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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際信任之形成之探究 
本章的目的在於了解人際信任形成的過程，人際信任形成的過程可由社會

交換理論中尋求。從社會交換過程中觀之，信任乃是出自於信任者對被信任者

未來將如何行動無法掌握，卻又希望「建立支配感」以降低心中的不安

(Meyerson, Weick, and Kramer, 1996: 172)，而試圖預測被信任者未來可能的行動

，故假定他人將會履行報答義務，以進行社會交換；質言之，預測被信任者行

動的方法，即始於信任者主觀地認為被信任者所應該採取的行動為何，以信任

的特質視之，即為一種具有善意而不傷害信任者利益的行動。 

然而，若信任者在心中已預設被信任者的行動應該出於善意，而不傷害信

任者的利益，信任者將會如何預測被信任者的行動呢？Good(1988: 33)指出，信

任建立在一套有關他人未來將如何行動的個人信念上，其依據為他人從過去到

現在，所有關於他們將如何行動的明示與暗示，而這些明示與暗示對於他人未

來的行動都具有顯著的重要性；此因信任的發展是由小至大，慢慢地累積所產

生的，此種累積便是一種社會學習的過程，而社會學習特別重視過往的經驗。

易言之，信任者會以其所擁有各種關於被信任者以往行動的資訊做為基礎，進

而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 

此外，有關被信任者行動的資訊必須經過一道解讀的手續，解讀被信任者

行動相關的資訊的意義，主要在於判斷被信任者過去行動對於其未來可能的行

動之影響，如果能夠發現其中所隱含的意義，這些資訊方可成為信任者預測被

信任者未來行動時的參考依據。至於對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進行預測之後，並

不表示如此便足以使信任者對被信任者做出信任的決定；從交易成本理論觀之

，由於人性中自利面向的影響，信任者仍需要以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可能性，

作為評估是否該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信任的基礎，假使信任者最後願意承擔預期

損失多於所得的風險，便能形成對被信任者的信任。 

綜上所述，信任者將會依據自我地認定而預設被信任者所應為的行動，且

搜尋與被信任者行動相關的資訊，然後完成對被信任者過去行動的解讀，進而

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並且評估本身承擔風險的程度，以決定對被信任者

的信任，而過去對被信任者的信任經驗亦會予以信任者反饋，使其重新做出對

信任者的預設，及預測信任者未來可能的行動，如圖 3.1。茲詳述信任者對被信

任者的信任之形成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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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人際信任之形成過程 

 

第一節  人際信任之預設 

Farnsworth 認為，契約是個人保證未來將採取行動的一套承諾 (轉引自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245)；易言之，對於未來的承諾即為契約的本質

(Rousseau, 1995: xi)。然而，由於契約一般皆為不完美的，其一出自於人類的有

限理性，而使得個人對資訊的搜尋有所限制；二則由於環境中的不確定性與複

雜性，使得契約中不可能列舉出所有潛在的條件(Rousseau and Greller, 1994: 

386)。職是之故，契約對於個人未來行動的保證似乎已不在契約本身。 

在社會交換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缺乏一個有約束力的契約，根本不可能

產生對未來行動的承諾；因此，進行社會交換必須事先假定他人未來會予以報

答，而賦予他人一個義務。在人際信任中，如同社會交換過程一般，信任者亦

無法事先得知被信任者將來的行動，為了降低不安全感，因此首先會在心中設

想被信任者所應為的行動是具有善意的，在衡量實際狀況之後，進而預測被信

任者未來的行動；然而，信任者藉由何種方式認定被信任者應該採取善意的行

動呢？ 

壹、心理契約之意涵 

心理契約的概念建立在社會交換的觀點上，基於交換所生的關係引發了

心理契約，其為一種在人我之間非正式的，關於互惠交換協議的條文之個人

主觀的信念與察覺，所交換的內容涉及承諾和義務，包含具體和抽象成分，

可能為經濟報酬，亦可能為社會報酬，且並未明文寫入正式的書面協議中(蔡

綺芬, 2003: 7; Anderson and Schalk, 1998: 639; Guzzo and Noonan, 1994: 448; 
Makin, Cooper, and Cox, 1996: 7;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246; Rousseau, 

1989: 123, 1990: 390, 392; Rousseau and Parks, 1993: 19; Schein, 1970: 12)；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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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理契約可以降低不確定感，因為在正式的書面契約中並無法載明所有

可能的情況，心理契約正可以填補互惠關係中的缺口( Anderson and Schalk, 

1998: 640)。 

心理契約中的個人信念，意指相信心理契約中已存在某種型式的承諾，

以及相信契約兩造皆已接受其中的條文；易言之，每一方皆相信彼此已建立

承諾，且都已經接受同樣的內容(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246)。此外，

心理契約中的承諾不拘任何形式，包含外顯或內隱的應允，其中由內隱的應

允所形成的承諾，乃是對於彼此所提供以符合對方所需的一種察覺，即使從

未以言語或書面文字表達，卻不表示其不存在，經過個人的資訊運作之後，

心理契約中的權益與義務亦透過此種察覺而得以理解(陳銘薰、方妙玲: 2; 
Herriot and Pemberton, 1995: 16-17; Rousseau, 1990: 390; Rousseau and Greller, 

1994: 394)。申言之，心理契約並非由一組明確的條款所組成，而是存在於彼

此的心中，不需互相認同，屬於契約當事人的觀點，高度主觀地具體化於個

人心中，此種情形並非表示雙方實際上對於心理契約內容的了解是一致的，

只是個人相信彼此對於心理契約的詮釋是相同的，雖然對於相互義務的信念

構成了心理契約，但雙方卻需要在實際上未與對方合意的情況下，相信心理

契約是存在的(Guzzo and Noonan, 1994: 448; Herriot and Pemberton, 1995: 16-

17; Makin, Cooper, and Cox, 1996: 7;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246)。 

再者，心理契約是一種關於承諾的代價和互惠義務，只要契約當事人相

信自己應該以某種方式行事，以及對方亦有對應的義務時，心理契約便已成

立，而心理契約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其相信自己能夠經由直接或間接的

方式影響對方，使其處境改變，此種信念深深地影響著兩造彼此行動的決定

，如心理契約無法滿足時，他有辦法影響目前的處境以確保不會被對方佔便

宜—退出彼此的互惠交換關係(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246; Rousseau, 

1990: 390; Schein, 1970: 12, 13, 15)。 

申言之，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應該採取善意的行動之預設即為一種心理

契約，內容包含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的承諾與義務之信念和察覺，如果信任

者的心理契約不能滿足，結果將降低對被信任者的信任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甚至可能無法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信任；然而，信任者心裡

將會如何設想被信任者所應採取的行動呢？首要之務便需了解預設的形成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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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設之形成過程 

如上所述，信任者對被信任者的預設即為一種心理契約，而

Rousseau(1995: 34-36)認為心理契約經由個人認知的過程與外界影響所形成，

個人所獲得的訊息(messages)經過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的過程，以

及個人傾向(individual predispositions)和社會暗示(social cues)的影響下，建立

了心理契約；爰此，信任者預設的形成過程如圖 3-1-1，其中包含著各項要

素—訊息、編碼、解碼、社會暗示、以及個人傾向，茲分述如下： 

 

 

 

 

 

 

 
圖3-1-1    預設之形成過程 

 
資料來源：參酌Rousseau(1995: 33)提出的心理契約建立之架構 

 

一、訊息 

訊息意味著資訊中有關承諾未來善意行動的成分，傳達有關承諾的消

息來源包含明示與暗示的訊息，如公開聲明(overt statments)、以及觀察。 

(一)公開聲明  

此為訊息中最具影響力的資訊來源，因為公開聲明很有可能被認為

是被信任者意圖的表示，以及對下一步的行動之預告；此外，相較於未

說出口的承諾，明白地說出承諾不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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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 

觀察可分為主動與被動兩種方式。主動的觀察出現於被信任者做出

信任者必須有所回應與詮釋的行動時，先行地(proactively)與積極地對有

關被信任者承諾的進一步資訊進行監控；反之，當信任者有動機注意資

訊時，被動的觀察才會發生。一般而言，信任者不總是主動的搜索資訊

，當感覺有需要或發生重大事件時，才會收集資訊，且由於信任者並非

持續不斷地處理資訊，在觀察中所得的資訊，只有具備意義的才能使信

任者得到訊息。此外，觀察他人的情況亦可以做為信任者比較預設的內

容之基礎，尤其在觀察與自己情境相同的其他狀況後，信任者對於預設

的信念很可能受到影響。 

(三)經驗 

無論在心理契約成立之前或之後，信任者隨時都接觸著有關被信任

者的各種資訊。經驗的來源有二，其一為外界所給予的，其二為信任者

本身所體驗的；前者如陌生人的聲譽，對於尚未與之互惠交換的被信任

者，信任者所能獲得的訊息往往來自於外界對其之評價；此外，在建立

互惠交換關係後，經過彼此的互動後，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細微或更具意

義的訊息。 

二、編碼 

將訊息編碼意味著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所為承諾的詮釋，主要在尋

求承諾的可信度和意圖，進行編碼工作前可由三方面視之。 

(一)被信任者的資格 

被信任者的正當性會影響其可信度，只有擁有正當性的被信任者方

適合允諾。 

(二)被信任者所處的情境 

最適合承諾的情境出現於互惠關係的過渡期，由於人類處理資訊的

能力有限，且認知模式已固定化，而無法不停地詮釋訊息，或是只注意

與過去相異的訊息，倘若察覺到互惠關係有所變化，訊息即會被信任者

主動地詮釋；此外，變化促進了對新的承諾編碼，最後為預設所接納，

所以信任者必須理解變化所生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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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信任者之行動與承諾的關係 

如信任者所收到的訊息為一貫的，將使得被信任者的意圖容易被理

解，因為巧合並不會出現許多次，一貫的訊息或多獲少地反映出被信任

者的意圖；此外，一貫的資訊對其可信度有其重要性，有關新預設的內

容之訊息並不能盡信，除非獲得足夠的行動傳達出被信任者真正地意欲

建構預設的新內容。 

三、個人傾向 

被信任者的特質影響其對於資訊的編碼工作。一般而言，不違反本身

認知模式的資訊比違反認知模式的資訊容易使人記住，所以對他人的認知

通常是藉由傳達相同訊息的資訊而加深，不同訊息的資訊則常被遺忘而使

信任者不輕易改變對被信任者的認知，因此，此種傾向將使信任者相信曾

滿足他人心理契約的被信任者。 

四、社會暗示 

社會暗示為在個人認知的過程中，外界影響對於資訊所賦予的解釋，

如聲譽所傳達的訊息即為社會暗示下的產物。在心理契約建立中，清楚且

易取的資訊時常帶來最強烈的訊息，而此種訊息經常透過社會暗示所提供

，其提供者即為與信任者關係匪淺的周遭人士，由於他們也許是信任者生

活環境中最常接觸的人士，對於信任者的影響力亦遠高於他人，因而使信

任者對於任何資訊的解讀很容易參雜著他們的詮釋在內，亦使得信任者感

覺他們所提供的資訊所表示出的訊息最為強烈。 

五、解碼 

解碼反映出在有關被信任者履行善意行動的標準上，信任者所為的一

種判斷。將有關承諾的訊息編碼後，放入行動標準中檢視，以分別何為真

實的承諾，此時即開始進行解碼工作；具有行為標準使信任者得以監控被

信任者是否有履約，依循行為標準亦予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一種義務以信守

承諾，而社會暗示為行動標準的參考來源之一，可用以解讀他人行動的意

義。 

綜上所述，信任者對被信任者的預設，出自於信任者對預設的認知過程

，在信任者的個人傾向與外界影響下，由各種與被信任者相關的資訊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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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出傳達關於信任者對於承諾採取未來善意行動的訊息，透過編碼與解碼的

工作，設置出被信任者的一個行動標準，賦予其義務且須依照標準以其未來

行動證明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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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際信任之預測 

Heider(1958: 80)認為，人們想要追尋事情形成的潛在原因，並非出自於好

奇心，而是因為：如果能將各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歸於一個潛在的主要情況下，

了解事情如何在特定情況下以特定方式發展的話，即可得到一個穩定的環境，

並且有控制環境的可能性。申言之，解釋事情的成因是相當重要的，透過因果

歸因可以幫助我們預測，以及或多或少地控制社會經驗，一旦我們相信自己了

解行為的原因後，將會以某種思考、情感和反應，與之回應(韋伯, 1995: 87)。

綜言之，因果歸因不僅反映出人們渴望準確地理解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而歸

因正是人們對於事件產生原因所做的解釋(Martinko, 1995: 8; Kelley, 1972: 22)，

人們可藉由歸因詮釋事物且予以「標籤化」 (labeling)(Brewin and Antaki, 1987)

，使事物具有穩定的成分，以降低環境中複雜且難以預測的部分，進而使自己

處於一個穩定的環境 (黃怡姿, 1999: 19)。 

在人際信任中，如同人們欲降低環境的複雜性一般，信任者希望能夠預測

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方向，以使自己所處的情境更加簡化，但由於信任本質上

即出自於種種的不確定性，所以信任者在信任被信任者之前，需要預測被信任

者行動的可能性；然而，信任者該如何判斷與預測呢？                                                                                                                                                                                                                                                                                 

壹、歸因之意涵 

將行為歸於各種原因與影響來源的過程需要憑藉著歸因，歸因是指人

們從可能導致行為發生的各種因素中，進行推論和認定行為的原因，並且

判斷其性質的過程(? ? 德, 1990: 115; 韋伯, 1995: 79)。易言之，歸因正足

以說明人們對他人行為的詮釋方式，其功能主要為原因分析(黃怡姿, 1999: 

20; Martinko, 1995: 9)。此外，對個人所經驗到的或觀察到的事物作歸因，

有一個基本的認知歷程(黃怡姿, 1999: 18)，此種認知歷程出於對世上恆常

性的追尋，且存有著一種「認知察覺的層級」 (hierarchy of cognitive 

awareness)，始於將所見事物理解為受刺激所限制，而後逐漸地細究其潛在

原因，前一層的詮釋都將成為對於後一層的理解基礎(Heider, 1958: 80-81)

。申言之，解釋事情的發生時，通常會先以自己所觀察到的表面意義進行

詮釋，但卻不會僅此即感到滿足，而是盡可能地找出所處環境中不易變動

的恆常性，進一步地提出事情發生的潛在原因，特別是個人的動機與意圖

；此因個人與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不僅影響外在行動的變化，本身亦含有

社會意涵，而決定了我們對於周遭環境大部分的了解和反應(Heider, 1958: 

16, 81)；爰此，為了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便需要對於過去的行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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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歸因，藉以探討被信任者未來產生可能的行動。 

如上所述， 信任者如欲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必須了解被信任者

未來可能採取的行動，而其可能的行動端視於行動的基礎所決定。職是之

故，如欲預測其未來的行動，涉及一個問題—行動的產生受何因素所影響

？ 

貳、行動與行動者之關係 

對於這個問題，Heider(1958: 82)指出，行動的產生取決於兩個因素：個

人(personal)因素和環境(environmental)因素。所謂個人因素是泛指行動者本身

內在的因素，亦即為內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環境因素則是指行動者本身

以外的因素，亦即為外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前者如行動者的人格特質、

意圖、或能力等，後者則可視作行動者所面臨的情境、或他人影響等。

Heider(1958: 100-101)指出：個人因素所造成的行動是有意圖的行動1，如其目

的與方法不變，對於行動的結果即具有恆定性；然而，非個人原因導致的行

為，則由於環境中可能的情況過於廣泛，亦將造成各式各樣的結果。申言之

，如果把行為歸因於行動者本身因素所導致時，將因此推測出行動者的習性

，此種推測有助於人們預測行動者在類似情形下行動的可能性；但是假如行

動被歸因為非屬行動者的外在因素所造成時 ，由於環境中的變項太多，人們

就不容易預測行動再度發生的可能性。由此可知，行動的預測是與行動的歸

因是密切相關的(侯玉波, 2003: 59-60; ? ? 德, 1990: 115; 韋伯, 1995: 79; 黃怡

姿, 1999: 19)。 

參、形成印象 

引發我們想找出行為的原因(韋伯, 1995: 91-92)包含以下幾項：第一，行

為令人意外，我們沒有預期到此種行為的發生，且目前無法解釋，因此種行

為亦可能影響未來，於是需要解讀其中的意義，而導致我們希望找出原因，

並且藉此存有控制感。第二，行為造成負面效應，若人們希望尋求快樂，且

能了解引起不快樂的原因，也許就能阻止令人不悅事物的發生。第三，行為

影響性較大，因為此種行為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密切，導致我們相對地重視成

因，進而趨吉避凶。第四，行為與經驗抵觸，對於新事物的解讀往往依靠我

們經驗上的認知，如果二者有所衝突，會希望找出一種能合理化其產生原因
                                                 
1  個人具有意圖的行動表示出其動機與目的，另有一種個人因素所導致的行為是沒有意圖的，
後者與非個人原因的環境因素所表現出的情況相似，即無動機與目的 (Heider, 1958: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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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而保留住原有的認知方式。 

基於人類處理資訊的無能，使得人們不願意輕易付出自己的認知資源，

所以並不是對所有發生的事情進行歸因，最常在兩種情況發生時，人們才會

進行歸因：一是發生出乎不尋常的意外事件；二是有令人不愉快的負面事件

發生(侯玉波, 2003: 59; 黃怡姿, 1999: 19) 。爰此，一般而言，人們不見得凡事

都需要歸因，但有必要時將會對於行動進行歸因；然而，如果信任者所掌握

的被信任者行動相關資訊不足，且必須在短時間內，甚至在當下立即決定被

信任者行動的原因，信任者將可能使用何種歸因方式呢？ 

一、對應推論之使用 

歸因所需的相關資訊有限時，人們很可能只注意到行動的表面意義(韋

伯, 1995: 89)，關於此種表面意義的解讀，可以 Jones 與 Davis(1965: 222-

224)提出的對應推論(correspondent inference)作為解釋，他認為假若行動者

的行動與其目的相符，則行動者所表現出的某種行動，即顯示出其行動源

自於本身所擁有的內在特質(dispositonal trait)，或與此特質是一致的，如下

班時間已到，員工還留在公司裡加班，其與個人特質相對應的表面意義，

可能為負責或是怠惰的結果。申言之，對應推論構成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

起初的印象，信任者將由所獲得的資訊中解讀出表面意義，以建構出被信

任者的個人特性。 

然而，在進行對應推論時，推論者根本不知行動者本身是否有意如此

，例如員工加班是否為自願性質？這種推論的程序形同事先確定了行動者

的意圖，然後推論至行動者的特質(? ? 德, 1990: 116)；申言之，當行動者

有某種行動時，個人需要判斷此行動是否為行動者的有意之舉，以及此行

動的結果是否為行動者之所欲，若行動的結果根本是行動者所不欲的，行

動者即無行動的意圖，便不能依此推論至行動者的特質(? ? 德, 1990: 116)

。職是之故，對應推論成立的前提，已然排除行動者所不欲的行動結果，

而直指行動者所欲的行動結果；質言之，在此種行動結果下，首先需探討

的是，行動者在行動時有無意圖造成行動的結果？ 

二、對應推論之前提 

關於個人的行動意圖，Heider(1958)指出個人因素含有動機因素

(motivational factor)和權力因素 (power factor)。動機因素可以「試圖」

(trying)此一概念加以說明，反映出個人的意圖 (intention)與個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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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tion)；權力因素意指個人足以使行動產生的作用力，可以使用「能夠

」(can)此一概念加以說明，常以個人的能力(ability)為代表 (Heider, 1958: 

83)。申言之，信任者在判斷行動的產生是否因被信任者所導致時，需要滿

足兩個條件—被信任者「能夠」促成行動的產生、以及被信任者「試圖」

達成其目的(Heider, 1958: 116)。 

此外，「能夠」結合了權力因素與環境因素，但排除個人因素中的動

機因素(Heider, 1958: 83-84)，「能夠」的定義為環境的抑制力為零或是小

於權力，不能則意指環境的抑制力大於權力(Heider, 1958: 85)。爰此，行動

者能夠決定行動的產生，便是由於權力因素大過環境因素對行動的抑制力

，反之，行動即不能夠由行動者所決定。此外，Heider(1958: 82)指出：「

假如環境的作用力等於零，行為的產生將取決於個人的作用力；若環境的

作用力大於零時，行為將在沒有沒有個人的干預下而產生」。易言之，若

環境因素對行動並非抑制力，而是有種助力或作用力時，行動結果雖不能

夠由行動者決定，但同樣的行動結果則由於環境的作用力而決定了。綜言

之，不論行動成因為外歸因或內歸因，對於行動者而言，都有達成其所欲

之行動結果的可能性。 

職是之故，被信任者所欲的行動結果可能為外歸因或內歸因決定。若

信任者認為行動是外歸因所導致，亦已知被信任者能力不足，在此情況中

，被信任者可能沒有試圖達成目的，且不具有行動意圖，或者是具有行動

意圖，但缺乏努力；此外，被信任者亦可能試圖達成目的，故具有行動意

圖。若信任者認為行動是外歸因所造成，且已知被信任者有能力，則可推

論被信任者沒有試圖使行動產生，在此情況中，被信任者很可能是缺乏意

圖的，或是具有行動意圖，但努力不足。若信任者認為行動是內歸因所造

成，則表示被信任者的能力足夠，亦試圖達成其目的，故必具有行動意圖

。爰此，由上述的六種情況(如圖 3-2.1)中，可以得知只有在信任者認為被

信任者所欲的行動結果是由被信任者本身因素所導致的情形下，才可確定

被信任者的行動為有意之舉；故對應推論的前提首先必須是，信任者認為

內歸因是被信任者的行動成因時，才可確定信任者在行動時具有行動意圖

，而做出對應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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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行動者所欲的行動結果之意圖歸因 

三、對應推論之條件 

即使信任者在已確定被信任者的意圖下做出對應推論，這些推論似乎

仍然是十分主觀的，因為被信任者的行動不一定皆與其內在特質相符，亦

可能是出於環境因素的影響，迫於現狀而不得不為；爰此，信任者需要了

解對應推論在何種條件下才是合適的。(史密斯、麥基, 2001: 81; 侯玉波, 

2003: 63-64; ? ? 德, 1990: 116; 韋伯, 1995: 89-90)如下： 

(一)被信任者擁有選擇行動的自由 

當被信任者在他人或環境明顯的高壓或強迫下，信任者不該做出對

應推論，而在信任者感覺被信任者能夠自由選擇其行動時，透過比較其

所選與未選擇的可能行動，推測該行動可反映出被信任者的意圖，因此

才能做出對應推論。 

(二)被信任者行動的效應具有特殊性 

只有被信任者行動產生非常特別的後果時，才顯示出被信任者的某

項特性，如果行動與其他行動一樣，只產生了一般的效應，並不能表示

出被信任者本身的特質，亦不導致對應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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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信任者的行動與社會期望相去甚遠 

如果被信任者的行動不超出社會期望的範圍，信任者將不可對被信

任者做出對應推論，反之，若其行動與社會上一般人預期的行動差距過

大，將使信任者做出對應推論，而認為該行動是被信任者本身的特質所

導致。 

(四) 被信任者的行動與信任者高度相關： 

愈是針對信任者而來的行動，信任者愈可能做出對應推論，愈是涉

及信任者利害的行動，對此行動的歸因也愈容易趨於極端。 

肆、修正印象 

上述的歸因基本上皆為內外歸因方式，而此種將行動發生的原因只單純

分為由行動者與非行動者所導致的，是否太過簡略呢？對於歸因的判斷不可

囿於二分法—若非行動者本身因素造成其行為，即為環境因素導致行動的產

生。內歸因或外歸因的排除只是信任者用來判斷被信任者與其行動之間的關

係而已；因此，信任者需要進一步地分別內外歸因，並據此對於行動產生的

原因做出判斷。 

再者，如果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已有較多的認識，關於其行動的資訊也

相對地充足時，是否還只是使用對應推論的方式所形成的印象，簡單地判定

被信任者行動的原因呢？從內外歸因二者觀之，被信任者行動的成因當然不

可能皆出於被信任者的特質所致，另需考慮非屬被信任者的原因，但信任者

若要真正地了解被信任者行動的原因，就必須脫離對被信任者的既有印象，

適切地探索包含與行動者無關的因素。 

此外，歸因的歷程可視為資訊搜尋(knowledge seeking)，認為歸因可分為

問題陳述(problem formulation)與問題解決(problem resolution)兩個階段，前者

著重於對事件原因的多方尋找，後者則是指在各種可能下考慮事件的原因

(Kruglanski, 1980: 70-76)。職此之故，Kelley(1967)提出了人們在擁有多元資

訊來源的條件下，試圖解釋他人行動時，三種可能採取的歸因：歸因於行動

者，歸因於刺激物2(stimulus objects)、以及歸因於行動時的系絡(contexts)。上

述三種歸因需要憑藉三種資訊作為判斷時的參考，第一種為共識性

                                                 
2  行動者做出反應的對象即為刺激物，可能為事件或他人(轉引自? ? 德, 199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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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資訊，假使他人的行動與行動者相似，此行動即具有高度的共識

性，如果行動者的行動異於他人行動，則行動便只有低度的共識性；第二種

為一貫性(consistency)資訊，如果行動者在相同系絡下的行動與以往不同，則

行動具有低度的一貫性，若行動者在相同系絡下皆有同樣的行動，則說明行

動具備了高度的一貫性；第三種則是區別性(distinctiveness)資訊，如果行動只

發生在某個刺激下，行動即具有高度的區別性，反之，若行為在其他刺激下

亦出現相同反應，則只具有低度的區別性(史密斯、麥基, 2001: 88-89; 侯玉波, 

2003: 62-63; ? ? 德, 1990: 117; 韋伯, 1995: 93-94; 劉焜輝, 1992: 4-5)。綜合此

三資訊加以判別，信任者即得以對被信任者的行動做出比內外歸因更為細緻

的歸因，不僅脫離了內外歸因的刪除法，亦表現出對歸因的直接判斷，可提

高行動歸因的效度，此三種形式進一步地使信任者在判斷被信任者行動成因

時，有了更可靠的依據。 

然而，歸因判斷時必須注意一種「折扣效應」(the discounting effect)  

(Kelley, 1972)，假使造成行動產生的可能原因超過一個以上時，單獨原因足

以決定行動的可能性就降低了(Kelley, 1972: 8)；易言之，特定原因產生特定

行動的認定，會因為另有其他的可能原因能夠產生此一行動，而減低了認定

的效力。爰此，行動產生的原因不一定是單一的，行動亦可能受多重原因的

影響而產生 (史密斯、麥基, 2001: 90; 侯玉波, 2003: 63; 劉焜輝, 1992: 5-6) 

伍、進行預測 

Kramer將被信任者行為、動機、意圖的歸因納入信任者的參考標準(轉引

自黃怡姿, 1999: 19)，如果歸因是為了預測行動者未來的行動，使信任者得以

趨吉避凶(韋伯, 1995: 88)，信任者就必須回過頭來了解，行動的歸因除了行

動者因素與非行動者因素以外，還有什麼面向可以探討呢？對於行動歸因的

面向，在內外面向以外，另外還有穩定和不穩定的面向(Weiner et al., 1971)，

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面向(Weiner, 1979)，以及意圖有或無的面向(Heider, 

1958)。穩定或不穩定指的是行動產生的原因隨時間變異的狀況，；可控制或

不可控制是指，行動者本身可否控制行動成因；意圖有或無則是指行動者有

無意圖造成此行動成因，但此處對意圖的判斷乃是藉由策略與努力比較下之

所得，並非為前述的能力與努力比較後之所得(Kent and Martinko, 1995: 23, 

25) 。然而，能力與策略的差異在於恆定與否，以及可察覺的程度，能力屬於

一種較穩定，不變性高的特質，而策略是隨著情境的改變，個人用以應對的

一套方法；此外，策略的可察覺度較高，而個人的能力往往需要時間才能了

解，並非立即可以察覺。爰此，本研究以為在意圖性面向的歸因上，不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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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策略對照使用，經由能力或策略與努力比較之後，行動者是否具有行

動意圖或許將會愈發明確。 

職是之故，將此四面向的歸因做出以後，綜合其預測度即可得出被信任

者未來行動的可能性，而經由四面向歸因後，預測度較高的行動成因是內在

的、穩定的、可控制的、及有意圖的；反之，預測度則較低。爰此，歸因的

多元面向可以提高信任者預測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效度，使用多元面向的歸

因，亦可幫助信任者針對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做出比單純以內外歸因當作

歸因面向的預測，有著更高的預測度。 

陸、錯誤預測之原因 

歸因理論假定了人們是思考者(thinking person)，試圖以有系統的方式尋

找行動產生的原因(Kelley, 1967: 193; Witt et al., 1995: 80)，申言之，人們在尋

求行動者行動的原因時似乎存在著合理的邏輯，可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他

人行動的歸因卻可能是直觀的，甚至隨情緒起伏而對行動有不同歸因；除此

之外，在以下的情形中亦可能對行動的產生做出錯誤的歸因。  

一、屬於信任者方面 

(一)資訊不足 

潛在的原因若愈吸引人，將愈可能被人當成行動產生的原因(史密斯

、麥基, 2001: 86)，如果某種資訊愈容易在腦裡浮現，則此種資訊就愈可

能在人們對行動歸因的解讀過程中造成影響(史密斯、麥基, 2001: 75; 

Higgins and King, 1981: 99)，故在資訊不足的情形中，歸因者極有可能因

為取得吸引自己或反覆出現的資訊，而做出錯誤的行動歸因。特別是在

歸因所需的相關資訊有限時，人們很可能只注意到行動的表面意義，尤

其對於只有一次觀察經驗的行動，很容易產生一種推論—行動者的行動

符合其意圖 (韋伯, 1995: 89)，更遑論使用多元資訊以判別他人行動的原

因。 

(二)過度重視內歸因 

對一位歸因者而言，將他人行動標籤化，及因行動而賦予行動者對

應的特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史密斯、麥基, 2001: 90)，此外，因為人

們認為個人應該對其行動負責，以及行動者相較於環境中的其他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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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許令人感覺相對地突出，所以容易將行動產生的原因歸於行動者

本身(侯玉波, 2003: 66; ? ? 德, 1990: 119)。如此一來，非常容易造成一

種對應偏誤(correspondence bias)的現象：即使行動可以其他可能原因解

釋，歸因者仍然使用對應推論，認為行動必可反映出行動者的特質(史密

斯、麥基, 2001: 82)，這種結果可能使歸因者誤判行動成因，連帶地使得

歸因者對行動者有所誤解。 

(三)經驗的影響 

以社會學習的觀點視之，歸因者過去個人的經歷會影響其對行動成

因的判斷，如此，可能造成一種不當的投射，亦即為將以往對他人行動

的歸因誤用於目前所欲歸因的行動上，而無法正確地理解行動產生的原

因；甚至歸因者所依據歸因經驗本來就有偏頗時，還是依舊誤用到目前

的對行動的歸因上(史密斯、麥基, 2001: 97)。 

(四)對行動者的偏見 

行動者的行動是形成對他人印象最有用的來源(史密斯、麥基, 2001: 

73)，行動之所以能形成印象，出自於一種信念：行動能反映出行動者的

特質(史密斯、麥基, 2001: 69)。除非歸因者有意願且有能力進行資訊重

組，否則以往對行動者的印象就會缺乏修正而保留下來 (史密斯、麥基, 

2001: 91) ，偏見並且因此形成 。 

二、屬於被信任者方面：塑造自我形象 

由於歸因者將他人行動歸因時需要資訊做為參考，有心的行動者便

可能在行動時，選擇適當的情境，以凸顯有利於己的原因，甚至會投入

許多資源以製造聲譽(Dasgupta, 1988: 70; Lewicki and  Bunker, 1996:120)，

而使得歸因者對行動者產生其所欲的印象，誤認該行動與行動者本身特

質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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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際信任之評估 

人們有能力預測他人將如何行動之後，亦需要具有因應他人行為的一套方

法(侯玉波, 2003: 59)，這套方法即為評估。如果信任者預測被信任者未來履行

義務的行動可能性為 P3，此即產生一個問題， P 為多少時，信任者才願意信任

呢？對於此問題，Coleman(1990: 99)認為信任者經由 P與 1﹣P(被信任者未履行

未來義務的行動可能性)的比較之後，因為未來的預期損失有可能大於預期的所

得，於是產生了未來淨損失(預期損失大於預期利益)的可能性，只要 P 與 1﹣P

的比例大於其淨損失的可能性，即願意承擔未來可能的淨損失。然而，是否只

要 P與 1﹣P的比例大於其淨損失的可能性，信任者即願意承擔未來可能的淨損

失呢？本研究以為此問題取決於信任者本身承擔風險的意願，由於個人承擔風

險的能力不一，所以 P與 1﹣P的比例大於其淨損失的可能性，尚須依照個人風

險承擔能力的高低，並非只考量其為正數即可，信任者必須接受 P與 1﹣P的比

例大於其淨損失之可能性的程度，才會對被信任者產生信任。 

爰此，尚可解釋一個問題：為何信任者對於相同的被信任者，在不同的情

境下會有不同程度的信任？因為在不同的情境下，信任者對被信任者未來行動

的預測值不同，當 P 改變時，即導致信任者對於相同的被信任者所產生的信任

會有程度上的差異。然而，願意承擔未來可能的淨損失與否，需要信任者事先

地評估，如果信任者評估之後，則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即產生信任；而信任者

所使用的評估指標如下： 

壹、信任者忍受風險的程度 

當信任者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將符合原來的預設時，信任者會察覺

在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下，預期的損失可能比預期報酬更大，雖然信任者處

於具有淨損失的風險的情境中，但只要被信任者未來的實際行動符合信任者

本來的預設，信任者的損失根本就無從產生，只是心理上必須承受一種壓力

，源自於其自我預告：未來若出現淨損失將不足為奇。爰此，此種承受壓力

的能力即端視於信任者本身所能忍受風險的程度，由此亦可看出信任可以減

低心中的不安。如果信任者評估後認為此種風險是本身所能接受的，則有意

願承擔預期的淨損失，而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信任；反之，若信任者評估後認

其無法接受，便可能不願意承擔此種預期的淨損失，而寧願事先避免這場「

                                                 
3  本研究有關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預測值 P之概念出自於 Gambetta(1988) 的啟發，
他假定他人未來採取特定行動的機率具有一個預測值(Gambetta, 198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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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局」，故不會對於被信任者 產生信任。 

貳、信任者對被信任者的信任經驗 

以社會學習的觀點而言，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的信任亦受其以往對於被

信任者的信任程度影響，當信任者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將符合原來的預

設時，信任者察覺在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下，預期的損失可能比預期報酬更

大時，其將評估過去對於信任者的信任程度；然而，或許信任者對於被信任

者未來履行義務的行動預測值 P與 1﹣P的比例在其所能接受的範圍外，亦即

為超出了信任者所能忍受的風險，但因受其過往對於被信任者的信任程度高

，此種過去經驗的學習可能會增強其對於被信任者的信任。此外，以人的固

定認知模式而言，不習慣改變認知模式，是故信任者對於以往信任程度高的

被信任者，如遇其認為被信任者未來履行義務的行為可能性低，因為此種認

知與本身對於被信任者的認知具有差異，在有限理性的影響下，信任者可能

因為習慣於給予被信任者較高的信任度，而忽略眼前對於被信任者所為的外

來行動之預測；反之，信任者亦可能因為過去對於被信任者的信任程度低，

而無視於目前預測被信任者未來履行義務的低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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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際信任形成之概念架構 

以上三節已經明白地展現出人際信任的形成過程；職是之故，本節將以前

三節所示的概念，提出一個有關人際信任形成的概念架構(如圖 3-4.1)，茲概述

此概念架構的內涵如下： 

首先，在預設階段中，信任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察覺被信任者對未來善意行

動的承諾，以及因被信任者的承諾而賦予其一個未來必須依承諾而行動的義務

；在此階段中，人際信任的形成有兩處值得特別注意，其一為善意的察覺，二

則為被信任者應為的行動。若信任者無法察覺被信任者對未來善意行動的承諾

，則信任者即不可能賦予被信任者應為行動的義務。質言之，信任者認知被信

任者的善意即為預設階段的一個要件。 

其次，在預測階段中，信任者將預測被信任者是否會履行承諾，依照其預

設產生信任者認為被信任者所應為的行動，預測的方法則透過四個面向的歸因

，綜合判斷之後，進一步地預測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可能性；此四面向的歸因

包含內外歸因、穩定性歸因、控制性歸因、以及意圖性歸因，信任者可藉由歸

因預測被信任者未來的行動，其行動的可能性可以一個預測值 P 表示。質言之

，預測的結果在於歸因的過程。 

再者，在評估階段中，信任者由預測階段所得的預測值 P， P 愈大時，表

示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可能性愈高，通常信任者將會勇於承擔預期可能的淨損

失，而易於對被信任者產生信任；反之，若 P 愈小，表示被信任者履行承諾的

可能性較低，由心理契約的觀點視之，心理契約提供雙方行事的準則，其存在

是建立在對方會遵守約定的預設之上，若其中有一方違反契約內容，通常會引

發對方的回應(陳銘薰、方妙玲:  4)；爰此，若被信任者履行承諾的可能性較低

，則信任者不易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信任。然而，由於信任者忍受風險程度的差

異，及其對被信任者的信任經驗，信任者會依其願意承擔風險的程度，而決定

對於信任者信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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