說焦慮的概念、理論、測量與相關研究，第二

節為演說焦慮的成因、症狀與因應方法，第三節為演說焦慮與性別、幽默感、情

緒調節、創造力、職業選擇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演說焦慮的定義、理論、測量與相關研究 

     

每個人在求學或工作過程中，都會碰上幾次上台演說的機會，如果因為演說

時太過於緊張與焦慮而表現不佳，則容易影響心情，在生活中造成壓力，甚至是

失去了升遷的機會。其實，許多人在演說過程當中都會感到緊張，但這並無大礙。

文學家馬克吐溫曾說過：「演說者可分為兩種：有些是會緊張的，有些會說謊來

表示自己並不緊張(those that are nervous and those that are liars.) (Gard, 1999)。」 

從他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瞭解，其實許多人在演說中都會感到焦慮與緊張，只

是程度不同而已。以下我們將針對演說焦慮的意義進行探究，在此之前，我們須

先瞭解「演說」與「焦慮」的意涵。 

 

(一)演說的定義 

 

從「國語辭典」當中，其載錄的意義有二：(1)推演其說。周書‧卷四十五‧

儒林傳‧熊安生傳：「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

老殘遊記‧第十一回：「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說一番。」(2)向大眾講述自己對

於某個問題的見解。文明小史‧第十九回：「他們諸公一定要賤內前去演說，卻

不過諸公的雅愛。」亦作「演講」。 

 

 10



從辭海當中，演說之義：(1)根據原意，加以闡說。(2)在聽眾面前就某一問

題表示自己的意見，或闡說某一事理。而演講則為在大眾面前發表言論。 

 

演說是用說的技巧來表達，以肢體動作的演來輔助，但最重要的還是說的內

容。從競賽的角度來看，劉秉南(1988)認為：演說是語文競賽最難的一項，包涵

靜態作文及朗讀的口語技巧(引自劉美芬，2003)。王基倫(1994)認為：語文競賽

是「寓教學於競賽」的有意義活動，尤以「演說」項目最能直接顯露參賽者的所

見所思。 

 

張正男(1984)將演說定義為一個人當面對著群眾，表達意見的口頭傳播行

為；他還將演說依不同屬性分類如下： 

(1) 依時間長短分為：「長篇」、「中篇」、「短篇」。 

(2) 依體裁屬性分為：「敘事式演說」、「故事式演說」、「說明式演說」、「議論式演

說」。 

(3) 依準備方式分為：「有稿演說」、「大綱式演說」、「即興演說」。 

(4) 依演說者運用講稿方式分為：「宣讀式演說」、「背誦式演說」。 

 

袁澤民(1929)則認為：演是「說」、「通」、「潤」、「引」、「廣」、「延」；說是

「釋」、「言」、「告」、「解」、「訓」、「述」和「所論之辭」且「演說者即以己之思

想，發而為文字，發而為聲音，發而為動作，使聽者悅服之，感動之，即時表其

同情於已。吳國賢(1992)認為：「演說」或「演講」是「演」與「說」或「演」

與「講」的結合，廣泛涉及訴諸於視覺與聽覺各種因素，是「聲色俱全」、「視聽

兼備」的語文活動。劉秉南(1981)也從內容的「學術性」或「常識性」去分辨，

且「演講」比較偏重學理的講解與介紹，「演說」比較偏重意見的勸導與說服(引

自劉美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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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對演說的定義中，本研究將演說歸納為一種在公開場合面對群眾發表

自己想法或意見、或是報告事項的一種方法，為使演講過程更為生動有趣，可配

合手勢以及聲調的變化；隨著場合的不同，演說的方式也有異。 

 

(二)焦慮的定義 

 

焦慮是由緊張、不安、焦急、憂慮、擔心、恐懼等感受交織而成的複雜情緒

狀態，且常伴有某些生理上的反應(如冒冷汗)(張春興，1995)。趙芳玫(2003)將焦

慮定義為個體的平靜心情受到威脅而被激起的狀態。Lazarus(1966)認為個人知覺

到威脅，但卻找不到威脅的來源時，就會導致焦慮。Ellis(1994)認為焦慮乃源自

一些非理性信念(引自趙芳玫，2003)。 

 

Spieberger(1966)的「特質-情境焦慮理論」(Trait-State theory of Anxiety)起源

於 Cattell和 Scheier(1961)所做的研究。這兩位學者認為焦慮可能是一種暫時性的

情緒狀態，也可能是一種穩定持久的人格特質，因此 Spieberger將焦慮分為特質

焦慮與情境焦慮兩種：特質焦慮是指個體的焦慮傾向會維持較持久的狀態，由於

主觀知覺受到威脅的狀態，而產生的不適之感，所以此種焦慮狀態會因人而異。

情境焦慮則是指個體在某特定環境所經驗到的不安感受，此種影響較為短暫，當

個體離開該情境，則焦慮就會降低甚至是消失(何春慧，2000)。 

 

何茂松(1984)指出，情境焦慮的持續，要視刺激的持久程度與個人過去處理

類似刺激的經驗而定。同樣的壓力情境若經常重複發生，由於個體藉有效的對付

反應(Coping responses)清除或減少危險性，可降低情境焦慮的程度；另外也可藉

自我防衛的歷程減輕此種焦慮。此種焦慮過程的處理可以由下列方式表示：壓力

→認知危險→情境性焦慮反應。個體在特殊情境中的焦慮，不只取決於個人原有

的人格特質，更須視情境因素的刺激相互作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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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說法，本研究將焦慮定義為：個體所經歷的一種主觀經

驗，這樣的經驗可能是一種內心的驅力，讓個體可從不舒服的情境中逃避，也可

能是因面臨外在的壓力所致；通常會在心理上造成不愉快的情緒感受，並伴隨一

些生理反應。 

 

 (三)演說焦慮的定義 

 

    祝振華(1993)教授就提出「說話難三級論」： 

一、說話難！(尋常級) 

二、言之有物更難！！(較高級) 

三、既言之有物，又表達得體，最難！！！(最高級) 

 

由上述分級就可發現，說話要說得好，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國加州大學的人

類發展諮商中心指出，在許多調查中，演說焦慮是美國成人最怕的一件事，其排

名比高於蛇、體重甚至是死亡。Andrews (1985/1989)則指出演說焦慮是在我們面

對著他人演講時，所體驗到的害怕、膽怯和恐懼。 

 

Burnley (1993)等人表示：“大約有 85 %的人表示曾經驗到某種程度上的公開

演說焦慮。Rossi and Seiler (1989)指出：公開演說或舞台恐懼等議題在一九三○

年代中期就開始被研究，但直到 1973年Bruskin研究報告(Bruskin Associates, 1973)

發表後，指出美國人心中最恐懼的事情就是公開演說，使研究人員與學者瞭解到

這個議題在我們社會中是十分普遍且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也有學者表示，演說焦慮是一種在身體上與情緒上最不愉快的經驗，起因於

身體釋出過多的腎上腺素而造成心跳加快與呼吸急促，演講者可能會擔心自己必

須在急促的換氣當中把話說完？有這種想法就錯了！美國加州大學修辭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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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Michael Motley承認演說焦慮是一種真實的恐懼，但他解釋演說焦慮不需要

讓演說者無法說話。根據他的研究，有自信的演說者將身體上所產生的演說焦慮

症狀視為一種他們已準備好進行演說的積極正向信號；然而，大部份的人把這樣

的感覺視為恐懼，那是因為演說者已經開始想像，在自己演說得不夠完美時，會

有什麼事發生或是會讓自己感到尷尬。 

 

    Motley宣稱，我們的非理性恐懼是與我們的生理症狀互相依存的。恐懼讓

症狀增加，而症狀又使恐懼提升，直到極度的生理覺醒結合毀滅的想法。而他認

為克服公開演說的恐懼並非一項偉大的功績，演說者可以藉著「想像演說是一般

溝通的一種形式，而不是一種公開表演」來減緩一些焦慮。藉由接近演說台多多

練習，而不是擔心自己的演說才能，演說者可以讓觀眾感受到他們是被傳達訊息

而非聽演講。實質上，演說者需要的是在每天的對話當中使用不同的手勢、聲調

的變化與臉部表情。 

 

而演說焦慮也有很多相似的名稱，例如舞台恐懼或上台恐懼症(stage 

fright)、溝通恐懼或傳播恐懼症(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演說焦慮也可算在

社會焦慮的範疇中；從社會焦慮的角度來看，Leary認為社會焦慮涵蓋在社會情

境中所有引起的各項焦慮反應，包括溝通恐懼、約會焦慮(dating anxiety)、害羞

(shyness)、上台恐懼(stage fright)、困窘(embarrassment)等等。依 Leary對社會焦

慮的界定，上述變項均可視為社會焦慮的一部份(王政彥，1989)。但若單就演說

焦慮來看，是指個體在演說情境下所產生的焦慮。他們將引起社會焦慮的情境分

為四種，其中有一種即是「正式演說與互動」(Formal speaking and interaction)，

即在觀眾面前說話、在舞台上表演、在團體中報告、在會議上發言等等。像這些

情境容易引起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因此易使社會焦慮的人產生焦慮(Holt

等,1992；引自何春慧，2000)。Buss(1980)將社會焦慮分為廣義和狹義。而狹義

的社會焦慮是指「因其他人的注視或評價，或僅是因別人在場，而感到困擾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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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干擾」。主要成份有二：(1)在他人面前不舒服；(2)害怕別人的注視。 

 

    演說焦慮是我們在演說情境中對自己的知覺產生最直接的作用。而知覺是可

以被改變的。美國加州大學的人類發展諮商中心認為演說焦慮是以下循環圈的一

部份。當個體有一個公開演說機會，可能會因為焦慮而出現身體反應，如口乾舌

燥、冒汗……等。這些反應會阻礙個體的演說流暢度，使個體產生更多憂慮的想

法。 

演說機會

逃避

身體反應
增加

憂慮增加
(更多負面
想法)

固著的
負面想法

身體反應

 
 

圖 1. 演說反應循環圈 

 

美國加州大學的人類發展諮商中心指出，循環圈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逃

避，演說焦慮使許多人逃避那些最能夠幫助他們的---經驗。一些有演說焦慮的人

會逃避一些工作，其他人則因工作需要做口頭報告而拒絕升遷，而有些學生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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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會根據這門課是否需要口頭報告來決定是否選修該課程。 

 

逃避已經成為許多人面對演說時一種關鍵的處理機制，逃避公開演說可能也

同時意味著逃避類似的情境，他們會努力讓自己處於不需要公開演說的環境。但

若公開演說真的無法避免，有些人就會拖延對演說的準備，許多人對於自己不太

擅長或表現不佳的工作都會進行拖延，但被動的準備和拖延都會導致不成功的演

說經驗的發生，這樣的經驗卻又是許多人害怕的，當個體因為準備不足而經歷一

次不成功的演說，則會在他的腦海中對自己產生負向的評價，而對往後的演說感

到害怕。 

 

    事實上，即使我們正經歷著演說焦慮，但並不代表我們不能成為一個引人注

目的演說者。演說焦慮也不完全是負面的。當個體發現自己的身體因為演說而出

現焦慮症狀時，可以將這些症狀轉化成正向的能量，讓個體成為一個有力量而引

人注目的演說者。 

 

王政彥(1989)在其研究中探討溝通恐懼與類似變項的關係，他認為上台恐懼

可視為個體在公眾演說情境中的人格傾向或是個體對公眾演說的情境反應。依此

觀點，上台恐懼屬於溝通恐懼的部份建構。另外，演說恐懼(speechfright)也是許

多人用來形容他們在公開演說時產生害怕的一種說法，而在學術上，許多研究溝

通的學者則是用溝通恐懼(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簡稱 CA)來描述溝通時恐

懼與焦慮。Pelias在 1989年選取二十五本美國近年來所出版有關公眾演說(public 

speaking)的教科書，以內容分析法來瞭解各教科書中對「溝通恐懼」概念的介紹、

篇幅等問題。他發現在二十五本教科書中，若採用“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一詞的作者，都視溝通恐懼屬於人格變項，以顯示其持久性(enduring)、泛情境

的恐懼(cross-contextual apprehension)。若採“speech Anxiety”、“Stage Fright”等

詞，則視之為情境的變項(王政彥，1989)。而在本研究認為演說焦慮是在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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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情境下所產生的焦慮，應屬於情境的變項。 

 

而溝通恐懼被定義為「個人在與其他人或群體進行溝通時，所產生的害怕與

焦慮。(McCroskey, 1977)」可以被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 近特質型(traitlike)：有近特質型溝通恐懼者，會在很多與他人溝通的場合經

驗到焦慮，例如一對一的對話、面談、小團體、公開場合、或是除了親朋好

友之外的每個情境。約有 20 %的人口有近特質型溝通恐懼(Richmond & 

McCroskey, 1995)。這種溝通恐懼是指在不同的溝通情境中，或面對不同的溝

通對象，談論著不同的話題，都會使人產生害怕或焦慮的一種恐懼。 

2. 情境基礎型(context-based)：是在某一種溝通場合中的一種一致性、持久性的

害怕反應(McCroskey, 1984)，而下列四種情境是會引起溝通恐懼的：公開演

說、會議、團體討論和人際間的對話。其中最普遍的類化情境型溝通恐懼就

是公開演說的恐懼。並非每一個人都會經驗到類化情境型溝通恐懼，例如有

人在公開的溝通場合感到焦慮，但在團體討論和人際間的對話可能不會感到

焦慮。 

3. 觀眾基礎型(audience-based)：有這類型溝通恐懼的人，在與特定的人或團體

溝通時，所感到的持久性焦慮。這種類型的恐懼，主要是受到溝通對象的影

響，通常一般人在面對陌生人、長輩及上司，溝通恐懼會較高。 

4. 場合型(situational)：是個體在與別人在有限時間內溝通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McCroskey,1984)。當情境或對象改變，這種恐懼就會消失。 

 

由多位學者對溝通恐懼的定義中可知：溝通恐懼與認知、情緒、伴隨害怕社

會互動的行為混亂有關，是害羞涵義的擴大；其對象，可能是個人，也有可能是

團體；所面臨的情境，可能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是預先假設的；而表現出的情緒

是害怕和焦慮(鄭悅琪，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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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文獻資料中，本研究把演說焦慮定義為：在公開的場合中向他人發

表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時，因為個人因素與外在環境交互影響下所引發身體或情緒

上的反應。 

 

(四)演說焦慮的理論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在公眾演說時的害怕，會讓自己看起來很愚惷、比別人

笨。但是許多溝通的研究中顯示，公開演說的恐懼與一個人的智力和才能無關，

也與性別沒有關係。有溝通研究顯示公開演說的恐懼與逃避溝通(communication 

avoidance)有關，但是溝通在我們的生活中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若一個人選擇

逃避溝通，則他有可能喪失許多與別人分享自己意見的機會，也會讓許多原本應

該屬於自己的東西都失去(Dwyer, 1998)。 

 

    在過去的研究中，並沒有明確討論演說焦慮的理論，大部份的研究都是與溝

通模式相關的研究。以下將列出幾項與演說焦慮有關的理論，由於演說焦慮的症

狀與一般焦慮類似，所以下列部份理論也與一般焦慮相同： 

 

1.Yerkes-Dodson法則 

 

根據 Yerkes-Dodson法則，焦慮與行為表現是呈曲線相關的，焦慮過大或過

小都會降低表現水準，只有最適當的焦慮才能產生最佳的表現水準。由於焦慮對

演出者的影響並非全然為負面，因此有些心理學家將焦慮分為促進焦慮

(facilitating anxiety)與干擾焦慮(debilitating anxiety)兩種類型。促進焦慮是指能夠

激發個體工作動機的焦慮，適度的促進焦慮對於表演者的演出會有正面的作用；

一旦焦慮太強，超過了表演者所能負荷的程度，就會妨礙到表演的品質，成為一

種干擾焦慮了。在 Craske和 Craig(1984)的研究中，也證實了高焦慮有礙於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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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說法(楊如馨，2001)。 

 

2.古典制約理論 

 

張春興(1995)指出凡是經由巴氏制約歷程，使兩刺激相隨或相伴出現，終而

產生刺激代替現象，形成新的刺激反應聯結者，不管在性質上屬於何種刺激（是

語文的或符號的），均稱古典制約學習。換言之，凡是經由古典制約過程（無論

是被安排的或是自然形成的）產生的前所未曾有的刺激與反應間的新聯結，均稱

為古典制約學習。 

 

演說焦慮之所以產生，也可以說是學習而來的，因為個體將過去的經驗與不

好的評價相聯結，使演講者在後來演說時，會覺得自己將有不好的表現而感到焦

慮。 

 

3.認知理論 

 

許多認知理論學者如 Ellis、Beck、Bandura、Meichenbaum、Kelly等都認為

不良的認知內容是造成個體情緒與行為不適應的主要原因(楊如馨，2001)。 

 

從社會焦慮的角度來看，有社會焦慮的人，也會用以下三種形式來進行人際

互動(Leary, 1983; 何春慧，2000)： 

1. 負面的自我評價(negative self-evaluations)：Leary(1983)指出當社會焦慮

者在重要社會向度上的自我評價是不受人喜愛時，會認為自己沒有能力

去處理非預期的情境，因而產生社會焦慮。也有研究證實不論是在何種

情境下、或是互動時間的長短，高社會焦慮者都傾向認為他們會得到別

人的負面評價。由上述文獻中可知，有高度演說焦慮者也可能會傾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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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眾對自己的評價是負面的。 

2. 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過度重視所有社會讚賞，並希望獲得對方

完全地接納而未能如願時，就會感到不安全感和社會焦慮。 

3. 過高的自我標準設定(excessively high standards)：Bandura(1969)觀察因為

焦慮而去求助的個案，在他們當中，有些人不是缺乏能力，也不是擔憂

地抑制，而是因為設定了不切實際的自我評價標準而苦惱。 

 

    下圖是由 Thomas(1977)提出的演說認知改變歷程，他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會

有一個對公開演說的基本假定，在經歷實際演說經驗後，個體會從該演說經驗中

進行覺察，並根據這些經驗來對自己的能力進行評估，評估後的結果會對之後的

演說經驗產生影響；如果在評估後，個體對自己的演說能力抱持肯定態度，則較

易對以後的演說經驗產生期待，雖然仍會緊張但會主動準備與練習，因此也較容

易經歷一個成功的演說經驗，使其對自己的演說能力更加肯定。但若個體在能力

評估時否定了之前的表現，則容易對未來的演說採取逃避的態度，而形成一種負

面的惡性循環。 

 

公開演說
的假定

參與公開
演說的覺察

個人能力
的評估

緊張興奮
主動準備
與練習

成功的
公開
演說經驗

緊張焦慮
被動準備
與逃避

不成功的
公開
演說經驗

正面評價

負面評價

是

否

訓練、
觀察、
過往經驗

 

圖 2. 演說認知改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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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質與情境焦慮理論(trait–state theory of anxiety) 

 

焦慮可分為情境性焦慮與特質性焦慮，所謂情境性焦慮是指一個人在某一特

殊情境和時刻下所經驗到的緊張、憂慮、擔心、不安的感受，尤其是當他對某一

個外在的壓力情境主觀地解釋為有危險或威脅性時，焦慮現象便會伴隨著上述感

覺應運而生。至於特質性焦慮則是指個人較穩定持久的焦慮傾向，也就是個人知

覺到威脅性情境時不同的反應傾向(鍾思嘉，1984)。由上述定義看來，本研究中

的演說焦慮是屬於情境性焦慮，離開該情境時，焦慮自然會消失。 

 

在壓力情境中，高特質焦慮者會比低特質焦慮者感受到較強烈的情境焦慮；

因此，特質焦慮高的人較常感到情境焦慮，較多的情境對他們而言是具有威脅性

與危險性的(李麗真，1995)。 

 

5.其他 

 

Rose與 Raphael (2001)提到，情緒的認知理論建議，個體的想法在情緒困擾

中(例如焦慮)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研究主要在調查不同自陳焦慮程度的個

體，在演說時的行為。高演說焦慮者在演說時會做出較多的陳述與說明，而低演

說焦慮者只會表達出與演說內容相關的陳述。高演說焦慮者所使用的演說時間也

較低演說焦慮者少，但在總演說字數及演說速率上，兩組沒有顯著差別。而在不

合理信念與認知偏差上，高演說焦慮者承認自己有較多的社會恐懼標準選項。高

演說焦慮者較少提到會使他們感到恐懼的預期焦慮，這是社會焦慮的一項診斷標

準。  

 

    Motley (1990)的研究中，將樣本對公開演說的認知取向分為表演取向與溝通

取向。表演取向的演說者把觀眾對演說者演說技巧的評價視為最重要的，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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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演說者則把觀眾對訊息的瞭解視為最重要的。低演說焦慮者與溝通取向有

相關，所以在治療時要將演說焦慮者的表演取向改變成為溝通取向。 

 

(五)演說焦慮的測量 

 

從許多研究中可以發現，演說焦慮已有三種典型的測量方式，包括了觀察

法、自陳法與生理測量法(Beatty, 1984; McCroskey, 1984; Mulac & Wiemann, 1984;

王政彥，1989)。以下就針對這些方法逐項說明。 

 

1. 生理測量法(physiological assessment)：可測量心跳(heart rate)、血壓(blood 

pressure)、膚電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亦可測量肌肉緊張度(muscle 

tension)、呼吸深度及次數、膚溫(skin temperature)以及腦波活動(brain wave 

activity)。此法十分精確可靠，但成本較高，不適合人數多時使用。 

2. 觀察法：由觀察員來測量受試者的外顯行為，包括音調、語言流暢性、面部

表情、手勢、肢體活動等等。此法較難客觀，易受觀察員的判斷影響。以前

有研究以觀眾的看法來測量演說者的焦慮程度，但觀察量表的成績容易受觀

眾對演說者的主觀評價影響，因此對演說者的行為產生較不客觀的測量。 

3. 自陳測量法：演說者對自己的經驗會比觀察者擁有較多的資訊。所以演說者

能夠陳述出他人無法觀察到的心理反應。此法是由受試者自行報告自己的經

驗或感受，常以紙筆測驗的方式進行。由於上述兩項方法的缺點，因此

McCroskey便著手發展溝通恐懼量表(Personal Repor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24，簡稱 PRCA24)。在溝通恐懼量表(PRCA24)中，係依溝通情

境(communication context)的不同來界定：包括團體討論(speaking in groups)、

課堂討論(speaking in classroom)、兩人互動(speaking in dyads)、公眾演說

(public speaking)，每個情境六個題目，根據本研究的需要，參考第四個情境

「公眾演說」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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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這三種方法外，以下還有幾種測驗也與測量演說焦慮有關： 

 

1. 演講焦慮行為測驗(Behavioral assessment of speech anxiety, 簡稱 BASA)：這個

測驗是由Mulac與 Sherman (1974)所編製，題目是從演說者的行為中觀察得

來。這個工具在相關研究中的信度都十分良好，大約界於.82至.95之間

(Jaremko, 1980; Trussell, 1978)。而計分方式是將演說焦慮的程度分為四種，

包括了「一點也不覺得」、「輕微」、「中等」、「強烈」，並給予 0~9的數字，讓

受試者圈選自己的演說焦慮程度。題目內容共可分為六種類目：包括了聲音、

詞語流暢度、口與喉嚨、臉部表達、手臂與手、遲鈍的身體移動、總體表現。

在經過因素分析後，可以得到四個因素，分別為「僵硬(Rigidity)」、「壓抑

(Inhibition)」、「不流暢(Disfluency)」、「焦躁(Agitation)」。 

2. 公開演說焦慮自陳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簡稱

PRPSA)(McCroskey, 1970, 1984)：本量表由 Emery與 Krumboltz編製而成，

改編自測量考試焦慮的問卷，共有三十四個項目，測驗的計分方式是以

Likert-type來計算，用以測量公開演說時的溝通恐懼。測驗分數的最大值是

170，最小值為 34。量表的內部信度(alpha)為.94，超過十天後的再測信度為.84。 

3. 公開演說自述量表(Self-Statements During Public Speaking Scale, 簡稱

SPSS)(Hofmann, DiBartolo, 2000)這是一個關於成人在公開演說時經歷到恐懼

想法的測驗。此量表中有十個項目，其正向與負向的分量表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與再測信度。 

 

    依照本研究的需求，也礙於時間的關係，本研究所選擇測量演說焦慮的工具

是由受試者自陳焦慮情形為主，在編製的過程中，並參考McCroskey的公開演

說焦慮自陳量表，加入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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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說焦慮的相關研究 

 

1.觀眾因素與演說焦慮 

 

    在演說過程中，演說者和觀眾會有許多的交流，並且會相互影響。MacIntyre

與MacDonald(1998)的研究就把重點放在兩個情境變項，即演說者對自我溝通能

力的評估(speakers’ self-rating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與演說者對觀眾愉悅

程度的評估(speakers’ ratings of the pleasantness of the audience)。將受試者依 STAI

量表測驗結果分為高焦慮組與低焦慮組，結果發現，在經過公開演說的課程訓練

後，高焦慮組在對自己能力的知覺(perceived competence)與觀眾愉悅度的覺察

(perception of audience pleasantness)上有明顯的改善，而在他們的焦慮程度降低的

狀況比低焦慮組明顯。 

 

    Baucom (1995)發現，在熟悉的人面前演說會比在陌生人前演說的焦慮要

高，兩組之間的焦慮程度達顯著差異。對於觀眾評價進行負向歸因的演說者會比

中立和正面歸因的演說者陳述出較高程度的公開演說焦慮。 

 

Beatty(1988)研究演說焦慮在情境與性向間的相關，研究中發現，情境因素

例如：新奇的覺知(perceived novelty)、較低階的身份地位(subordinate status)、在

演說時的明顯程度(conspicuousness)、相異程度(dissimilarity)和過往經驗(prior 

history)都與演說焦慮有顯著的相關。這些環境因素都會增加演說者對演說的不

確定感，使他在演說開始前的焦慮程度增加。所以演說者面對陌生的演說環境，

必須進行情緒上與認知上的調適，讓自己儘快適應環境，才能降低焦慮對演說表

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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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監控與演說焦慮 

 

    Sawyer與 Behnke (1990)欲瞭解個體的自我監控在演說焦慮上所扮演的角

色，他們讓三十位選修演說課程的美國大學生，每位學生在課堂上發表 3-5分鐘

的演說，在演說結束後，馬上由演說者自陳其焦慮程度，而觀眾也對演說者的焦

慮程度進行評斷，結果顯示，在演說者面對與觀眾溝通這種情境焦慮時，其自我

監控能力對演說正確度是沒有影響的，然而，高自我監控的觀眾在解讀情境焦慮

演說者的語意正確度比低自我監控的觀眾來的高。由此研究可發現，不論自我監

控能力高低，在演說時出現錯誤還是難以避免的。 

 

3.文化差異與演說焦慮 

 

一些跨文化的研究顯示，社會焦慮也發生在其他的文化，非西方國家如印

度、日本、阿拉伯，其社會恐懼的普遍性至少與美國一樣高(Hansford & Hattie, 

1982; 何春慧，2000)。Hassall (2000)針對英國與西班牙的商學和會計系學生進行

溝通恐懼的比較，結果發現北美的學生有程度較高的溝通恐懼。 

 

Wolniewicz (1998)的研究建議當與不同地位或關係的人進行溝通時，日本學

生比美國學生經驗到較高程度的溝通緊張。但是兩國的學生對溝通緊張持有不同

的概念並且對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總括來說，這樣的發現顯示日本和美國文化

在溝通恐懼上可能擁有不同的概念，這和目前研究溝通方面的學者認知不太相

同。 

 

McCroskey等人(1985)研究日本學生以日語當成母語與第二外語之間在溝通

恐懼上的差別。他們找了 209個講日語與英語的日本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

的結果發現，不論是說日語或是英語的學生，其溝通恐懼程度都很高，兩組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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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顯著差異。所以不論是原本的母語使用者或是使用第二外語者，其焦慮程度

是相似的。 

 

在過去大家的刻板印象中，會認為西方國家的學生在課堂上較敢發表自己的

意見，且能流暢的表達出意思，但從上述的研究我們發現，東西方國家的學生在

溝通和表達上同樣感受到焦慮。 

 

4.其他 

 

Behnke與 Ralph(1999)研究在演說的不同階段，預設的(anticipatory)演說焦慮

程度與特質焦慮如何，該研究以 97位選修基礎演說與溝通課程的大學生做為研

究對象。結果顯示，在演說前，預設的演說焦慮程度最高；次高者則在當任務被

宣佈與解釋時。而學生正在準備演說內容時，預設的演說焦慮程度最低。因為在

準備過程中，演說者對自己要演說的內容有所瞭解，使其有較能掌握的感覺。但

若準備得不夠充份，在演說前和演說中的焦慮仍然會大幅升高。 

 

Daly、Vangelisti與 Lawrence (1989)的研究中，將受試者分為高演說焦慮者

與低演說焦慮者，並觀察兩組受試者在演說時是否有過度自我集中(self-focused 

attention)的情形發生；研究結果發現，高演說焦慮者對環境的注意力較低並且對

自己的表現有較多的負面且自我集中的認知。而這種自我集中的情形會隨著受試

者的演說經驗與自我評價的不同而改變。受試者的演說經驗與自我評價越低，則

自我集中的情形會增加。 

 

從社會焦慮的角度來看，DePaulo, Epstein與 LeMay (1990)的研究中，高、

低社會焦慮兩組受試者被要求對訪談者描述關於自己的四則故事。研究結果指出

預期會被評價的高社會焦慮者，說的故事較簡短且故事內容都是老生常談並不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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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也較少坦露個人的事情，且較不生動逼真，並刻意與訪談者保持距離。這類

的受訪者過度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使演說內容較不生動，害怕出錯而減短內

容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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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演說焦慮的成因、症狀與影響 

    

    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恐懼的來源都是因為對該恐懼不夠瞭解。(Andrews, 

1985/1989)表示，以下幾點理由是我們必須對演說焦慮有所了解的原因。第一、

一個演講人若對演講焦慮沒有事先準備，或是對它的了解不夠，它就會大大削弱

演說者的實力，讓演說者體會一次原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傳播經驗。第二、如果不

去澄清許多演講焦慮的錯誤觀念，演說者的恐懼感就會越來越強烈。最後，如果

演說者了解並熟練對付演講焦慮症的策略，這些策略就能幫他減輕焦慮，還能讓

演說者體驗到不僅差強人意，更是愉快的傳播經驗。所以瞭解在演說過程中可能

會碰到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問題之所以形成，有許多原因，以下將針對

這些原因進行探討。 

 

(一)演說焦慮的成因 

 

根據 Dwyer (1998)的說法，他將人們在演說時可能導致演說焦慮的原因歸納

成以下六項： 

 

1. 習得的反應(learned responses)：許多有關溝通的研究指出，有很多特質

性溝通焦慮是來自於增強與模仿，這些都是屬於習得的反應(Ayres, 1988; 

Daly& Stafford, 1984; McCroskey, 1982; Van Kleeck & Daly, 1982; 引自

Dwyer, 1998)。如果個體在溝通時獲得正面的評價，例如讚美、點頭、微

笑或其他的獎賞等，則他在溝通上會學習到正向的結果，也使他們在未

來與人溝通時感到平靜。反之，如果得到負向的評價，他們則有可能開

始出現避免溝通的情形，甚至發展出特質性的溝通恐懼，有些孩子還會

出現對溝通的習得無助感(McCroske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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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憂慮的想法(worrisome thoughts)：根據 Desberg和Marsh(1988)的說法，

造成上台恐懼的首要原因是害怕會失敗及腦海中有負面自我評價的想

法。其他研究也顯示，上台恐懼產生的原因通常是學生認為他們無法達

到觀眾的期望(Ayres, 1986)。但當他們發現要達到觀眾的期望並不如想像

中困難時，這樣的恐懼就會降低。 

3. 表現導向(a performance orientation)：表現導向與負面評價的憂慮想法有

關，一個表現導向的演說者會認為公開演說必須是非常完美、給人好的

印象、並運用充滿活力的語言、沒有缺點的演說技巧或辯才來做一個正

式的、精鍊的呈現(Motley, 1991)。所以他難以接受演說過程中的錯誤，

反而會增加令自己擔憂與害怕的想法。 

4. 知覺到缺乏技巧(perceived lack of skills)：在一個情境中，很多人會因為

不知道要怎麼表現自己的行為而感到焦慮。同樣的，在一個公開演說情

境中，當演說者不知道怎麼做或怎麼說時，他也可能會感到害怕與焦慮。 

5. 過度激動或身體反應(excessive activation or body chemistry)：研究顯示，

有些兒童在做每天例行活動時，較其他兒童容易激動或感到有壓力；因

此，這類的兒童對於壓力與不確定的容忍度較低，而容易在有壓力的情

境下，在身體上產生與壓力有關的化學變化。通常他們會傾向避免溝通

和社交來讓自己較為冷靜，並能避免過於激動。過度激動通常會讓個體

覺得無法控制，因為可能會造成的反應有手腳顫抖、口乾舌燥、反胃、

臉紅、肌肉緊繃、心跳加速、暫時失憶、聲音顫抖、呼吸急促、緊張的

姿勢或吞嚥困難(Richmond & McCroskey, 1995)。 

6. 情境因素(situational aspects of the circumstance or the audience)：造成演說

焦慮的情境因素包括新奇(novelty)、明顯程度(conspicuousness)和觀眾特

質(audience characteristics)(Daly & Buss, 1984)。一個不熟悉的情境，容易

讓人感到焦慮。在演說中，演說者會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大家會聽到

他的想法，這也容易讓演說者感到緊張。而觀眾特質，包括規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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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及形式也都會引起焦慮。 

 

另外，一位在美國伊利諾州 Highland Park高中開設劇場與演說課程的老師

表示，站在觀眾前會感到焦慮是因為你必須用很有邏輯性的方法把自己的想法表

達出來，而且你曾經看過別人在演說上表現失敗(Gard, 1999)。在 Bandura的觀察

學習中，個體不一定要親身經驗該過程，而可從他人的行為中獲得替代的經驗，

體驗他人的心情，所以在看過他人的失敗經驗後，也會擔心同樣的經驗發生在自

己身上。 

 

    焦慮會伴隨著一些身上的徵候(symptoms)，如手心出汗、心跳加快。焦慮是

藉由交感神經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所傳達的，當交感神經系統作用

時，心跳會加快、呼吸變快、肌肉緊繃、消化作用變慢(有作嘔的感覺)及毛孔張

開等等反應，這些反應都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去抵抗外界的威脅。總而言之，焦慮

是一種厭惡的情緒經驗，包括對身體或心理傷害可能性的恐懼感，生理激起

(arousal)的增加及想要避免或逃開會引起社會焦慮的情境(何春慧，2000)。 

 

而從溝通恐懼的觀點來看，引發溝通恐懼的原因很多，McCroskey (1981)認

為可從遺傳、環境與認知三個層面來分析： 

 

1. 遺傳因素：社會生物學家認為社交性(sociability)的人格特質與遺傳有密切的

關係，經研究同卵雙生子(identical twins)與異卵雙生子(fraternal twins)在社交

性上的差異，發現同卵雙生子之間的社交性較相近，因此近特質的溝通恐懼

可能受到遺傳的影響。張春興(1991)研究出生後分離生活的同卵雙生子者，

發現他們在人格上的相關程度，非但不因分離而降低，反而有升高的趨勢。 

2. 環境因素：可從行為增強與楷模學習(model)兩方面來談，首先教師所用的行

為改變技術，就是運用增強原理來改變學生的行為，同樣的，如果兒童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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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為一直受到增強或鼓勵，就會樂意表現溝通的行為；反之，若遭到壓抑

或責罰，就會產生溝通恐懼；其次提到楷模學習，Bandura的社會學習論強

調，在社會情境中個體的行為因受別人的影響而改變，如果個體的模仿對象

是一個有溝通恐懼的人，他很可能也會成為一個溝通恐懼者。 

3. 認知因素：人類對他人及各種情境，都會產生不同的期望，就溝通而言，由

於情境及對象的不同，會產生正向的期望、負向的期望以及無助感三種類型，

其中影響溝通恐懼的因素，是負向的期望以及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負向的期望可能源自以往不愉快的經驗，如受到傷害，因此對

溝通產生畏縮或逃避，無助感則常常在新的情境下產生，個體由於缺乏經驗，

難免手足無措，對溝通產生嚴重的焦慮或恐懼(鄭悅琪，1998)。 

 

但在認知方面，Andrews (1985/1989)從一般人對演說焦慮的錯誤認知來

看，他認為許多人因為持有以下這些想法，使自己在演說時更為緊張，例如： 

 

1. 其他人都會發現：我們常常認為聽眾會把我們的感覺摸得一清二楚，他們可

以聽到我們的心在怦怦跳、看得到我們的手在顫抖、感覺得到我們的掌心在

冒汗。而事實上，絕大部分聽眾對演講人緊張程度的評估，的確遠低於演講

人自己的評估。 

2. 演說開始後會更嚴重：雖然在演講前或剛開始的幾分鐘內，我們可能會感到

相當焦慮，但只要繼續說下去，就會發覺自己越說越來勁兒，也就是當我們

把注意的焦點轉向演講內容和聽眾時，演講焦慮就會大幅減少，而不再增強。 

3. 演講焦慮會毀了演講效果：事實上，演講焦慮具有增加演講人有效性的潛在

力量。因為演講要耗費很多精力，常須放大聲音，手勢要做得更有力、更常

走動、加強抑揚頓挫使意見更具活力，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恐懼能量展現更

具氣勢的表達方式。 

4. 聽眾都是不友善的：有經驗的演講人對演講恐懼並不陌生，其中有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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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到七十五的人都承認，對於大部份的演講是會有某些焦慮。但其實絕大部

分聽眾都是友善的。這裡的「友善」是表示他們願意給我們一個機會，他們

已經選擇花時間來聽演講，沒有人會在聽之前就拒我們於千里之外。 

 

Andrews(1985/1989)認為演講焦慮的起因有下列幾項： 

 

1. 評估恐懼(evaluation apprehension)：知道有人在評估我們可能是對演講焦慮影

響最大的單一因素。在發表演講時，大部份都是單向的評估，也就是聽眾為

演講人打分數。所以評估恐懼是演講焦慮的主因。 

2. 聽眾特徵(audience characteristics)：聽眾特徵也會引起我們的不安，特別是面

對那些和我們同屬一個團體或組織，而地位又比我們高的聽眾。 

3. 人數多寡(size)：大部份的演講人喜歡數量適中或稀少的聽眾。當聽眾人數眾

多時，我們很容易會感受到一種壓力，聽眾的人數一旦很多，他們做的評估

就會被誇大。而且，要掌握大量聽眾的演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4. 熟悉度(familiarity)：大部分的人樂於與自己熟識的人交談，而較不喜歡跟陌

生人說話。但是在演講場合裡，我們不但常常必須跟完全陌生的聽眾講話，

而且還要長時間受這群陌生人的注視。所以，在演講前蒐集有關聽眾的資料，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這樣我們就可能對聽者的可能反應，先有心理準備，臨

場也就輕鬆多了。 

5. 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如果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聽眾和我們的立場

相似，或是他們基本上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們所體驗到的演講恐懼，將比聽

眾反對我們的看法時少得多。 

6. 自我期許(self-expectations)：自我期許的影響很大，如果我們要求自己十全十

美，就會經常感到失望，這種想法可能使我們在演講前就感到強烈的緊張。 

7. 對演講本身感到焦慮：如果演講人沒做什麼準備，如果演講內容沒有條理、

資料來源的舉證不足、缺乏趣味，那麼演講人就真的有值得害怕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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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瞭解隨之而來的生理反應：可由下段「演說焦慮的症狀」中，瞭解演說時

可能引起的焦慮反應。 

 

(二)演說焦慮的症狀 

 

焦慮與恐懼時，生理上的反應相似；都顯示心跳加速、呼吸困難、出汗增多

等現象(張春興，1995)。Thomas (1997)在其書中提到，人在面臨壓力時，可能會

出現以下三種類型的反應： 

 

1. 生理反應：Thomas (1997)指出當個體正面臨壓力情境，例如公開演說時，其

身體會傳送壓力信號至大腦中的下視丘(hypothalamus)與視丘(thalamus)，當下

視丘接收到信號，它便會輪流活化身體的防禦系統：自律神經系統與內分泌

系統。而自律神經系統會催化身體裡的其他次系統。而許多不自覺的身體功

能，例如心率、呼吸與血壓都會受到影響。通常會產生心跳加快、血壓升高、

呼吸頻率加快與加深。再者，腦下垂腺體(pituitary gland)命令分泌多種物質，

例如：醛甾酮 (aldosterone，由腎臟分泌的抑制鈉排泄的荷爾蒙)，使血壓增

高；cortisol，能增加血糖與能量；腎上腺素(epinephrine)，增加活力，還會分

泌許多刺激性的化學物質。因此，我們可能會經驗到焦慮、皮膚脹紅、聲音

發抖、體溫降低、口乾舌燥，或是身體四肢的顫抖。並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

反應，但大部份的人都會在面臨高度壓力時，例如公開演說，至少會經驗到

一到兩個症狀。差異在於演說者如何知覺該公開演說情境與演說者如何應對

這些身體反應。 

2. 行為反應：首先，最普遍也最有問題的行為反應就是「逃避」，個體有可能會

拒絕需要演說的邀約，並開始找藉口和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但有時我們無

法完全拒絕演說，所以個體就可能會出現「拖延」的行為。但若要有成功的

演說，必須經過充足的準備，若為逃避而拖延準備，則很可能經歷一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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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說，進而引發個體的自我挫敗感。 

3. 心理反應：因逃避而產生的失敗感常常個體演說前先行出現。首先，個體會

產生預期的心理，擔心自己因準備不足而表現不佳。而在真正進行演說時，

個體經歷到認知的瓦解，當其準備不足時，他會發現自己容易分心，並且許

多概念在提取的過程中容易遺忘。演說結束後，個體則是處於自我懷疑的時

期，甚至認為自己表現得很差。 

 

Harris等人(2002)的研究中指出，有公開演說焦慮的人常常在演說場合經歷到許

多症狀，包括心悸、冒汗、胃腸不舒服、 腹瀉、肌肉緊繃與精神紊亂。這些人

可能會因為焦慮而逃避演說，並在工作場合或學校中表現得不如預期好。在許多

焦慮情形嚴重的個案中，他們可能會選擇逃學而不願意面對令他們害怕的情境。 

 

Andrews (1985/1987)曾提出二十四種演說時焦慮會產生的結果，例如：口乾

舌燥、胃內翻騰不已、喉嚨打結、上氣不接下氣、口水太多、反胃、聲音發抖、

手腳發抖、雙手冒汗、雙手冰冷、腦中一片空白、表情僵硬、臉頰泛紅、尖聲怪

調、緊張得走來走去、抱住講台、眼睛亂瞄(除了觀眾以外什麼都看)、感到湧上

一股熱氣、全身無力、腰酸背痛、突然想上廁所、不會做手勢、「這個、那個」

症候群(也包括「呃、嗯」)、沒有什麼好笑的時候也傻笑不已。 

 

(三)降低演說焦慮的方法 

 

為了降低演說焦慮，坊間發行了許多相關書籍，讓讀者可自行學習書中的技

巧。目前各級學校也有開設許多相關的演說課程，學者 Bigelow (1997)就曾對在

學校選修藝術表演課程的學生進行研究，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修習藝術表演課程

與溝通恐懼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有選修藝術表演課程的學生在整體的溝通恐

懼上顯著低於沒有選修藝術表演課程的學生，但在單獨的情境，例如會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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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面談或公開演說時，則沒有顯著差異。一般人口統計學的資料顯示，女性

選修藝術課程的比例較男性多。這個研究也提出幾項建議：(1)提供沒有烕脅的

(risk-free)溝通機會，讓學生能夠在覺得安全的情境與其他學生進行口語互動。(2)

提供課程並鼓勵男性多參與。(3)提供機會給學生。所以在課堂中，教師可扮演

正向支持與肯定的角色，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境下練習。 

 

Auerbach (1981)指出，在過去的研究中，心理學家們也提出了許多治療演說

焦慮的方法，從標準的方法到比較特殊的方法都有；標準的方法包括：技巧訓練

(skill training)、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

角色扮演(role-playing)、敏感訓練(sensitivity training)、模仿(modeling)、頓悟

(insight)、放鬆暗示(cued relaxation)、生理回饋(biofeedback)、楷模(role models)、

錄影帶回饋(videotape feedback)。而比較特殊的方法，例如：心理免疫法

(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洪水法(flooding)、詞語學習治療法(verbal learning 

therapy)、反應抑制(reactive inhibition)、內在回饋(internal feedback)、閱讀治療法

(bibliotherapy)、催眠術(hypnotism)、(covert assertion)、冥想(meditation)、想法中

斷(thought stopping)、理情治療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偶然的覺察

(contingency awareness)、認知修正(cognitive modification)。 

 

美國加州大學的人類發展諮商中心就針對演說焦慮者提出幾項建議，其中包

括了在演說前先決定一個明確的主題，想像自己正在觀眾前，儘量使用觀眾能瞭

解的說話方式。之後再私底下進行練習，這樣能夠幫助演說者在演說時更有自

信。在演說時，不要把演說內容強記下來或是直接照著念，而是應該使用簡短的

筆記或大綱。演說過程中，要試著與每位觀眾的眼神交會至少一次，不要擔心自

己的手或是臉部表情，講話的速度要而且輕鬆，就像平時的對話一般。使用緩慢

的呼吸與深呼吸，可以幫助減緩身體的緊張。演說完後，可以向自己信任的人尋

求建議與回饋，讓自己下次的演說能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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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 (1999)建議演說者在演說前要做的就是「準備、準備、再準備」，其意

義在於研究演說題目，並變成該主題的專家，還要對自己要講的內容完全瞭解。

演說者可在演說內容中加入實例、引言與幽默的語句，之後再反覆的練習。一旦

講稿確定後，我們必須要想出一個方法能讓內容引人注目。還要確定能有一個有

力的開場白與結語，並且要練習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千萬不要強記演說內容，

可運用關鍵字摘要卡或大綱來幫助自己。另外，他也提供了幾個在演說過程當中

放鬆的方法，包括：(1)身體鬆馳(2)喜劇性穿插與抒解(3)想像(4)眼神交會(5)多練

習演說。他還對一個好的演說提出了以下五個建議：(1)穿著適當。(2)站直並深

呼吸。(3)改變你的音調與說話的速度。(4)在適當的時機使用手勢。(5)不要發出

「嗯…」和「啊…」等語氣詞。 

 

Andrews (1985/1987)也提出了幾項降低演說焦慮的方法： 

1. 充份準備：準備的範圍包括演說的題目、蒐集完整的資料、準備好講稿、時

間的控制…等。當該做的準備都已周全時，焦慮的程度也會減輕。 

2. 事先熟悉演講環境：演講過程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狀況，例如場地大小、聽

眾人數、場地的氣氛，這些都是難以控制的，為避免「演講危機」(speaking crisis)

的出現，可以先搜集有關聽眾和演講情境的基本資料，包括演講主題、聽眾

類型、場地大小與設備、時間限制。 

3. 鬆弛練習：可以利用簡單的深呼吸，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也可進行單點運

動(isometric movements)，即由自己選擇一部份的肌肉，加以拉緊放鬆，這種

運動不容易被發現，所以可在聽眾面前做。另外，也可採取「主動傾聽」的

方式，用心聆聽其他演講者的演說內容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讓自己不必一

直擔心自己的焦慮。 

 

Thomas (1997)認為處理公開演說焦慮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整個演說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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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會面臨的任何問題。而 Auerbach (1981)提出了十六個對抗上台恐懼的方

法： 

 

1. 選擇正確的題目(Choose the Right Topic)：對學生而言，理想的題目是要能使

人感興趣、與課程和聽眾相關、對演說者來說是熟悉的、而且有充足的資源

或設備來支持。有時最困難的工作就是第一步，所以指導者必須對此部分十

分熟悉，才能提供好的建議。 

2. 準備充份(Over Prepare)：任何對講題不熟悉的人都會感到緊張，當你準備愈

充份，你就會越有自信。而寫個好的摘要是很重要的，可寫下幾個提醒自己

的概念或關鍵字，藉此提醒自己。 

3. 覆誦(Rehearse)：每個人都必須成為自己演講的第一個聽眾，在演講前可先利

用錄音機或鏡子來幫助觀察自己的口語和肢體習慣，之後再演講給朋友們

聽，並請他們給予回饋。計算自己的演說時間，在練習時，使用與正式演講

時同樣的音量。 

4. 令人印象深刻的開始(Start Effectively)：詳細說明題目、闡明題目的趣味性或

重要性、營造出一種可參與以及輕鬆的情境。並記得運用幽默感。 

5. 陳述自己的焦慮(Declare your Anxiety)：當我們聽到自己在演說時聲音會抖、

漸漸感到口乾舌燥，且看到觀眾正尷尬的扭動著身體，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會

讓我們感到焦慮，我們也會感到越來越沮喪。要打破這樣的循環，可以試著

在一開始時用幽默的方式向觀眾揭露我們的緊張，讓他們有心理準備面對我

們的緊張。 

6. 轉移焦點(Redirect the Focus)：許多學生都不太習慣被台下那麼多隻眼睛注視

著，我們可以試著將觀眾的眼神移開，例如使用講義、黑板、投影機、幻燈

片、地圖、海報…等，利用這些物品不但可以減輕壓力，也可以增加觀眾們

的印象。 

7. 轉移壓力(Redirect the Pressure)：可藉由詢問觀眾問題、等待他們的答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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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觀眾進行與題目有關的調查、詢問聽眾同意與否，這些都能減少壓力並

提高聽眾興趣使他們融入。 

8. 別讓自己「乾涸」了！(Don’t “Dry Up”)：緊張會帶來一連串的身體症狀，包

括失眠、心跳加速、胃痛、手掌冒汗與口乾舌燥，但聽眾唯一會察覺的就是

最後一項，所以帶一杯水到台上去，專業的演說者通常都會在演說中小啜一

口。 

9. 選擇你的站姿(Choose Your Stance)：你不斷可以決定自己的題目，也可以決

定怎麼樣的演講姿勢讓你最自在。 

10. 使觀眾或整場演講氣氛愉快(Entertain)：你可以根據題目的類型來判斷，在演

講中加上一些想像，使內容更為新奇、幽默。 

11. 處理問題(Handling Questions)：來自觀眾的問題是最具威脅性的，因為這無

法做事前的準備，但我們可以藉由先提出問題來控制這種狀況。在面對聽眾

提問時，有些演講者會給予以下的回饋以增強提問者，例如：「那是個好問題。」

「很有趣的觀點。」或是簡單的「謝謝！」。如果我們在當下碰到無法處理的

問題，我們應該想好處理的策略，例如：「我等一下再處理這個問題。」、「讓

我先想想再告訴你。」、「我不確定；你認為呢？」、「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

題，而其他人認為如何呢？」。 

12. 別覺得自己像個怪人(Don’t Feel Like A Freak)：瞭解焦慮、恐懼和害怕等感覺

都是登上講台的正常反應。 

13. 別太神經質(Don’t Be Self-Conscious)：每個人都有一些特質是別人喜歡以及

不喜歡的，有人會覺得：「我的髮型很不錯！但是卻太瘦。」「我的聲音很好

聽，但是牙齒不夠整齊。」事實上，可以不用對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太過敏感，

因為觀眾只會注意盯著我們的眼睛，並不會注意到那些細微的小瑕疵。 

14. 準備一個「出口」(Prepare an “out”)：在演說時許多人常會因為有太多未知無

法控制而感到緊張，因此可事先想好理由，以免不知如何處理而感到尷尬；

例如：「我今天覺得不是很舒服，我會在下次再說明，或是寄一份資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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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on’t “Peter Out”)：很多學生在進行完一段好的演說後，常常在最後會以尷

尬的說：「嗯！講完了。」其實可以改用一些較為正向且肯定自己的結尾，並

以有力而緩慢的速度來說出最後幾個字。 

16. 正向思考(Think Positively)：運用策略來讓自己能夠說得更好，並在演說結束

後，從別人那兒得到回饋以求改進。好的公眾演說可以透過不斷的練習，進

而變成一種強而有力的工具。 

 

雖然演說經驗會幫助我們成長，但是要完全克服演說焦慮仍然有些困難，一

名美國科羅拉多州立法委員 Sue Windels就表示，她在演說時仍會感到緊張，但

她告訴自己：「我能夠站在這邊的理由是因為我相信我要表達的內容比我的緊張

還要重要。」所以除了對演說進行充份的準備外，最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

對自己有信心。 

 

 

 

 

 

 

 

 

 

 

 

 

第三節 演說焦慮與性別、幽默感、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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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職業選擇之關係 

     

根據前幾節的文獻探討，可以發現演說焦慮影響的層面十分的廣泛，而演說

焦慮越高，也會進一步的影響到個體在演說方面的自信。本節則針對性別、幽默

感、情緒調節這些變項與演說焦慮之間的關係以及演說焦慮與創造力、職業選擇

之關係進行探討。說明如下： 

 

(一)性別與演說焦慮 

 

男女生在各方面的差異始終是許多研究裡關注的焦點，而在演說焦慮、溝通

恐懼、社會焦慮等相關議題中也有探討男女生的差異。Carrillo等學者(2001)為瞭

解不同性別在公開演說時的心血管與膚電反應以及其與焦慮和心情轉換之間的

關係。該研究在演說前先測量受試者的併發皮膚傳導反應(Non-specific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簡稱 NSRs)、心率(HR)與脈搏強度(FPV)，在演說後，再

讓受試者做 STAI(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量表，進行情緒狀態的評估。結果

顯示，男女生在特質焦慮、敵視或侵略性、或工作的評定上並沒有差異。而女性

除了在任務當中(in the task)外，在其他所有過程中脈搏強度(FPV)都較高，而且

在碰到情境焦慮時有較大的壓力反應與較強的 NSRs。在 HR和 NSRs的頻率上，

則沒有性別上的差異。而男女生在焦慮、心情狀態、心血管與膚電的測量之間的

關係是有差異的。 

 

鄭悅琪(1998)發現，女性教師在團體討論、會議討論、公眾演說及整體之溝

通恐懼高於男性教師。而一般職務之教師在會議討論及公眾演說之溝通恐懼高於

兼任行政之教師。而師範或師專學歷之教師在公眾演說之溝通恐懼高於研究所學

歷之教師。黃德祥(1989)的研究結果指出女生的社會技巧與社會自尊顯著高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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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男生的社會焦慮顯著的低於女生。王政彥(1989)的研究指出男女生僅在團

體討論此一情境的溝通恐懼達到.05的顯著差異，但其差異性並不大。 

 

從上述幾個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在演說時，其焦慮程度比男生高，身體上的

反應也較為明顯，而溝通恐懼的研究中指出在公開演說上並沒有性別上的差異，

這部份可再進行探討，因為其研究的時間較久遠，而且公開演說只是溝通恐懼中

的某一範疇，應再進行更明確的研究。 

 

(二)幽默感與演說焦慮的關係  

 

一個人是否會運用幽默，進而影響他的演說焦慮程度，是本研究欲研究的議

題。而這裡的幽默包括了個體的幽默因應與幽默創造。而幽默的因應也會因情境

的改變而有不同，因此包括了生活因應和困境因應。幽默的創造也包含了社交場

合創造和一般生活創造。這樣的分類也與以下定義相符。Ziv (1984)認為擁有幽

默感的個人有兩個共同特徵，一是欣賞幽默的能力：能理解或欣賞幽默的刺激，

一是幽默創造的能力，能覺知人或物之間不一致的關係，並能將原本不相干的事

物，巧妙的連結在一起，並傳達給他人知道。Martin(2000)以多層面的觀點指出

幽默包含認知、情緒、行為、心理的、生理的及社會等各方面的概念，幽默可以

是外在的刺激(如卡通影片)，也可以是心理歷程(知覺有趣事物的失諧處)，或是

一種反應(如笑或高興)。 

 

     幽默感幫助個體因應壓力，以增進生活適應與壓力因應的方法可能有以下

三種：第一是因為幽默所引起的笑或笑聲可引起生理上的改變，例如可使心跳速

率及肌肉的放鬆。第二是由於幽默感會產生正向提昇作用(positive enhancement 

effects)，即幽默感會產生正向情緒狀態、正向心理狀態以及正向的生活態度；第

三是幽默對壓力的調節作用(stress moderating effects)，幽默能有效因應壓力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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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幽默感有助於認知觀點的改變及以幽默觀點的面對生活，也因此認知上的

轉換(cognitive shift)，使個體知覺較少的壓力並調節負向情緒(陳淑蓉，2003)。

Freud(1960)認為幽默含有釋放的、使自由的成份(liberating element)，所以他提出

「情緒能量節省原則」(savings of emotion energy)，即幽默讓緊張等情緒得以抒

解。他也認為幽默是最高級的防衛機制，使人們面臨困境時，不致於被不愉快的

情緒所陷溺，因此幽默使個體能有足夠的能量以面對有害的情境。學者

Nerhardt(1970)從失諧理論的觀點來看，他認為在一個安全的情境下，預期與實

際的知覺出現不一致(即失諧)時，便會產生幽默。 

 

    大體而言幽默感是一種看待人生或世界的方式，幽默感是一正向的心理特

質，其核心概念可能為輕鬆、詼諧、歡樂或快樂等(陳淑蓉，2003)。另外，也有

學者認為幽默感可能是與樂觀、個人控制力、意義感等正向心理學的構念一樣，

屬於正向的人格特質(Kuiper & Olonger, 1998)。Martin與 Lefcourt (1983)也認為幽

默感是一種能使用幽默因應環境的人格特質。從許多實證研究中，都可顯示幽默

感可以調適壓力；Martin與 Lefcourt (1983)的研究結果發現，低幽默感與情緒困

擾及負向生活事件有相關。Nezu et al.(1988)的研究也發現幽默感可調節心理壓力

所帶來的不利影響。Millicent(1998)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幽默對

壓力具有調節作用。當個體幽默感較低時，壓力與焦慮呈正相關，不過當個體幽

默感較高時，壓力與焦慮並沒有關係存在。 

 

    Rareshide (1993)以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教師幽默感的表現可以降低緊張的

情緒。Ronald & Joy (1998)將幽默應用在教學策略中，結果發現以幽默介入教學

中，成功地改善學生對統計課的學習態度及對課程的焦慮。在醫療的環境中，幽

默的使用可減輕焦慮、緊張及壓力的因應機轉(陳淑蓉，2003)。 

 

    演說焦慮對個體而言是一項由外在環境所引起的壓力，因為壓力能藉由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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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調節，藉著幽默感的運用，使個體較輕鬆地看待正在發生的事件或是事件的結

果。本研究認為幽默感的高低有可能會影響個體在處理演說焦慮的效果，幽默感

較高的人，在演說時即使感到緊張，但其焦慮程度也可能較低。 

 

(三) 情緒調節與演說焦慮的關係 

 

    許多學者都對情緒調節的定義做了詮釋，Grolnick, Bridges和 Connel (1996)

指出情緒調節過程包含情緒喚起、維持和調節正向、負向的情緒歷程。而

Thompson (1994)認為情緒調節是由內在心理狀態歷程與外在調節歷程所組成(外

在調節歷程指的是個體受到外有因素影響而調節情緒)，此歷程可監督、評估、

調節個體情緒的反應(引自林昭慧，1999)。另外，Cole, Michel和 Teti (1994)認為

情緒調節是個體經驗到情緒而發展出的能力；這能力是有充分的彈性和功能，可

以自然的反應也可以延遲反應。情緒調節會因個體的成長環境與經驗的不同而有

差異。Calkins(1994)進一步將個體差異的來源分為內在跟外在。內在差異來源有

1.神經控制系統 2.特殊行為 3.認知組成；外在差異來源有 1.照顧互動型態 2.明確

的訓練。 

 

情緒調節涵蓋了自我的調節、行為的調節、自我控制，這些觀念及行為可以

幫助個體處理壓力情境，也就是說情緒調節策略是個體為了調適壓力。Gross與

John (2002)提出兩個情緒調節策略：重新評估(reappraisal)與壓抑(suppression)。

重新評估是一種認知上的改變，而這樣的認知改變牽涉到以非情緒化的方式去解

釋一個潛在地情緒抽離情境，進而改變當下情緒的衝擊(Lazarus & Alfert,1964)。

而壓抑則是種回應的方式，這樣的回應方式意味著抑制正在進行的情緒表達行為

(Gross, 1998)。 

 

從演說的觀點來看，面對焦慮的演說經驗，會給個體帶來壓力，進而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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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心理上的反應，使情緒產生波動，每個人由於不同的成長背景而對該經驗有

不同的解讀。情緒調節方式傾向重新評估者，較有可能會以較冷靜及非情緒化的

方式來處理焦慮，使焦慮不致於嚴重影響演說表現，而壓抑者會增加交感神經的

活化(Gross, 1998)，使其心跳加快、血壓上升，產生許多身體不適症狀。這意味

著壓抑者的演說焦慮程度可能會比重新評估者來的高。因此本研究想探討個體的

情緒調節方式與演說焦慮之間的關係。 

 

(四)演說焦慮與創造力的關係 

 

本研究所指的創造力包括了創新行為和創意擴散兩部份，以下將對這兩部份

與演說焦慮的關係進行探討。 

 

Guilford在他提出的智力結構論中，把創造力視為一種認知能力，也是屬於

擴散思考的一種，而這樣的思考必須具備流暢力(fluency)、變通力(flexibility)、

獨創力(originality)與精進力(elaboration)。而創新行為就是一種「產生」和「實踐」

創意的歷程。在演說時，同樣也需要對各種突發狀況進行變通，以避免焦慮過度

影響了表現。 

 

根據研究發現正向情感會導致較高的創造力(Isen, 1999)、開放心胸、彈性思

考、尋求變化。而在正向情緒下，個體會尋求經驗上的多變性，這也正是創造力

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創造力的人被認為遇到困境時會尋求突破性的做法，也比較

具有開放經驗(openness to experience)，用開放的心胸接納各種意見(引自李澄

賢，2004)。Torrance (1975)曾列舉出 34項具有高創造力者的人格特徵，如：情

感敏銳、富於幻想、願意冒險、喜歡獨自工作、好奇、追尋、自我肯定、獨立思

考、判斷、坦誠、有許多興趣等。Sternberg & Lubart (1995)認為創造力是頑強而

有彈性的，它能面對各種逆境，只需要一些支持，不需要持續不斷的支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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葩與怪傑」(Geeks & Geezers)的作者 Bennis & Thomas在其書中指出，如果單一

特質能夠決定人的成敗，那麼這個特質就是適應力。而適應力其實就是運用創造

力，以非傳統的角色來看待一個問題或危機，讓個體在面對挫折時產生正向的情

緒，不會沈溺於負向情緒當中(王佳玲，2004)。演說焦慮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

令人感到不舒服、容易產生負向情緒的經驗，雖然適度的焦慮可以讓人有不錯的

表現，但是過度的焦慮影響了表現，就容易使人沮喪、失去自信。若個體在適應

陌生演說情境的能力，即運用創造力的能力較佳，他在處理這種經驗時，會比創

造力較低的人要來的好。我們也推斷演說焦慮較低的人，較容易感受到正向的情

緒，能從演說的成功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進而擁有較高的創意表現，這部份仍

值得深入去探討。 

 

目前各界對創造力這項議題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創造力的培養也越

來越受重視。在行政院提出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裡，其中一個子

計劃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而教育部對創造力的重視也可從近期的相

關政策看出，不但於 2002年公佈了「創造力教育白皮書」，並在該年度起推行「創

造力教育中程教育發展計劃」。 

 

在研究方面，與創造力相關的研究在近年大幅增加。李毓娟(1995)以研究生

為研究樣本，探討心情、幽默與創造力的關係，從其研究中發現，心情好的人幽

默感可能較高，在創造力指標，如變通力、擴散思考能力上的表現也較佳。張春

興(1994)更綜合數位心理學家研究的結果，歸納出五項創造的人格特徵： 

1. 面對困難時，仍能表現幽默感。 

2. 面對單調乏味的工作或不值錢的事物，仍能感到有興趣。 

3. 對工作具有熱忱與堅持力。 

4. 面對無結構性問題或曖昧情境，較能夠容忍。 

5. 較一般人具有更多夢想(宋婉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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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幽默感和創造力是有相關的，但是幽默與創造力之間若有演說焦慮來進行中

介，是否還會有相關，這部份就要在本研究中進行探討。 

 

而在創意擴散方面，過去並沒有研究是以這個概念來探討。而與創意擴散相

似的概念，例如：知識分享、資訊分享、知識擴散……等。許多學者對於知識分

享也有不同的定義，Hendricks(1999)認為知識分享就是一種溝通，當組織成員由

他人獲得知識時，就是在分享他人的知識。Davenport與 Prusak (1999)指出知識

分享就是傳達、吸收和利用的歷程，也就是知識如果未經接受者吸收並加以利

用，就不算是真的分享成功。Senge (1997)認為知識分享可幫助他人發展新的行

動能力，故知識分享可以視為溝通的過程。沈佩蒂及盧俊成(2001)將知識分享定

義為：「知識擁有者幫助他人，發展新行動能力之動態過程」。 

 

從上述定義中，我們可發現創意擴散的本質和知識分享有些相似，它們同屬

一種溝通的方式，而在分享之後，可以幫助他人學習與運用，使其發揮更高的價

值。但是在分享與擴散的過程中也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外在環境。一般

認為創造行為需要一個溫暖、能接納不同意見的環境，愈少的控制愈有利於創造

力的發展，Bloom (1985)、Ambile (1983)也都支持以上的看法；Crutchfield (1962)

和 Rogers(1954)也認為，去除壓力和控制之後所得到的溫暖、支持的環境對創造

力有所幫助(引自李慧賢，1996)。所以個體是否會受到演說焦慮情境的影響而減

少了創意擴散的機會，這點十分值得探討。 

 

 (五)演說焦慮與職業選擇的關係 

 

Tiedeman和 O’Hara (1963)認為職業選擇是一個職業抉擇的歷程，在明確選

擇之前均經過了試探與目標具體化的階段，最後須由澄清、進一步確定及去除各

種思維上的疑惑，才明確地做選擇(謝孟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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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1990)指出，個人的生涯發展與選擇受其內在心理特質(包括能力、性

向、需求、興趣和價值)與外在社會環境(如家庭、學校、社區、同儕和勞動市場)

之影響(謝孟芳，2002)。職業選擇是進入工作市場並在工作分類中決定自己偏好

的一項決策態度或行動。個人的職業選擇不只是配合自己的性向、能力和興趣的

工作決定過程，同時也是個人對應社會變遷的自我成長和調適社會生活的行為反

應(莊雅萌，1986)。 

 

Holland認為職業選擇就是在尋找一個可以滿足個人適應傾向層次(hierarchy 

of adjustive orientation)的狀態；即個人的職業滿足、穩定或成就，都和個人個性

及工作環境的調和有關(Herman & Hansen, 1974)。而 Super (1963)的研究中，提

出的職業自我概念理論，也主張職業選擇係個人自我概念。而工作滿足與生活滿

足，是基於個人對於自我能力、興趣、人格品質與工作價值的適當配合的結果

(Super, 1957)。 

 

由上觀之，影響個體進行職業選擇的因素有很多，而心理方面的因素就占了

很重要的地位。Farmer (1980)曾針對個人自尊、害怕成功、成就歸因、性別角色

態度、及冒險傾向等因素來觀察其與生涯動機(career motivation)之關係，發現由

這些因素，確實可預測個人之生涯動機，僅程度上有所差異(田秀蘭，1988)。所

以在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下，有演說焦慮者在經過自我瞭解與能力的評估後，在

選擇職業上，可能會選擇較少需要公開演說的職業類型，以減少自己焦慮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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