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焦慮與憂鬱的三元模式理論及其延伸模式理論
與社交焦慮

焦慮與憂鬱之間的高共病率受到許多相關研究者的關注，近年來學者
們也提出一些模式與理論來解釋此現象，其中 Clark 與 Watson（199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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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之間的關聯性。此模式提出一個共同因子與兩個特殊
因子來解釋這兩類疾患的共病現象、以及兩類疾患的可區辨性（Clark &
Watson, 1991; Clark, Watson, & Mineka, 1994）
：(1)共同因子（commom factor,
or nonspecific factor）
，即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
，此概念與傳統人
格特質神經質（neuroticism）類似，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所共有，故為
一共同因子的概念。負向情感所包含的情緒包括難過（sadness）、罪惡感
（guilty）
、敵意（hostility）
、對自己感到不滿（self-dissatisfaction）等（Clark
& Watson, 1991）
；(2)特殊因子（specific factor）
，即低正向情感（low positive
affectivity），或稱 anhedonia，正向情感的概念與傳統人格特質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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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version）類似，而低正向情感乃憂鬱疾患所特有，故為一特殊因子
的概念。正向情感所包含的情緒有喜悅（joyful）
、熱情（enthusiastic）
、精
力旺盛（energetic）、友善（friendly）、大膽（bold）、肯定的（assertive）、
驕傲（proud）
、自信（confident）等（Clark & Watson, 1991）
，反之，低正
向情感則會導致感覺駑鈍（dull）
、無聊（flat）
、無興致（disinterested）
、缺
乏熱情（unenthusiastic）等（Clark, Watson, & Mineka, 1994)；(3)另一個特
殊因子，生理激發（autonomic arousal），則為所有類型焦慮疾患所特有。
其中負向情感與正向情感皆屬於穩定且具遺傳性的氣質向度或人格特
質，而生理激發則與較不若前二者為一氣質或特質向度，乃屬於一症狀群
向度（dimension of symptoms）
，如心跳加速、顫抖、呼吸短促、頭昏眼花
等（Clark & Watson, 1991; Clark, Watson, & Mineka, 1994）。Clark、Watson
和 Mineka（1994）認為生理激發可能與焦慮敏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 AS）
此一人格特質概念具關聯性。上述三類因子中，負向情感此一共同因子即
可解釋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之間的高共病率現象，而低正向情感與生理激
發兩特殊因子則可界定憂鬱疾患與焦慮疾患的差異。
三元模式中關於負向情感、低正向情感兩因子與焦慮疾患、憂鬱疾患
關聯性間的假定在多數研究中，不論是使用成人、青少年或是兒童樣本，
皆獲得支持（Clark et al., 1994; Joiner et al., 1996; Shankman & Klein, 2003;
Steer et al., 1995）
。然而針對生理激發此特殊因子為全體焦慮疾患都具有的
症狀群向度之假定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卻不太一致，Brown 等人（1998）認
為生理激發並非為全體焦慮疾患都具有的特殊因子，僅與恐慌疾患關連性
高，但跟強迫症、廣泛性焦慮疾患、社交恐懼症則關連性低。Jacques 與
Mash（2004）以小學與中學學生為樣本所作的研究也發現類似結果。
Mineka、Watson 與 Clark（1998）亦認為需考量到焦慮疾患間的異質性，
生理激發無法足以解釋所有焦慮疾患間不同的症狀。此外，研究亦發現低
正向情感不單單僅是憂鬱的特殊因子，正向情感也與社交恐懼症呈現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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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連（Brown et al., 1998）。
Mineka 等人（1998）針對三元模式不足之處，並綜合近年來的相關研
究發現，提出了焦慮與憂鬱之整合階層模式（the Integrativ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此模式結合了 Clark 與 Watson（1991）
所提出的三元模式、以及 Barlow（Zinbarg & Barlow, 1996）的焦慮與憂鬱
疾患階層模式這兩個模式的核心概念，其認為每一類症候群（symdrome）
都包含一個共同（common）
、與一個獨特（unique）的要素（component），
如負向情感即為憂鬱與焦慮疾患所共有的共同要素，而低正向情感則為憂
鬱的獨特要素，且這些共同、獨特要素在每個症候群上所展現的變異量組
成比例是有所差異的，理想上，Mineka 等人（1998）認為每個疾患（disorder）
可被視為是這些共同、獨特因素以不同變異量比例組合而成。此外，焦慮
與憂鬱的整合階層模式之階層概念主要來自於 Brown、Chorpita、與 Barlow
（1998）以結構方程模式考驗焦慮與憂鬱的三元模式所得到的結果，在
Brown 等人的研究裡，其中的假設模式：負向情感與正向情感屬高階層次，
為脆弱因子，影響著憂鬱疾患與焦慮類別疾患們；生理激發屬低階層次，
為症狀群向度，被焦慮類別疾患們所影響著。此假設模式相較於其他兩個
競爭模式（競爭模式之其一：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生理激發皆為高階層
次，影響著疾患們；其二：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生理激發皆為低階層次，
受到疾患們的影響）
，其在模式契合度考驗得到較良好的適配度指標，顯
示此假設模式較能解釋憂鬱與焦慮間的病理現象。故 Mineka 等人的整合
階層模式納入了 Brown 等人（1998）實徵研究所得的階層性概念，賦予三
因子有著階層性的特徵，即正向情感、負向情感作為脆弱因子的概念，將
影響著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生理激發則乃一症狀群向度，是隸屬於疾
患底下。Kotov, Watson, Robles, 和 Schmidt（2007）沿用並整理焦慮與憂
鬱之整合階層模式（Mineka et al., 1998）架構，並將 Mineka 等人的焦慮與
憂鬱之整合階層模式中因子間的關係再作一番釋義，即憂鬱與焦慮疾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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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與特有的因子可分成三種類別：(1)一般因子（a general factor），為所
有疾患所共有，但在不同疾患上的歸因變異量（amount of variance
attributable）之比重不同。事實上，目前這裡所指稱的一般因子，都泛指
為「負向情感」
，即一般因子的概念已幾乎與負向情感劃上等號，這是因
為一系列的焦慮與憂鬱的三元模式理論及其後續相關連的模式、理論皆發
現高負向情感確實與所有焦慮、憂鬱疾患中的症狀都具顯著關連性（Brown
et al., 1998; Kotov et al., 2006）
，如 Watson、Gamez 與 Simms（2005）的研
究就特別將各類焦慮疾患、憂鬱疾患的症狀一一分別觀察其與負向情感、
正向情感間的關連性，並獲得負向情感確實為所有焦慮、憂鬱症狀都具關
連性的一項特質（或氣質）；(2)特殊因子（specific factor），為有些疾患所
特有、有些疾患所沒有，一疾患可以具有好幾個不同的特殊因子，唯不同
疾患上的特殊因子之歸因變異量的比重亦有不同；(3)獨特因子（a unique
factor），為單一疾患所獨有，不為其他疾患所有。這些階層性因子可用來
解釋疾患間的共病現象，一般因子與特殊因子乃造成疾患共病之因，而獨
特因子則與共病現象無關。舉例而言，像是生理激發不再被視為所有焦慮
疾患都具有的特徵，乃恐慌疾患的特殊（specific）因子（Brown et al.,
1998）。其他的焦慮疾患則各自有其不同於生理激發的特殊因子，或可能
也有生理激發此特殊因子，但是歸因變異量之比重少於恐慌疾患；再者，
不同焦慮疾患間所擁有的一般因子與特殊因子之比重（size）亦不盡相同，
如憂鬱與廣泛性焦慮疾患與負向情感之間具高度關連性，而社交恐懼症、
強迫症、與恐懼症則與負向情感間具中度關連性（Brown et al., 1998）。值
得注意的是，這裡的獨特因子被視為是相對而言、而非絕對的概念，Mineka
等人（1998）即申明目前依 DSM 分類的整體精神疾患架構底下，事實上
我們很難找到一組症狀群是單一疾患所完全獨有的，特別是目前的分類系
統還有諸多如症狀重疊性等問題。那麼何謂相對而言的獨特因子呢？筆者
的闡釋為就原先的憂鬱疾患與焦慮疾患之三元模式架構，相對於焦慮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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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低正向情感被認為是憂鬱疾患的獨特因子，這樣的宣稱乃不考量其他
非焦慮類別疾患與情感類別疾患（如：精神分裂症等），僅就於焦慮疾患
與憂鬱疾患中稱三元之一的低正向情感是獨特於憂鬱、且為焦慮疾患所沒
有。不過目前已知低正向情感亦是社交焦慮的特殊因子，Mineka 等人
（1998）特別提了「相對概念的獨特因子」即因相關研究陸續發現如低正
向情感亦對精神分裂症等疾患具有某程度上的歸因變異量，故在整合階層
模式作此概念上的修正。Kotov 等人（2007）再依此架構建立焦慮疾患的
多層特質預測模式（the Multilevel Trait Predictor Model of Anxiety
disorder）
，此模式關注四種焦慮症狀向度—慢性憂慮（chronic worry）、強
迫症狀群（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恐慌、社交焦慮，與四種特
質—負向情感、低正向情感、焦慮敏感、負向評價敏感，探討特質與病理
之間的關連性與預測度，並依循著 Clark 等人（1994）的建議、以及綜合
近年來相關研究結果之發現（Bienvenu et al. 2001; Gomez & Francis, 2003;
Trull & Sher, 1994; Watson & Clark, 1995; Watson et al. 2005），認為負向情
感乃一脆弱性特質，與所有焦慮疾患之發展有關，為一般因子；低正向情
感此脆弱性特質則為社交焦慮、廣泛性焦慮疾患的特殊因子；而三元模式
中屬於症狀群向度的生理激發被認為與焦慮敏感此一脆弱性特質有關
（Clark et al., 1994）
，故焦慮敏感被視為恐慌的特殊因子，但亦可能為社交
焦慮、廣泛性焦慮疾患之特殊因子；除了焦慮敏感外，多層特質預測模式
還加入 Reiss（1991）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中另一個也被視為與
焦慮病理發展有關的三種基本特性（disposition）之ㄧ的負向評價敏感
（Negative Evaluation Sensitivity），又稱為害怕負向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
。負向評價敏感被定義為過度害怕負向評價，過去研究中
發現社交恐懼症患者在測量負向評價敏感的相關量表上得分高於正常
人、恐慌疾患、以及強迫症患者（Ball, Otto, Pollack, Uccello, & Rosenbaum,
1995; Joster, Pook, & Florin, 1999; Saboonchi, Lundh, & Ost, 1999），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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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假定負向評價敏感乃社交焦慮症的獨特因子。需注意的是，此處的獨
特因子之概念亦為相對的，即限定在上述四種焦慮症狀向度中（慢性憂
慮、強迫症狀群、恐慌、社交焦慮），社交焦慮獨有負向評價敏感此一特
質，而此一獨特因子可區辨與預測出社交焦慮。
整合上述概念，可整理出多層特質預測模式（Kotov et al., 2007）針對
社交焦慮此一症狀群作如下的假設：負向情感為社交焦慮的一般因子；低
正向情感為社交焦慮的特殊因子（此模式假設低正向情感亦為慢性憂慮的
特殊因子）
；焦慮敏感則為社交焦慮的特殊因子之ㄧ（焦慮敏感在此模式
中也為慢性憂慮、恐慌的特殊因子），然而社交焦慮對焦慮敏感的歸因變
異量較相較於恐慌來得低；負向評價敏感則為社交焦慮的獨特因子。Kotov
等人（2007）以 907 位大學生為樣本，施予自陳量表調查，研究結果部份
支持了此模式對社交焦慮所作的假設，唯結果顯示負向評價敏感不為社交
焦慮的獨特因子，因其與憂慮（worry）此一症狀群向度亦有顯著的關連性，
而低正向情感則與慢性憂慮無關，故在此模式中應為社交焦慮的獨特因
子。故從多層特質預測模式的架構與研究結果觀之，負向評價敏感在多層
特質預測模式當中應屬社交焦慮的特殊因子。目前各方研究尚未能在憂鬱
疾患與焦慮疾患之中找出具區辨性、專屬於社交焦慮的獨特因子。

第二節 社交焦慮類別與三元模式因子間的關連性

雖已有研究證實社交焦慮與低正向情感間的關連性，但當社交焦慮被
區分為兩種亞型時，研究結果則出現更進一步的發現。在精神疾病的診斷
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SM-III-R）（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對社交恐懼症的描述中將其分為特定型（circumscribed）與廣泛型
（generalized）
，特定型主要的特徵為在公開的場合中進行如吃飯、或喝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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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公開演說、寫字等等時，患者擔心、害怕會被他人細查，但這些行為
在私底下進行時並不會帶來困擾；而廣泛型的特徵則為在大部分的社交互
動情境裡患者皆會感到害怕。最新版本精神疾患的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IV-T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對社交恐懼症（或
稱社交焦慮症）的描述相去不遠，患者面臨社交性或操作、表現場合時會
有顯著與持續性的害怕感，擔憂造成自己的困窘，憂心被人認為自己是焦
慮、軟弱、不正常、或愚蠢的。而當患者所害怕的對象擴及大多數的社交
情境時（如與人約會、參與小團體、與權威者談話等等）
，則稱之為廣泛
型。
關於社交焦慮的類別，目前多數的研究者將之標定為兩種亞型：社交
互動焦慮（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即廣泛型的概念）
，表現焦慮
（performance anxiety）（即特定型的概念）
，Mattick 與 Clarke（1998）即
各自為兩類別亞型編制了不同量表作為衡鑑工具。而對檢測社交焦慮症之
相關量表作因素分析的研究也已支持社交焦慮可區分為上述兩種類別
（Habke, Hewitt, Norton, & Asmundson, 1997; Safren, Turk, & Heimberg,
1998; Safren, Turk, & Heimberg, 1999）。
Hughes 等人（2006）以社交互動焦慮、表現焦慮這兩種類別來探討其
與三元模式中的低正向情感、生理激發兩特殊因子之間的關連性。Hughes
等人的研究假設架構建立在其認為因為正向情感具有人際性、社會互動性
（如：活躍的、熱情的、精力充沛的、對生命的熱忱等等）特徵，而社交
互動焦慮的主要特徵即為害怕與陌生他人互動，故假設低正向情感乃社交
互動焦慮的特殊因子；而表現焦慮在過去的研究中顯示與恐慌症狀具關連
性（Brown, Turovsky, Heimberg, Juster, Brown, & Barlow, 1997; Norton, Cox,
Hewitt, & McLeod, 1997）故假設屬於恐慌疾患的特殊因子—生理激發，也
屬表現焦慮的特殊因子。此研究以 148 位尋求治療並符合 DSM-IV 診斷準
則的社交恐懼症患者作為樣本，研究結果支持了上述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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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dan（2002）也曾將社交焦慮分成兩種亞型來探討其與正向情感
間的關係，研究指出只有社交互動焦慮與正面情感功能（hedonic function）
呈現負向關連。Kashdan（2004）進一步更為嚴謹地在排除了憂鬱與焦慮
症狀的影響下，亦得出社交互動焦慮確實與正向個人經驗、好奇心之間有
著負向關連。
故到目前為止，過去研究指稱著社交焦慮與憂鬱都與高負向情感、低
正向情感兩項特質有著關連性，不過若從 Hughes 等人（2006）與 Kashdan
（2002；2004）的研究觀之，目前此概念或許應進一步修正為乃社交互動
焦慮和憂鬱都跟高負向情感、低正向情感之特質有著關連性。

小結：三元模式及其延伸相關理論與社交互動焦慮、憂鬱之
當前未解決問題與本研究目的

從 Clark 與 Watson（1991）的焦慮與憂鬱三元模式、Zinbarg 與 Barlow
（1996）的焦慮疾患階層模式、Mineka 等人（1998）的焦慮與憂鬱之整合
階層模式、再到 Kotov 等人所提出的多層特質預測模式，針對焦慮與憂鬱
疾患之間所共享與區辨的特質、症狀群之研究架構已被建構得幾近清楚且
完整：疾患與疾患之間擁有三種不同類別的因子（一般因子、特殊因子、
獨特因子）
，這些因子可以解釋疾患共病之因、亦可區辨疾患間之不同；
一般因子、特殊因子是瞭解共病可能的關鍵，獨特因子則被視為可區辨不
同疾患。再者，因子本身有著階層性的關係，有些因子屬於脆弱因子（如
正向情感、負向情感）
、有些則屬症狀群向度（如生理激發）
。此外，不同
疾患可能具有相同的特殊因子，但是在不同疾患病理上對這些特殊因子所
作的歸因變異量不一（當特殊因子為症狀群向度時）
、或是特殊因子對不
同疾患所作的歸因變異量不一（當特殊因子為脆弱因子時）。例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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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因子，表現在某些疾患上其情況較為嚴重、某些疾患上其情況則較為
輕微。
目前針對社交焦慮與憂鬱疾患的相關研究雖已指出社交互動焦慮與
憂鬱皆擁有高負向情感之一般因子與低正向情感之特殊因子，並且再找到
FNE 作為社交焦慮的另一個特殊因子，然而在整合眾研究結果所理出的架
構底下僅能瞭解兩疾患共病的可能原因，卻不足以區辨兩疾患之不同。
Clark 與 Watson（1994）和 Kotov 等人（2007）皆建議除了目前模式間已
納入作為疾病病理研究的特質外，尚有其他人格特質亦值得納入研究考量
來擴充模式架構，以更能釐清疾患間的病理關係。故本研究旨在透過一般
因子與特殊因子來瞭解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共病現象、找出區辨兩疾患
的獨特因子、並仿效 Mineka 等人的整合階層模式與 Kotov 等人的多層特
質預測模式，建立起社交互動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

第三節 其他相關連的臨床特徵

一、害怕負向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

1.1 害怕負向評價與社交焦慮

Reiss（1991）的期望模式認為有三種基本的害怕（fear，或稱敏感性、
sensitivity）與焦慮疾患之發展有關：受傷害怕（Fear of Injury）
、焦慮害怕
（Fear of Anxiety）、以及害怕負向評價（Reiss, 1991; Reiss, & McNally,
1985）
，其中的害怕負向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則被社交
焦慮的認知行為取向病理模式認為此乃社交焦慮症患者的特徵之一
（Rapee & Heimberg, 1997）
，從 Rapee 與 Heimberg 的社交焦慮病理模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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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觀之，社交焦慮者具有 FNE 的可能原因在於相較於其他低社交焦慮個
體，高社交焦慮個體傾向於認定負向評價發生的可能性較大、評定其所帶
來對自身的損失也較為嚴重。在於許多的實證研究也已證實社交焦慮與害
怕 FNE 有著顯著的關連性（Collins, Westra, Dozois, & Stewart, 2004;
Heimberg, Fresco, Hart, Turk, &Liebowitz, 2005; Kocovski & Endler, 2000）。
若將社交焦慮區分為兩種類別：社交互動焦慮、表現焦慮，研究亦指出不
論哪種社交焦慮類別皆與 FNE 有顯著相關（Carleton, Collimore, &
Asmundson, 2006; Heimberg et al., 2005）
，此外，與非焦慮疾患的控制組相
比，社交焦慮症患者在簡式害怕負向評價量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上的得分較高。

1.2 害怕負向評價與憂鬱
雖未有直接理論闡述憂鬱亦有害怕負向評價的特性，不過在許多關於
BFNE 的效度與心理計量特性等研究上，皆可間接觀察到憂鬱（使用貝克
憂鬱量表第二版作為估量）與害怕負向評價之間有著中等程度以上的顯著
關聯性（Collins et al., 2004; Duke, Krishnan, Faith, & Storch, 2006; Heimberg
et al., 2005），而 BFNE 即近年來主要用以估量害怕負向評價特質的量表。
在以 50 名憂鬱症住院病患作為實驗組與 52 名學生樣本作為控制組的研究
中亦顯示憂鬱與害怕負向評價之間具有顯著相關，且憂鬱症患者在害怕負
向評價量表上之得分顯著高於控制組（O’Connor, Berry, Weiss, & Gilbert,
2001）
。此外，Kocovski 與 Endler （2000）的研究中使用 Spielberger 情境
憂鬱量表（Spielberger State Depression Inventory）來估量憂鬱程度，此量
表適合用以評估非臨床程度的情境式憂鬱（Spielberger & Ritterband,
1996），發現情境憂鬱與害怕負向評價有著中等程度之相關。
Beck 的認知理論（Beck, 1983）認為有兩種人格特質是容易致使個體
引發憂鬱症狀的脆弱因子，這兩種穩定的人格特質 Beck 稱之為社會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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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Sociotropy）與自主性格（Autonomy）
。擁有社會依賴性格的個體其
特徵為想要吸引他人關注、依賴、並追求人際上的滿足，他們強調親密、
分享、同理、瞭解、贊同、情感、保護、指導、與幫助的人際互動型態，
這些人傾向於尋求他人的認可與贊同，並且試圖盡可能地避免他人的不贊
同、不認可（Beck, 1983）
。相反地，擁有自主性格的個體其特徵則為努力
於保有自己的獨特性、自主、可掌控自身的外在環境，強調個體獨立、自
我信賴（self-reliance）、自我定界（self-definition）、個人目標、需求與權
力、以及能達成己欲的能力感（Beck, 1983）
。當擁有社會依賴性格或是自
主性格的個體，在各自遭遇到令其相當在意的生活壓力事件時（如人際關
係上的不滿足、失去重要他人等，或是無法達成自我設定目標、升遷失敗
等），則易導致其產生焦慮或憂鬱症狀（Beck, 1987），此即憂鬱的素質—
壓力模式的交互影響觀點（Clark & Steer, 1996; Robin, 1995）。
Beck 及其同僚（Beck, Epstein, & Harrison, 1983）編製了原始版本的社
會依賴—自主性格量表（Sociotropy-Autonomy Scale, SAS）來評估個體的
社會依賴性格與自主性格程度，此量表經歷了幾次修正以期能更精確量測
社會依賴性格與自主性格後（Clark & Beck, 1991; Clark , Steer, Beck, &
Ross, 1995; Ross & Clark, 1993）
，目前最新版本乃 Clark 等人（1995）所教
訂修正後的版本。Clark、Steer、Haslam、Beck 和 Brown（1997）使用 1995
所修訂的 SAS 量表，以 2067 位符合 DSM-III-R（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診斷準則的門診病患做為受試施以 SAS 量表，欲瞭解
社會依賴性格、自主性格與精神疾患、症狀群之間的病理關係。依受試量
表填答狀況，將病患們區分為四種類群：依賴組（Dependence）、獨立組
(Independence)、個人成就組（Individualistic achievement）
、以及低分組（Low
Scoring），其中依賴組屬於社會依賴性格之特徵表現，獨立組與個人成就
組屬於自主性格之特徵表現，低分組則顯示此組群成員皆不符合社會依賴
性格與自主性格之特徵表現。研究結果指出依賴組與獨立組在貝克憂鬱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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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得分上顯著高於個人成就組與低
分組。再者，SAS 量表又可被分為三種社會依賴性格次量表：擔憂不被贊
同（Concern about Disapproval）
、依附/分離（Attchment/Separation）
、取悅
他人（Pleasing Others）
；以及三種自主性格次量表：個人成就（Individualistic
Achievement）
、不受掌控的自由（Mobility/Freedom from Control）
、獨身樂
趣（Solitary Pleasures），總共六個次量表。其中與害怕負向評價特質有類
似特性的次量表—擔憂不被贊同次量表，依賴組與獨立組在此量表上的得
分顯著高於個人成就組與低分組，而又以依賴組在此量表上得分最高，但
依賴組與獨立組之得分差異並未達顯著水準。故在此筆者可將 Clark 等人
（1997）研究結果作如下的整理：即屬於社會依賴性格的依賴組以及屬於
自主性格的獨立組確實相較於他組更具有憂鬱傾向，支持了 Beck 認知理
論（Beck, 1983）中將社會依賴性格與自主性格視為憂鬱的脆弱因子之觀
點，且依賴組與獨立組相較於他組更具有「擔憂不被贊同」的特性，而擔
憂不被贊同很可能即為害怕負向評價之表現。
關於社會依賴性格與自主性格為憂鬱症狀的脆弱因子、或具有病理上
的關係，已有多方研究證實社會依賴性格與憂鬱有著正相關，但在這些研
究中並未觀察到自主性格與憂鬱之間有著關聯性（Alford & Gerrity, 1995;
Gilbert & Reynolds, 1990; Pilon, 1987）
。不過，就如前述 Clark 等人（1997）
的研究，若將自主性格拆解為兩種類群時（獨立組、個人成就組）
，即顯
現出雖然個人成就組與憂鬱無關，但獨立組確實與憂鬱有著病理上的關
係。後續 Sato 與 McCann（2000）所作的的一項相關研究使用將自主性格
區分為孤獨/人際不敏銳（Solitude/Interpersonal insensitivity）、獨立
（Independence）
、個人成就（Individualistic Achievement）三面向的三項自
主性格次量表，以及一項社會依賴次量表共四項次量表所組成的 SAS 量表
（Clark & Beck, 1991），來探討社會依賴性格與自主性格和 BDI 的關係，
其研究使用 293 為大學生作為受試，結果發現社會依賴、孤獨/人際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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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獨立這三項次量表得分皆與 BDI 之得分有顯著相關，唯個人成就次量
表得分與 BDI 之得分無關，這項研究結果與 Clark 等人（1997）的研究結
果頗為一致。Sato（2003）再將最新版本的 SAS 量表（Clark et al., 1995）
結合 Robins 與其同僚（1994）一起制訂用來評估社會依賴性格、自主性格
的個人風格量表（Personal Style Inventory, PSI）（Robin, Ladd, Welkowitz,
Balaney, Diaz, & Kutcher, 1994）這兩大量表的所有試題融合一起並進一步
作因素分析，試圖釐清社會依賴與自主性格的不同面向，統計分析結果得
出四種面向：依賴（Dependency）、人際敏感（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屬於社會依賴性格；人際關係問題（Relationship Problem）、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屬於自主性格；且前三種面向又與憂鬱具有顯著相關，
而個人主義面向則與憂鬱無關。如此結果其實又與前述研究結果情形類似
（Clark et al., 1997; Sato & McCann, 2000），即不論區分為哪種面向，社會
依賴性格皆為憂鬱的脆弱因子，然而自主性格是否作為憂鬱的脆弱因子之
論述則較為複雜，因各方研究皆指出自主性格中強調個人成就的部分並不
為憂鬱的脆弱因子。Sato（2003）將人際敏感的特徵定義為害怕傷害別人
以及害怕被拒絕跟批評，並認為此面向與 Bieling、Beck 與 Brown（2000）
以原始 SAS 量表試題作因素分析後所找出四個因素之一「害怕批評與拒
絕」（Fear of Criticism and Rejection）的概念是類似的。
到目前為止，整合上述社會依賴性格、自主性格作為憂鬱的脆弱因子
之相關研究，在此可觀察到社會依賴性格以及自主性格裡處世孤獨、人際
不敏銳、人際關係問題、與人保持距離以求不受控制等面向與憂鬱間的關
連性；然而 SAS 量表中隸屬於自主性格的個人主義或稱個人成就面向已於
許多有關研究中顯示與憂鬱無關。對此 Sato（2003）提出見解，其認為事
實上或許個人主義、或個人成就此一具自信、自立、成功等特性的面向並
不包含在 Beck 認知理論中（Beck, 1983）所認為的自主性格脆弱因子之概
念裡，Beck 的自主性格脆弱因子也許所強調的是自主性格中人際關係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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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非獨立自信自立層面。
綜觀言之，為可能引發憂鬱的脆弱因子「社會依賴性格」包含著害怕
被拒絕、被批評之層面，此層面與害怕負向評價特質相似；再者，在 Clark
等人（1997）的研究中也可觀察到與憂鬱相關、隸屬於自主性格的獨立面
向（Independent cluster，獨立組）亦顯現出擔憂不被贊同的特性，而擔憂
不被贊同的特性或許即屬於害怕負向評價特質的展現。故即便未有直接表
明憂鬱與害怕負向評價特質具關連性的理論論述，然而立基於 Beck 憂鬱
的性格脆弱因子概念及其有關文獻，在此推論憂鬱應亦具有害怕負向評價
之特性。
事實上，在 Sato、McCann 與 Ferguson-Isaac（2004）探討社會依賴性
格、自主性格與特殊情境焦慮間之關係的研究裡，已有直接證據顯示社會
依賴性格、憂鬱亦各自與社會評價焦慮有顯著相關。雖然在此研究中未觀
察到任一面向的自主性格與社會評價焦慮有關，然而或許筆者可如下推
論：具有自主性格特質的個體其對於社會評價尚未有顯著過度在意的表
現，但當具有自主性格脆弱因子的個體且已引發憂鬱症狀後，此時過度在
意社會評價、害怕負向評價的表現才會展露出來。

二、害怕正向評價（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FPE）

1.1 害怕正向評價與社交互動焦慮

害怕負向評價乃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徵之一，而這樣的核心特徵從
Rapee 與 Heimberg（1997）認知行為模式的角度可能扮演著促發或維持社
交焦慮認知、行為、生理上的症狀。不過，倘若在人際互動過程後給予社
交焦慮者正向回饋，是否能正向地改變社交焦慮者的認知或情緒感受呢？
Wallance 與 Alden 即作了一系列前瞻性的研究以探討之。在 Wallanc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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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n 於 1995 年所進行的研究裡，操弄社交焦慮者與研究同謀者人際互動
後，對於其社交表現給予正向回饋或是負向回饋，發現正向回饋無法改變
社交焦慮症者既存的不正確信念，不論是得到正向、負向、或沒有回饋，
社交焦慮者對自己的能力評估並沒有改變，不過比起得到負向或是沒有回
饋，在得到正向回饋後，社交焦慮者認為接下來的他人會對其社會互動表
現有更高的期望、要求更高的標準。Wallance 和 Alden（1997）接下來的
研究還發現，社交焦慮者在經歷成功的社會互動經驗後，其情緒狀態與經
歷失敗的社會互動經驗的社交焦慮者一樣的負面。Alden、Mellings 和
Laposa（2004）在讓社交焦慮者經驗到過程經歷正面的社會互動後，操弄
給予兩種不同型式的回饋，其一為直接給予正向回饋，另一為告知對方在
互動過程中「沒有負面的事情發生」
（如：
「沒有」做得不好、看起來「沒
有」很焦慮等）
，研究結果指出，直接給予正向回饋的社交焦慮組相對於
控制組對於接下來的人際互動會感到更為焦慮，但是給予沒有負面事情發
生回饋的社交焦慮組對於接來下的人際互動的焦慮預測則與控制組相
同。此外，Gilboa-Schechtman、Franklin、和 Foa 在 2000 年的研究結果得
出廣泛型社交恐懼症患者（Generalized social phobia, GSP）相較於非焦慮
疾患控制組（排除掉焦慮疾患、情感性疾患、物質濫用或物質依賴疾患、
以及其他精神病史等）與強迫症患者（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
，GSP 患者除了認為正向人際事件（例如：
「同事感謝你在公司危機
中的所做的援助」、
「你收到一封來自你仰幕已久的人所寫的情書」等等）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會較低、負向人際事件發生機會較高之外，GSP 患者
認為正向人際事件會帶給自己較強烈的身體反應；而與控制組相比，GSP
患者對於正向人際事件有程度較高的負向情緒反應。Gilboa-Schechtman 等
人也對於如此現象作了一番可能的解釋：即便是正向的社交互動事件，也
會帶給 GSP 患者焦慮與擔憂等負向情緒反應，可能與 GSP 患者對自己社
交能力的無能信念有關。故從上述一系列研究看來，直接予以社交焦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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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際事件上正向回饋，是無法正向地改變其認知內容或情緒，並且還會
帶來負向情緒感受，也似乎無助於改善社交焦慮者負向認知。對此現象，
Gilboa-Schechtman 等人（2000）
、Wallance 與 Alden（1997）就曾建議並強
調在社交恐懼症的治療課程中導入正向社交事件經驗的重要性，其認為如
此用意在於幫助患者校正自認社交無能或是過分誇大他人對自己的期望
等錯誤信念。
接下來 Alden、Taylor、Mellings、和 Laposa（2008）的新進研究裡即
指出社交互動焦慮對於正向社交事件有著負面解釋的傾向，而此傾向調節
著社交互動焦慮與低正向情感之間的關係，Alden 與其同僚特地編制「正
向事件解釋量表」（the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Events Scale, IPES）來作為
測量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面解釋傾向的工具。其研究結果支持 Alden 等人
的假設，社交互動焦慮相較於其他臨床上的症狀群或特質（如擔憂、憂鬱、
焦慮敏感性等）更具有負面解釋正向社交事件的傾向；此外，符合廣泛型
社交焦慮疾患診斷的病患受試相較於配對、無任何疾患診斷的控制組在
IPES 量表上得分高；而在經歷正向社交互動經驗後，在統計上控制了社交
焦慮的情況下，IPES 顯著地與預期第二次社交互動表現有著負向關聯性，
也就是 IPES 得分越高，就越預期自己在第二次社交互動表現上會越差，
且 IPES 的得分與社交技巧好壞並無相關，也就是不論是實驗者同謀評定
受試社交互動表現、或是受試自評自身的社交互動表現，皆與 IPES 得分
多寡無關。
上述「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向解釋傾向」可能為 Alden 等人（2008）
對 Wallance 與 Alden 的一系列社交焦慮研究所得現象之解釋。不過一樣深
受 Alden 等人的研究影響並獲得啟發的 Weeks、Heimberg 和 Rodebaugh
（2007）所提出的現象解釋概念則有些差異，Weeks 與同僚在其研究論述
裡還加入 Gilbert 等人（Trower, Gilbert, & Sherling, 1990; Gilbert, 2001）對
於社交焦慮所提出的心理演化理論概念：Gilbert（2001）認為社交焦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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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演化上的機制，能促使人類物種間減少暴力競爭的可能，提出「害怕
表現優秀（fear of doing well）」此特徵，即那些自認為自己能力較為劣等
或處劣勢的人們，擔憂若表現優異而增進了社會地位，反而有可能導致與
他人的衝突與競爭，進一步失去了在安分守己、不強出頭之下原有的既得
利益等，故就此觀之，害怕表現優秀如同害怕負向評價般，Weeks 等人認
為兩者皆為社交互動焦慮的核心特徵之ㄧ。Weeks 等人（2007）進而編制
了害怕正向評價量表（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
，其研究
指出此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區辨效度與幅合效度；雖然害怕正向評價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FPE）與 FNE 的概念有高度的相關性，然而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下，支持 FPE 的構念是不同於 FNE；且相較於單獨以
FNE 預測社交互動焦慮，再加入 FPE 對於社會互動焦慮的預測性將顯著更
高；在 Weeks、Heimberg，Rodebaugh 和 Norton（2007）對 FPE 作進一步
探討的研究中發現，FPE 與社交互動經歷後獲得正向回饋的不舒服感有正
相關，與評估回饋的正確度則呈現負相關，即個體擁有的 FPE 特性越高，
越容易對正向人際互動回饋感到不舒服、不自在，也越容易錯誤評估他人
所給予的回饋。Weeks 等人認為 FPE 有其存在性，而非 Wallance 和 Alden
（1995; 1997）所認為的將 FPE 視為 FNE 的「延遲型式（a delay form of
FNE）」，即社交焦慮者對人際事件的正向回饋有不舒服感受，在於擔心他
人將提高對自己的社交表現標準，因當標準被提高，社交焦慮者無信心可
達成，最終還是預期自己終將失敗。。
依 Weeks 等人（2007）之觀點，FNE 與 FPE 兩種特徵皆各具存在，
且隸屬在一個高階層的「害怕評價（Fear of Evaluation in General）」底下，
故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社交互動焦慮除了具有 FNE 特徵外，應亦具有 FPE
的特徵。此外，Weeks 等人（2007）所編制的害怕 FPES 與多種測量社交
焦慮的量表（如 Social Phobia Scale、Social Interaction Scale、Submissive
Behavior Scale）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測量其他構念量表（如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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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Scale-Revised、Anxiety Sensitivity Index-Revised、Self-Compassion
Scale 等）間則有低度的相關性，顯示此量表具有一定的幅合效度與區辨效
度。
在本研究中，筆者將選擇採用 Weeks 等學者所提出的「害怕正向評價」
概念作為社交互動焦慮的另一個核心特徵之一。筆者不採用或深入探討
Alden 等學者所提的「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向解釋傾向」的原因在於
Wallance 和 Alden（1995; 1997）曾對其社交焦慮系列研究所得現象以「FNE
的延遲型式」來解釋之，雖 Alden 等學者（2008）未有任何陳述或研究來
表明、或探討「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向解釋傾向」與 FNE 間的關係，但尚
不若 Weeks 等學者已說明 FPE 與 FNE 屬兩種構念、隸屬於高階構念「害
怕評價」底下，如此確切區辨兩特徵的陳述與支持研究。在此筆者並大膽
假設以焦慮與憂鬱之整合階層模式（Mineka et al., 1998）與多層特質預測
模式（Kotov et al., 2007）的角度推論，害怕正向評價的特徵可能即為社交
互動焦慮的獨特因子。

1.2 害怕正向評價於本模式中乃社交互動焦慮的獨特因子之依據

在本研究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中，筆者假設 FPE
乃社交互動焦慮的獨特因子，即在三元模式及其相關理論的脈絡下，FPE
是作為區辨社交互動焦慮、憂鬱的關鍵。筆者如何推論 FPE 不為憂鬱的特
徵之一呢？以下將從 Coyne（1976）的憂鬱之人際互動理論談起。
不同於其他認知取向學者對憂鬱病理的闡述擺放在內—憂鬱個體自
身，Coyne（1976）的人際互動理論探討著憂鬱個體與場域間的關係、互
動情形，特別是與重要他人間的互動。Coyne 認為憂鬱者會去向周遭的重
要他人尋求再保證（reassurance）
，來確保自己是有價值的，並降低對他人
是否真誠關心自己的懷疑，以修復受損的自尊、憂鬱感受、以及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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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落感。然而憂鬱者對於他人的再保證回饋總有質疑，他們想瞭解對方是
否真心地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與被接納的、並且維持著如此一貫態度，還
是這樣的保證回應僅僅只是被憂鬱者所刻意引發出來的，並不真誠。為了
瞭解態度的一貫性與真實性，憂鬱者利用自己的症狀來重複對周遭重要他
人尋求回饋，以測試自己的被接納性與關係間的安全性。但是一再地質疑
並重複尋求保證回饋，終可能造成他人的反感、與難能理解，最終重要他
人讓憂鬱者感受到心口不一的保證回饋（如：因罪惡感使然而說出對憂鬱
者的支持或體諒，但態度上卻透露出不耐並讓憂鬱者感受到）
，更有甚者，
重要他人對憂鬱者的批評、拒絕，致使憂鬱者驗應了其質疑，並落入更憂
鬱的情緒、症狀裡。如此惡性回圈可能輪迴不已。Joiner 等人（Joiner, Alfano,
& Metalsky, 1992）對於 Coyne 的人際互動理論提出了一關鍵論述，即憂鬱
者一再地向重要他人尋求再保證，是導致憂鬱者被拒絕並陷入更為嚴重的
憂鬱狀態的變項之一。「過度尋求再保證（Excessive Reassurance-Seeking,
ERS）」成為此後 Joiner 等學者對憂鬱的人際互動理論之研究重心。
ERS 被定義為「一種相對而言穩定的傾向，過度且持續地向他人尋求
自己是有價值的、令人喜愛的的保證，儘管這樣的保證已經被給予」
（Joiner,
Metalsky, Katz, & Beach, 1999a, p. 270）。研究證實 ERS 是一個具內部一致
性、可複製性之有效建構（Joiner & Metalsky, 2001）
，在多項研究中也可觀
察到 ERS 與憂鬱間穩定存在的關連性（Joiner et al., 1992; Joiner, 1994;
Joiner & Metalsky, 1995; Haeffel & Joiner, 2007; Weinstock & Whisman,
2007）
。Joiner 等學者（Joiner, Metalsky, Katz, & Beach, 1999b）更進一步整
理與引用文獻、支持研究，以共發性（covariation）、先行性（temporal
antecedent）、非偽性（nonspuriousness）三項準則確立了 ERS 乃憂鬱的脆
弱因子。故 ERS 與憂鬱的關連性已被確立，而從 ERS 的定義觀之，憂鬱
者行 ERS 的目的之一在於「欲確立自己是有價值、被喜愛」，並要他人保
證之，然而這與 FPE 的概念是背道而馳的，也相對於不求關注的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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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者。所以筆者依此推論憂鬱者應無 FPE 特徵，FPE 在本研究模式中將
作為社交互動焦慮的獨特因子。

三、害怕負向評價與憂鬱、社交互動焦慮間的關係

Mineka 等人（1998）與 Kotov 等人（2007）曾提出相同特殊因子可在
不同疾患中展現之，但此特殊因子可能在不同疾患的病理上所展現的歸因
變異量不一。本研究中筆者認為憂鬱與社交互動焦慮同有害怕負向評價此
特殊因子，然而社交互動焦慮對害怕負向評價的歸因變異量應會大過於憂
鬱。何以論之？社交焦慮者在自陳量表上顯示著低自尊，而低自尊往往又
伴著負向的自我評價認知（de Jong, 2001）
，而這些負向認知可能帶來認知
扭曲，即當社交焦慮者遭受批評時，會將之災難化為全面性的失敗（Beck,
Emery, & Greenberg, 1996）
。憂鬱者同樣有著低自尊，且更因低自尊、無安
全感導致的尋求再保證（Coyne, 1976; Joiner et al., 1992）
。故低自尊的社交
焦慮者與憂鬱者應避免不了具有 FNE 的特性。除此之外，或許可再從私下
（private）、或公開（public）自我意識（self-consciousness）探討之。
具有私下自我意識特質者較經常注意自己內在如生理或情緒等狀
況，而具有公開自我意識特質則關注、或在意於他人如何評價自己
（Fenigstein & Vanable, 1992），研究指出經常性關注於自身內在狀態者可
能導致憂鬱（Hull, Reilly, Ennis, 1990; Ingram, 1990）﹔具有公開自我意識
特質者則較服從於團體法則（Chang , Hau, & Guo, 2001）
、或是較會避免、
逃開造成困窘的情境（Froming, Corley, Rinker, 1990），此與社交焦慮者情
況相當類似。提出 FPE 概念的 Weeks 等人（2008），即曾表示社交互動焦
慮除了具有 FNE、亦具有 FPE 特性可能又再次間接支持了社交焦慮與公開
自我意識之間的關連性。再者，從 Rapee 與 Heimberg（1997）以及 Clark
與 Wells（1995）的社交焦慮疾患認知行為取向病理模式之角度，社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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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者在社交情境中會關注於內在生理症狀的變化，顯示著社交焦慮者面對
社交情境時也會產生私下自我意識。Ruipérez 與 Belloch（2003）證實社交
焦慮確實比起憂鬱在公開自我意識自陳量表上獲得顯著較高得分﹔社交
焦慮與公開自我意識、私下自我意識具有顯著相關﹔而憂鬱僅與私下自我
意識有顯著相關。故綜觀言之，憂鬱、社交焦慮者同有私下自我意識特質，
然而社交互動焦慮者比起憂鬱者可能又再多了公開自我意識特質，致使社
交互動焦慮者擁有 FNE 特性的關連性將更為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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