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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焦慮者的選擇性注意力 

  自過去針對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文獻中可發現，焦慮者偏好偵測環境 

中可能的威脅，亦即個體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較中性或正向訊息更為優

先，然而，對威脅知覺的增加，反而會加劇焦慮情緒，使其更易辨識環境

中細微的威脅，且增強視世界為嫌惡且不安全的認知，導致其常處於焦慮

中。這些特性對臨床焦慮疾患的發展、維持及增強，具有重要影響，故在

焦慮疾患的病理上，此注意力偏誤扮演極重要的角色（Beck, Emery, & 

Greenberg, 1985; Eysenck, 1992; 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 

1988, 1997）。 

  認知模式假設，焦慮促進個體對威脅的快速偵測。焦慮者在偵測到 

環境中可能的威脅線索後，認知系統會轉換至過度警覺

（hypervigilance），使個體優先將威脅刺激作最初的自動化登錄，並進 

行處理，且當個體面臨壓力時，會加劇對威脅的警覺（Dalgleish & Watt, 

1990; 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 1997）。因此，當個體的注 

意力持續被威脅刺激抓住時，便會干擾正在進行的作業（Eysenck, 1992）。

由於社交焦慮亦屬於一種焦慮類型，根據前述，應可看到社交焦慮者 

會特別偵測社交環境中的威脅刺激，如生氣臉。的確，在操弄社交焦慮者

對觀眾進行演說，並要求偵測觀眾的正負向評估行為的研究中，發現社交

焦慮者偏向將注意力放在具威脅性的觀眾行為（Perowne & Mansell, 2002; 

Veljaca & Rapee, 1998）。然而，在臨床觀察中，卻發現社交焦慮者在面

對具有社交評價的情境時，除了有高度生理反應，較多的負向思考外，同

時出現許多逃避行為，如避免看他人（Mansell, Clark, Ehlers,& Chen, 

1999; Turner, Beidel & Laykin, 1986）；亦有發現，社交焦慮者常抱怨

在偵測到環境中的威脅線索後，會難以轉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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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由於臨床上對社交焦慮者的觀察與認知模式的觀點不同，

故許多研究者針對社交焦慮者進行注意力研究，然亦未得到一致性結果。

在下一節中，將針對學者們所提出的兩個注意力假設及過去研究進行討

論，並指出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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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注意力偏誤假設與相關研究 

  在關於注意力歷程的理論中，Posner 與 Petersen(1990)曾提出個體

在處理新刺激時的三歷程，個體會先中斷當下的活動，將注意力自現下刺

激的位置移動（shifting）到新刺激的位置後，並對新刺激投入注意力（入

位，engagement），而後，再次轉移（脫離，disengagement）。研究中發

現，社交焦慮者在面對威脅刺激的初始，會有過度警覺的反應，亦即個體

偏向將注意力放在威脅訊息上，然後續階段個體應要將注意力自威脅刺激

上轉移時，有研究發現個體會逃避威脅刺激，但亦有研究發現個體會難以

自威脅中將注意力轉移，由此可推測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

處理上，其偏誤可能出現在注意力投入與注意力轉移兩歷程。 

  關於社交焦慮者在注意力轉移歷程上，由於有不一致結果（Amir et 

al., 1996; Amir & Elias, 2002; Amir, Elias, Klumpp, & Przeworski, 

2003; Chen, Ehlers, Clark, & Mansell, 2002; Mansell et al., 1999; 

Mansell, Ehlers, Clark, & Chen, 2002; Sposari & Rapee, 2007），依

據此兩種不同的注意力反應，延伸出兩種假設，一為過度警覺－逃避假

設，另一為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而本研究即欲驗證社交焦慮者對威

脅的注意力處理模式比較支持哪個假設。 

 

一、過度警覺－逃避假設 

  針對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Foa 與 Kozak(1986)提出逃避

假設，認為焦慮者企圖減少最初對威脅的趨向所引起的焦慮感受，因此抑

制威脅訊息，甚至完全逃避深層處理，產生對威脅刺激的認知逃避；然而，

Allport(1989)卻提出過度警覺假設，認為焦慮者會將注意力朝向

（toward）威脅刺激，為注意力自動捕捉的結果；自訊息處理模式來看，

當焦慮者對威脅訊息過度敏感時，可促進對危險的處理（引用自 Mo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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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Miles & Dixon, 2004a; Koster, Verschuere, Crombez, & Damme, 

2005）。 

  Mogg、Bradley、Bono 與 Painter(1997)整合此兩假設，提出過度警

覺－逃避假設，認為焦慮者對威脅異常敏銳，因此，在最初的處理階段時，

對威脅訊息會過度警覺，導致恐懼與焦慮的症狀（episodes），然而，為

了減少因刺激所誘發的焦慮情緒，個體會抑制威脅訊息的危險意義，並持

續試圖轉移注意力，藉由逃避對威脅刺激進行精緻化（elaborated）處理，

以避免恐懼更加提升（Amir, Foa & Coles, 1998; Mogg & Bradley, 2002）。 

  當焦慮者以過度警覺－逃避模式處理威脅刺激時（Williams et al., 

1988），會促使個體繼續維持焦慮，更容易辨識出可能的威脅事件。然而，

個體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過短，無法對其持續偵測，又運用認知逃避策

略，使個體無法學到該刺激為無害，因而，無法對該刺激習慣化，或進行

削弱，或進行客觀評估，阻礙個體對刺激的情緒處理，因而，威脅刺激仍

舊保留其誘發焦慮的特性（Rachman, 1998）。 

  在關於焦慮者的注意力研究中（見表 2-1），發現焦慮者對威脅刺激有

顯著的警覺反應，顯示個體的注意力被威脅刺激抓住（Byrne & Eysenck, 

1995; 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 Mogg & Bradley, 1999; Mogg 

& Bradley, 2003; Yiend & Mathews, 2001）。在針對社交焦慮者的注意

力研究中（見表 2-1），可發現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刺激，會促發注意力

警覺（Eastwood et al., 2005; Gilboa-Schechtman, Foa, & Amir, 1999; 

Maidenberg et al., 1996; Pishyr, Harris, & Menzies, 2004），且即

便個體的覺察受限，仍會對威脅臉有警覺反應（Mogg & Bradley, 2002）。

在使用史楚普（stroop）作業的研究中亦可發現，社交畏懼者對社會威脅

的警覺，特別是當個體面對的刺激為其所害怕的負向評價時，所呈現的史

楚普干擾會增加（Amir et al., 1996; Spector, Pecknold, & Libman, 



7 

 

2003）。 

 

表 2-1 注意力研究整理 

一、點偵測作業 

研究者 研究

對象 

刺激類型／

呈現時間 

研究結果 

MacLeod 等人

(1986) 

焦慮

者 

文字／500

毫秒 

高焦慮者會注意威脅訊息，低焦慮

者則會轉移注意力 

Yiend 與

Mathews（2001）

實驗一 

特質

焦慮 

威脅圖／

500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圖有朝向反

應，低特質焦慮者則是逃避 

Mogg 與

Bradley(1999) 

特質

焦慮 

人臉／14 毫

秒（遮蔽物

亦 14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臉有注意力

朝向反應 

Mogg 與

Bradley（2003） 

特質

焦慮 

人臉／500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臉有顯著朝

向，低特質焦慮者則會朝向快樂臉

Mogg 與

Bradley(2002) 

社交

焦慮 

人臉（遮蔽

物 17 毫秒）

高社交焦慮者對出現在被遮蔽位

置的威脅臉的反應快 

Pishyr 等人

(2004) 

社交

焦慮 

人臉／500

毫秒 

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臉有注意力

朝向反應，低社交焦慮者對正向臉

有朝向反應 

二、臉部搜尋作業（Face-in-the-crowd task） 

研究者 研究

對象 

刺激種類 研究結果 

Byrne 與 特質 人臉 高特質焦慮者對以威脅臉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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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senck（1995） 焦慮 物的反應較低特質焦慮者快，而

當威脅臉為干擾物時，則較慢 

Gilboa-Schech

tman 等人

(1999) 

社交

畏懼 

人臉 當為中性干擾物時，社交畏懼者

對生氣臉的偵測較快；當以情緒

臉作為干擾物時，其反應較慢 

Eastwood 等人

(2005) 

社交

畏懼 

人臉 社交畏懼者較易覺察負向臉 

三、其他：史楚普作業（Stroop tesk） 

研究者 研究

對象 

刺激種類 研究結果 

Maidenberg 等

人（1996） 

社交

畏懼 

文字 社交畏懼者對社交威脅文字的反

應時間較長 

 

  在前述的研究中，並未看到個體如臨床觀察般，對社會威脅刺激有逃

避反應，有研究者推測，逃避策略可能只在刺激足以誘發個體的嫌惡情緒

時，才會出現，而這些只有看到社交焦慮者的警覺反應的研究，可能並未

誘發充足焦慮來顯露此反應模式（Mogg et al., 2004a）。因此，某些研

究中，會在進行注意力作業前，加入社交威脅程序，此程序的目的是讓個

體認為其表現將會被評價。Amir 等人(1996)發現，在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

的情況下，會抑制威脅刺激所造成的史楚普（Stroop）干擾效果。Mansell

等人(1999)及 Mansell 等人(2002)皆發現，當面臨社會威脅時，社交焦慮

者會逃避負向刺激，且若給予一代表內在生理狀態的線索時，個體會將注

意力朝向該線索，亦即個體增加對內在的關注，逃避外在威脅刺激

（Mansell, Clark, & Ehlers, 2003）。Sposari 與 Rapee(2007)企圖複製

Mansell 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在操弄相同的程序後，卻發現，即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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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處在社交威脅中，依然會對情緒臉警覺，而非逃避。 

  不過，在這些研究中，並未看到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刺激出現過度

警覺－逃避的注意力處理模式，其主要原因為作業中實驗刺激所呈現的時

間只有一種，且多為 500 毫秒，然而，無論是史楚普作業，亦或是點偵測

作業，所量測的為該時間點的注意力反應，因而無法評估個體在整個處理

歷程的注意力變化，故應在作業中操弄不同的刺激呈現時間，才得以評估

個體的注意力處理歷程（Bradley, Mogg, Flla, & Hailton, 1998）。 

  在點偵測作業的研究中(見表 2-2)，Bradley 等人(1998)發現，當呈

現時間為 500 毫秒與 1250 毫秒時，個體表現出最初對威脅臉的警覺後，

皆無發現逃避反應；Mogg 等人(2004a)發現，特質焦慮者對高威脅圖有較

多警覺，且此警覺在刺激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時，較呈現 1500 毫秒更為

顯著，個體的警覺雖隨時間下降，但並未看到個體逃避威脅刺激；Mogg、

Philippot 與 Bradley(2004b)亦發現，當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時，社交畏

懼者對生氣臉有警覺，但在 1250 毫秒時，並無顯著的警覺或逃避反應。

這幾篇研究皆是發現焦慮者對威脅的警覺反應，並無逃避反應。然在

Rohner(2002)的眼動紀錄研究中，發現所有個體，在初始接觸生氣臉時，

皆對其有注意力警覺，但，特質焦慮者在刺激呈現 1800 毫秒時，會逃避

生氣臉。Vassilopoulos(2005)與 Garner、Mogg 與 Bradley(2006)皆是發

現社交焦慮者在有社交評價的情境下，會先對情緒刺激有注意力警覺，但

隨後就出現逃避，此顯示當呈現真實社交威脅時，若其為模糊，且發生得

很快時，個體會對其警覺，然當感覺到負向評估時，倘若當下有一中性，

非社會刺激得以關注時，便會產生逃避反應以防衛。 

 

表 2-2 點偵測作業研究整理 

研究者 研究 刺激類型／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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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呈現時間 

Bradley 等人

(1998) 

特質

焦慮 

人臉／500

毫秒與 1250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臉有注意力

朝向反應 

Bradley 等人

(1999) 

泛焦

慮症 

人臉／500

毫秒與 1250

毫秒 

泛焦慮症者對威脅臉有朝向反應 

Mogg 等人

(2004a) 

社交

畏懼 

人臉／500

毫秒與 1500

毫秒 

社交畏懼者在刺激呈現時間為500

毫秒時，對生氣臉有明顯的朝向反

應 

Mogg 等人

(2004b) 

社交

畏懼 

人臉／500

毫秒與 1250

毫秒 

社交畏懼者在刺激呈現時間為500

毫秒時，對生氣臉有明顯的朝向反

應 

加入社交評價情境的研究 

Vassilopoulos

(2005) 

社交

焦慮 

文字／200

毫秒與 500

毫秒 

社交畏懼者在刺激呈現時間為200

毫秒時，對威脅字有明顯的朝向反

應，500 毫秒時，對威脅字有明顯

的逃避反應， 

 

  這些同樣操弄兩種刺激呈現時間的研究，並未在刺激呈現長時間時得

到相同結果，比較研究設計後發現，雖受試接受相同派典作業，然而，當

研究設計有加入社交威脅程序時，會看到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逃避反應；

而在未加入社交威脅程序的研究中，並無一致性發現，有研究亦看到個體

對威脅的逃避反應（Rohner, 2002），然部分研究卻看到個體對威脅的警

覺隨時間下降（Bradley et al., 1998; Mogg et al., 2004a; Mogg et al., 



11 

 

2004b）。因此，社交威脅程序的加入，對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

上的影響，便值得考量，這部份筆者將於本節的第三段進行討論。 

 

二、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 

  根據過去文獻，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快速偵測，是一進化的適應功能

（Bond & Siddle, 1996），然而，在對威脅訊息注意力投入後，緊接著的

處理究竟為何，有學者認為逃避策略的發生，是仰賴威脅的強度，當為高

威脅值時，會誘發注意力逃避；倘若威脅值低，則個體可能不覺得需要將

注意力自威脅轉移。的確，有許多使用空間提示實驗派典所進行的研究發

現，焦慮個體無法將注意力自威脅訊息轉移（Fox, Russo, Bowles, & 

Dutton, 2001; Fox, Russo, Bowles, & Dutton, 2002; Yiend & Mathew, 

2001；見表 2-3）。 

 

表 2-3 空間提示實驗派典研究整理 

研究者 研究

對象 

刺激種類/呈

現時間 

研究結果 

Fox等人(2001)

的實驗三 

狀態

焦慮 

基模臉／250

毫秒 

高狀態焦慮者對以生氣臉為線索

的無效嘗試次反應較慢 

Fox等人(2001)

的實驗四 

狀態

焦慮 

人臉／250毫

秒 

高狀態焦慮者對以生氣臉為線索

的無效嘗試次反應較慢 

Fox等人(2002)

的實驗一 

特質

焦慮 

基模臉／250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以情緒臉為線索

的無效嘗試次反應較慢 

Yiend 與

Mathews(2001)

實驗二 

特質

焦慮 

威脅圖／500

毫秒 

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圖有注意力

轉移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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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Naughton 與 Gray(2000)認為，焦慮是由非特殊的威脅線索所誘發

的痛苦狀態，個體會出現對刺激的威脅評估（警覺）與對威脅的逃避的衝

突，因而難以自威脅逃離，此可用面對威脅時的凍結（freeze）行為的理

論解釋（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8），此被視為一種對威脅的偵

測，及對其反應間的準備功能，允許個體分派認知資源到獨特的威脅刺激

（Salemink, van den Hout, & Kindt, 2007）。然而，當個體無法自威脅

中將注意力轉移，會導致其焦慮狀態的延長，無法注意環境中的安全訊息

（fear-disconfirming）及因應策略（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4），同時可能增加自我關注（self-focused）、反芻

（ruminative）、災難式（catastrophic）的思考（Derryberry & Reed, 1997; 

引用自 Derryberry & Reed, 2002），因而影響作業表現。 

  由於過去在點偵測作業中，針對焦慮者對威脅的朝向反應，會視為是

焦慮者對威脅的警覺反應（Bradley et al., 1998; Mogg et al., 2004a; 

Mogg et al., 2004b)，然而，此朝向反應卻有可能反映的是焦慮者對威

脅難以轉移注意力，亦或是兩者皆具，Koster 等人(2004) 認為，為了將

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歷程的概念精緻化，且有不少注意力研究是以

點偵測作業為實驗派典，因此，在點偵測作業中，區辨焦慮者對威脅的注

意力朝向反應，是由對威脅的警覺，或是對威脅的難以轉移，亦或是兩者

兼具所造成，便相當重要。 

  然而，在點偵測作業中，以個體對威脅與偵測物一致位置的嘗試的反

應時間與對威脅與偵測物不一致位置的嘗試的反應時間的差異，所呈現的

對威脅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其正負值的涵意，僅能評估個體對威脅的注意

力反應為朝向，亦或為逃避，無法區辨對威脅的朝向反應的成分。若要自

點偵測作業評估個體是否有對威脅訊息難以轉移注意力的反應，Kost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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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4）提出，藉由比較以兩中性刺激配對的嘗試次與擁有一威脅刺激

及一中性刺激的嘗試次的反應時間，檢驗當個體對威脅刺激出現朝向反應

時，是對威脅的警覺，亦或對威脅的難以轉移；若為對威脅的警覺，則可

預期相較於取代中性刺激的偵測物（probe），對偵測物與威脅刺激為相同

位置（congruent）的嘗試的反應會較快，表示個體喜歡將注意力專注在

威脅位置上，可看到一致效果（congruency effect）；若為對威脅的難以

轉移，則對偵測物與威脅刺激為不同位置（incongruent）的嘗試，個體

需將注意力自威脅刺激轉到中性刺激的位置的時間，因此，對取代中性刺

激的偵測物反應較慢，有延遲現象，可看到不一致效果（inconguency 

effect）（Koster et al., 2004; Asmundson, Carleton, & Ekong, 2005; 

Salemink et al., 2007）。 

  許多研究者以 Posner、Synder 與 Davidson (1980)所建立的空間提示

實驗派典（spatial cueing paradigm）評估焦慮個體在轉移注意力上的

困難，發現特質焦慮者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臉上轉移（Fox et al., 2002; 

Yiend & Mathews, 2001）。Amir 等人(2003)使用同樣派典亦發現，社交畏

懼者對社會威脅刺激有注意力轉移的延遲，亦即，社交畏懼者自社會威脅

線索逃離的能力下降。在使用其他派典的研究中，Koster 等人(2004)與

Georgiou 等人(2005)皆發現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偏誤為難以轉移。Amir

與 Elias(2002)亦發現，社交畏懼者除了對威脅有直接的注意力朝向外，

當威脅刺激與作業不相關時，個體會難以自威脅轉移注意力。 

  由於前述作業的刺激呈現時間只有一種，因此，可能因呈現時間的限

制，未能看到焦慮者對威脅的警覺，而只看到難以轉移的現象，因而，後

續研究操弄兩或三個刺激呈現時間，以評估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

理歷程。 

  Koster 等人(2005)發現，在呈現時間為 100 毫秒時，所有個體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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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威脅圖有注意力朝向偏誤，此結果表示，對臨近威脅的快速優先反

應，是正常且適應現象，為進化功能（Mathews & Mackintosh, 1998, Mogg 

& Bradley, 1998），不過，仍可發現特質焦慮者對威脅圖有較高的注意力

偏誤。而在刺激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時，發現高特質焦慮者對高威脅圖的

注意力朝向偏誤，是由於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轉移，且在低特質焦慮者身

上，亦看到有對威脅難以轉移注意力的趨勢。而當呈現時間為 1250 毫秒

時，特質焦慮者會呈現對高威脅圖的逃避反應。Koster 等人(2006a)以空

間提示實驗派典進行研究，發現當線索呈現時間為 100 毫秒時，特質焦慮

者會對高威脅圖有注意力投入，且較慢轉移注意力，然當其呈現時間為 200

毫秒及 500 毫秒時，出現對該刺激的注意力逃避。綜合此兩篇結果，發現

焦慮者在面對威脅刺激時，初始對威脅有最初的警覺，而後對威脅難以轉

移注意力，然而，當接觸威脅的時間相當長時，焦慮者便對威脅出現逃避

反應，由於在前段針對過度警覺－逃避假設的研究討論中，在未操弄社交

威脅誘發程序的研究中，並無得到一致性的發現，故對社交焦慮者而言，

是否當與威脅接觸時間較長，會如焦慮者，對威脅出現逃避反應，是值得

加以進一步探索的。 

 

三、誘發社交焦慮情緒對注意力處理的影響 

  在比較過前述針對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研究的設計後，有些學者們認

為若要看到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刺激使用逃避策略，需讓個體處於焦慮

情緒中，但實驗中所使用的注意力作業無法誘發充足的焦慮，因此，會加

入社交威脅程序；然而，其他學者們認為使用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作業

本身，即足以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故，並無加入社交威脅程序。由於有

此差異性，關於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情緒在其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中

的影響，便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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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s 等人(1988)認為，個體的焦慮情緒會影響注意力資源的分

配，進而影響個體的認知處理，使得處於焦慮中的個體會更加注意外在環

境中的威脅訊息。Mathews 與 Sebastian(1993)認為，個體的情緒會對其

認知系統強加一特殊的運作形式，使個體可決定訊息處理的優先性。由此

觀點來看，有可能是，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操弄，對社交焦慮者在進行作

業時造成干擾，使其較投入於對未來社會評價的想法，更甚於作業本身。

Amir 等人(1996)在研究中即發現，當個體處於社交焦慮時，會增加作業可

使用的資源，得以補償叫色干擾。Mathews、Mackintosh 與 Fulcher(1997)

提出，當個體的焦慮增加時，會增加用於完成作業時所需要的注意力資

源，得以挑戰並轉移處理訊息的優先性，因而可迴避威脅刺激，並完成當

下的作業。因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會隨著情境，如是否面臨威脅，

而有差異。 

  Mathews 與 Mackintosh(1998)以由上而下的歷程（top-down process）

與由下而上的歷程（bottom-up process）的交互作用，試圖解釋焦慮者

在焦慮情緒被誘發的情況下對威脅的注意力逃避。由上而下的歷程為，當

個體的焦慮情緒被外在威脅訊息誘發時，由於個體欲完成當下的作業，為

避免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被外在威脅所抓住，因此動用更多的注意力資源在

與作業相關的訊息上，並抑制同時競爭的威脅干擾訊息；而由下而上的歷

程為，威脅評估系統（threat evaluation system, TES）優先處理情緒

強度較強的外在威脅，而忽略情緒強度較弱的威脅干擾訊息。因此，個體

當下的焦慮或害怕情緒，會改變負責分配資源至需要處理的威脅刺激的威

脅偵測系統的閾值（Bar-Haim, Lamy, Pergamin,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04; Mathews & Mackintosh, 1998），使其對威脅

刺激的處理方式改變。因此，有可能是加入社交威脅誘發程序後，個體的

焦慮情緒增加，使得個體增加用於處理與作業相關訊息的注意力資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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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忽略相較於外在威脅，情緒強度較弱的威脅干擾訊息，因而呈現對威

脅干擾訊息的逃避。 

  Rachman(1998)則提出，個體的焦慮與對威脅的警覺有關，以對威脅

進行評估，而害怕（fear）則與最初警覺，而後逃避有關，個體藉由防衛

式的逃避，得以自危險狀態逃離。故，最初警覺反應會由威脅刺激所誘發，

然逃避策略則只會在個體接受相當高的威脅的誘發，特別是刺激與個人恐

懼的考量是相當時，才會使用。因此，是否加入社交威脅誘發程序後，除

了誘發個體的焦慮外，亦同時誘發個體對威脅刺激的恐懼，使其對威脅刺

激的注意力處理方式改變。 

  綜合前述，雖然誘發社交焦慮情緒在個體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中

的影響機制尚未明確，然而誘發個體的焦慮情緒會影響其對威脅刺激的訊

息處理與認知表現，因此，除了確認社交焦慮者原本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

偏誤外，應同時評估當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情緒時，對其面對威脅刺激的

注意力偏誤的影響。 

 

四、小結 

  整理過去文獻，關於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歷程，學者們所

提出的過度警覺－逃避假設及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各有合理的論

點，亦有其支持與不支持的研究，然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的社交焦慮者對威

脅的注意力處理，因此，將於下一節嘗試自社交焦慮理論的角度，探討社

交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以評估哪個假設較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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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理論的角度看個體的注意力處理歷程 

  自Beck等人(1985)的焦慮認知理論與Bower(1981)的情緒語意網絡模

式來看，可推測社交焦慮者對於社交威脅訊息，會過度警覺，傾向快速偵

測，以便進行處理，且當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情緒時，此反應會更加快速，

然而，自此兩理論，無法推論社交焦慮者在注意力轉移上的反應。根據前

述關於兩注意力假設的討論，兩假設的主要差異點為，對於焦慮者在進行

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轉移上，出現不一致的看法，一個認為焦慮者在過度

警覺後，會逃避威脅，另一個認為焦慮者在過度警覺後，無法將注意力自

威脅移開，由於二者所抱持的論點皆有其合理性，且各有支持與不支持的

研究，因此，究竟哪個假設可確實反映社交焦慮者在面對社會威脅刺激時

的注意力處理歷程，是本研究最為關心的議題，故接下來，將自社交焦慮

理論的觀點，推測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可能的注意力處理歷程。 

 

一、Clark 與 Well(1995)的認知模式 

  Clark 與 Well(1995)認為，社交焦慮者的焦慮症狀始於對他人的偵

測，以自己所建構的失功能信念與假設面對社交情境，然這些假設，會引

來負向認知，使個體以負向觀解釋目前的社會事件，且自過去社會事件中

選擇性提取有關自己與其社會表現的負向訊息，對所擁有的社會表現有扭

曲的負向印象，將注意力放在可能解釋成負向訊息的社會線索中，並以此

對自己做過度的負向評估。而個體對負向結果的恐懼，促使其將注意力遠

離威脅線索，投入對自己的詳細控制，在社交情境中增加自我關注，監控

自己是否符合社交情境的期待。 

  此理論認為社交焦慮者初始會偵測環境中可能隱含社會威脅的外在

線索，如他人的臉部表情，而後，當個體的社交焦慮情緒因害怕他人的負

向評價，而被誘發時，便會減少原先對社會威脅線索的處理，並將注意力



18 

 

轉移至自己身上。依 Clark 與 Well(1995)的理論觀點，對於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模式，較支持過度警覺－逃避假設。 

   

二、Rapee 與 Heimberg(1997)的認知行為模式 

  Rapee 與 Heimberg(1997)認為，社交焦慮者依據長期記憶、當下經驗、

外在線索，建立一個其所認為的他人眼中的自己。當個體處在社交情境

中，便會將注意力資源放在這些訊息中，以建立心理表徵，而後與他人的

期望比較，判斷他人對其產生負向評價的可能性，當可能性為高時，便會

產生焦慮，而呈現相關症狀，使其證實對自我的負向心理表徵，形成一循

環。 

  社交焦慮者將注意力放在自我印象中最為顯著處，同時監控外在潛在

威脅，如來自觀眾可能呈現負向評價的標記，像是皺眉、厭倦、社會不同

意、批評、生氣等負向臉部表情、負向身體姿勢及負向口語表達，對外在

社會威脅線索，會增強選擇性注意，亦即過度警覺。因此，社交焦慮者對

威脅的偵測快，掃描環境中是否有即將發生的負向評價的訊號，同時對威

脅大量分配注意力資源，緊密監控外在威脅，且監控其認為的外在表現與

行為所潛在的誘發威脅的部份，故，社交焦慮者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轉

移。依 Rapee 與 Heimberg(1997)的理論觀點，對於社交焦慮者對威脅刺激

的注意力處理模式，較支持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 

 

三、小結 

  Clark 與 Well(1995)認為，社交焦慮者將注意力放在可能的負向社會

線索上，在最初對社會威脅的警覺後，由於對負向結果的恐懼，增加個體

的社交焦慮情緒與自我關注，且藉由逃避反應，減少對外在社會線索的處

理。然而，Rapee 與 Heimberg(1997)認為，當個體的注意力投至他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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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偏好偵測負向的外在社會線索，即為對威脅刺激有最初的警覺，而

個體在偵測到威脅後，會持續監控威脅，故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刺激上轉

移。兩理論對社交焦慮者面臨社會威脅的注意力處理的看法不同，此使得

兩注意力假設皆受到理論的支持。因此，為展現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的

注意力處理模式，將給予其注意力作業，以對兩假設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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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作業的考量 

一、情緒性史楚普作業（emotional stroop task）與點偵測作業（dot-probe  

task）的比較 

  讓焦慮者接受忽視外在威脅刺激干擾的作業，可評估其對威脅的注意

力偏誤，而情緒性史楚普作業與點偵測作業是常用的派典（Bar-Haim et 

al., 2007），接著分別就兩作業的內容與優缺點來討論，何種作業較適合

用於評估社交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 

  情緒性史楚普作業，是讓焦慮者在難以忽視威脅的情況下，促發威脅

刺激的意義(Mathews & MacLeod, 1985)。當個體對威脅刺激的叫色反應

較中性刺激慢時，表示其處理資源分配到威脅刺激，反映個體對威脅刺激

的注意力增強，因而對作業產生分心（Mathews & MacLeod, 1985; van Honk 

et al., 2001）。 

  然而，研究中所發現的史楚普效果，除了注意力歷程外，可能反映對

刺激的後注意力處理，如企圖抑制字義的偏誤注意力，亦或非注意力的心

理歷程，如心理佔據、認知逃避、促發、反應抑制、對威脅字的情緒反應

等（Bogels & Mansell, 2004; MacLeod et al., 1986; Maidenberg et al., 

1996）。 

  而點偵測作業可直接量測注意力偏誤（Maidenberg et al., 1996），

由 MacLeod 等人(1986)所發展。該作業為，將配對刺激簡短呈現，在其消

失後，隨即有一偵測物出現在其中一刺激的位置上，個體必須對此偵測物

盡可能快速反應。此作業的理論基礎為，當偵測物出現在個體所注意的位

置時，對偵測物的反應時間會愈快（Posner et al., 1980），因而可自個

體對偵測物的反應時間，推論其當下對刺激的注意力分配。此派典的優點

為，透過同時呈現威脅與干擾物以競爭個體的注意力，以評估真實的選擇

性注意力；利用無意義偵測線索，減少反應時間是因威脅而產生的心理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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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可區辨個體的警覺、逃避、難以轉移反應（Bogels & Mansell, 2004; 

Pishyr et al., 2004）。 

  比較兩注意力作業的優缺點後，本研究將以點偵測作業評估社交焦慮

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 

 

二、對作業中的實驗刺激使用的探討 

  在注意力作業中，所使用的實驗刺激可分成語文刺激與圖片刺激，後

者常為呈現不同的情緒臉。以下將討論兩種刺激的優缺點，並根據本研究

的需求，選擇適合的實驗刺激。 

  在使用威脅字的注意力研究中，並未一致性支持焦慮者有對威脅的注

意力偏誤（Asmundson & Stein, 1994; Horenstein & Segui, 1997），顯

示焦慮者對威脅字的注意力反應，不一定與對真實生活的威脅的反應相

同。實驗所選用的語文刺激，經常是焦慮者常想到的威脅事件，常報告的

有關身體痛苦或社會威脅的想法（Bradley & Mogg, 1999），或常與他人

討論或描述自己的緊張、焦慮感受等，故對社交焦慮者而言，以此作刺激，

可能反映的是個體對威脅字的高熟悉度與主觀使用頻率，而非對其的注意

力偏誤（Bar-Haim et al., 2007）。以文字做實驗刺激，缺乏生態效度，

與真實生活的危險是間接相關，無法完整呈現焦慮個體對威脅的注意力歷

程的樣貌（Mogg & Bradley, 2003）。若要確實反映，呈現更為顯著的威

脅刺激，如以圖片呈現威脅，更加具有生態效度，更易誘發焦慮（Bradley 

et al., 1998; Kindt & Brosshot, 1997）。 

  情緒臉是具有生物顯著性的社會刺激（Mineka & Zinbarg, 1996），

與個人接受度及社會評價有直接相關，如威脅臉代表個體的行為違背社會

規則或社會期望，為社交情境下的特殊威脅線索。以此作實驗刺激，可有

效捕捉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得以評估個體對社交互動的外在線索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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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偏誤（Clark & Wells, 1995; Gilboa-Schechtman et al., 1999; Mogg 

et al., 2004），且可避免刺激威脅值與個體主觀處理的頻率間的混淆。 

  本研究關心的議題為，社交焦慮者對真實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

歷程，使用人臉做為實驗刺激，對評估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偏誤較

敏感。 

 

三、憂鬱症狀對注意力偏誤呈現的干擾 

  有些研究發現，焦慮者的憂鬱症狀會影響其注意力表現，亦即當個體

的焦慮與憂鬱共病時，便無法看到注意力偏誤(Mogg et al., 1993; 引用

自 Koster, Leyman, Raedt, & Crombez, 2006b)。Musa 等人(2003)發現，

社交畏懼者對社會威脅字有警覺反應，而伴隨憂鬱症的社交畏懼者，則出

現對社會威脅字的逃避，顯示憂鬱症狀壓抑社交畏懼者對社會威脅字的注

意力偏誤。Grant 與 Beck(2006)亦發現，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字有延遲

反應，而伴隨憂鬱症的社交焦慮者，並無此注意力偏誤，此可能是個體的

憂鬱症狀會同時抵銷與社交焦慮有關的史楚普干擾效果。 

    因此，當欲評估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偏誤時，需考量個體是否

伴隨憂鬱症狀，並排除該症狀對注意力偏誤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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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目的 

  根據文獻回顧，對於社交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並未得到

一致性結果，因受限於刺激的呈現時間，研究中只能看到個體在該時間點

的注意力反應，後續雖有研究操弄多個刺激呈現時間，以評估個體對威脅

刺激的注意力處理歷程，但仍未有一致性結果。Vassilopoulos(2005)的

研究結果支持過度警覺－逃避假設，然 Mogg 等人(2004)卻發現個體的注

意力在最初警覺後，會持續將注意朝向威脅刺激。不過，由於研究設計的

限制，故無法進一步區辨個體持續對威脅刺激的朝向反應，是對威脅的持

續警覺，亦或是對威脅的難以轉移。目前尚無以社交焦慮者為受試，進行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的驗證，但在特質焦慮者的身上，發現個體對威

脅有難以轉移的注意力反應模式（Fox et al., 2002; Georigion et al., 

2005; Yiend & Mathews, 2001）。 

  雖Vassilopoulos(2005)與Mogg等人(2004)的實驗作業皆屬於點偵測

作業，然 Vassilopoulos(2005)的實驗安排裡，在個體進行注意力作業前，

會給予社交威脅程序，但 Mogg 等人(2004)的實驗中，並無如此安排。自

Williams 等人(1988)、Mathews 與 Mackintosh(1998)及 Rachman(1998)的

論點，誘發個體的焦慮情緒，會影響其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由於本研究

欲探討社交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歷程，因此，需同時考量誘發

社交焦慮者的社交焦慮情緒對此處理歷程所造成的影響。 

  而自社交焦慮理論來看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會發現兩理

論的看法不一，Clark 與 Well(1995)的理論較支持過度警覺－逃避假設，

而 Rapee 與 Heimberg(1997)的理論則較支持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故

關於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是需要對個體進行注意力作業，以

對假設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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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關心的議題為社交焦慮者在社交情境中，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

處理歷程，因此，在實驗刺激的選擇上，由於人臉是在一般社交情境中，

對社交焦慮者而言，是提供訊息讓個體知道他人對他的評價，特別是威脅

臉，代表的是他人對他的表現、行為等的負向評價，故，將使用威脅臉進

行注意力偏誤的評估。 

  此外，為了了解個體的注意力處理歷程，需作業結果可直接反映注意

力，減少受到其他非注意力歷程的干擾，因此，本研究將以點偵測作業進

行研究。另外，為進行社交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假設的驗證，

需選取至少兩個刺激呈現時間，且時間的選擇上，需對個體的注意力投

入、注意力轉移與注意力維持等歷程敏感。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即為探討社交焦慮者面對威脅臉時的注意

力處理歷程，同時考量誘發個體的社交焦慮情緒後，對注意力處理的影

響，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2-1 所示。 

 

 

 

 

 

 

 

 

 

 

 

 



 

 

 

 

 

 

 

 

 

社交威脅程序 

社交焦慮者 

 

 

 

 

個體被誘發的情緒 

 

 

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處理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 過度警覺－逃避 

注意力偏誤 

 

圖 2-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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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依據 Koster 等人(2005)與 

Vassilopoulos(2005)的研究發現，及 Clark 與 Well(1995)的認知模式與

Rapee與 Heimberg(1997)的認知行為模式的理論觀點，而做出如下的假設： 

 

1.根據過度警覺－逃避假設所進行的預測： 

（1）在個體接受中性情緒誘發程序的情境下 

假設一：在注意力偏誤分數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低社交焦

慮者皆對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愈為負值，表示其對威脅愈為逃避，

然兩組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有明顯差異。兩組預期呈現的注意力偏誤，如圖

2-2 所示。 

 

 

圖 2-2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注意力

偏誤 

 

假設二：在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低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的一致效果愈不明顯，其值愈趨於零。然兩組於接觸時間較

短時的一致效果有明顯差異。兩組預期呈現的一致效果，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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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一致效

果 

 

假設三：在不一致效果上，當與威脅刺激短暫接觸時，高低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會有不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且兩組的不一致效果有差

異。然當與威脅刺激接觸時間較長時，則無不一致效果，其值愈趨於零。

兩組預期呈現的不一致效果，如圖 2-4 所示。 

 

 

圖 2-4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不一致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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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個體接受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情境下 

  研究者們認為個體的焦慮情緒會促使個體忽略作業中的威脅干擾訊

息，並對外在環境中更具威脅性的刺激投以注意（Williams et al., 1988; 

Mathews et al., 1997; Mathews et al., 1998; Mathews & Sebastian, 

1993）。 

 

假設四：在注意力偏誤分數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低社交焦

慮者皆對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愈為負值，表示其對威脅愈為逃避，

且兩組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間的差異因受到社交焦慮情緒的影響，會更為加

大。兩組預期呈現的注意力偏誤，如圖 2-5 所示。 

 

 

圖 2-5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注

意力偏誤 

 

假設五：在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低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的一致效果愈不明顯，其值愈趨於零。然兩組於接觸時間較

短時的一致效果有明顯差異，兩組預期呈現的一致效果，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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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一

致效果 

 

假設六：在不一致效果上，與威脅刺激短暫接觸時，低社交焦慮者對社會

威脅刺激會有不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然當與威脅刺激接觸時間較長

時，則無不一致效果，其值趨於零。而高社交焦慮者無論與威脅刺激接觸

多久，皆無不一致效果，其值趨於零。兩組預期呈現的不一致效果，如圖

2-7 所示。 

 

兩組在社交威脅情境中對威脅的不一致效果

0

5

1800

刺激呈現時間(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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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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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交焦慮者

 

圖 2-7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不

一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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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所進行的預測： 

（1）在個體接受中性情緒誘發程序的情境下 

假設七：在注意力偏誤分數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

者對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愈為正值，表示對威脅愈為朝向，然低社

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則愈為負值，表示對威脅愈為逃避。兩組預期呈現

的注意力偏誤，如圖 2-8 所示。 

 

 

圖 2-8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注

意力偏誤 

 

假設八：在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者對社

會威脅刺激的一致效果愈為明顯，其值愈為正值，然低社交焦慮者僅在與

威脅刺激接觸較短時，呈現對威脅的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兩組預期呈

現的一致效果，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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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一

致效果 

 

假設九：在不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的不一致效果愈為明顯，其值愈為正值，然低社交焦慮者僅

在與威脅刺激接觸較短時，呈現對威脅的不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兩組

預期呈現的不一致效果，如圖 2-10 所示。 

 

 

圖 2-10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的不

一致效果 

 

（2）在個體接受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情境下 

假設十：在注意力偏誤分數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

者對社會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愈為正值，表示對威脅愈為朝向，而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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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則愈為負值，表示對威脅愈為逃避，然因受到社交

焦慮情緒的影響，兩組間的差異會下降。兩組預期呈現的注意力偏誤，如

圖 2-11 所示。 

 

 

圖 2-11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

的注意力偏誤 

 

假設十一：在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者對

社會威脅刺激的一致效果愈為明顯，其值愈為正值，但受到社交焦慮情緒

的影響，此效果會減弱，然低社交焦慮者僅在與威脅刺激接觸較短時，呈

現對威脅的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兩組預期呈現的一致效果，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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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

的一致效果 

 

假設十二：在不一致效果上，當接觸威脅刺激的時間愈長，高社交焦慮者

對社會威脅刺激的不一致效果愈為明顯，其值愈為正值，但受到社交焦慮

情緒的影響，此效果會減弱，然低社交焦慮者僅在與威脅刺激接觸較短

時，呈現對威脅的不一致效果，其值為正值。兩組預期呈現的不一致效果，

如圖 2-13。 

 

 

圖 2-13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下，高低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中

的不一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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