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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 

第一節 高社交焦慮者在注意力作業之表現 

學者們對於高社交焦慮者面對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

歷程，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延伸出兩種假設，一為過度警覺－逃避假設，

此假設認為，高社交焦慮者面對社會威脅訊息時，初始會對威脅投以注

意，因而產生焦慮情緒，而個體為降低此股情緒，故選擇逃避威脅訊息，

不對威脅進行處理；另一為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此假設認為，高社

交焦慮者面對社會威脅訊息時，初始對威脅投以注意，原本是要對威脅進

行處理，而後卻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轉移，不但導致其焦慮狀態的延長，

且無法注意到環境中的安全訊息，以及使用因應策略。此兩種假設皆在過

去研究中得到支持的發現，而本研究即欲驗證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的社

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模式較支持哪個假設。 

此外，由於過去對高社交焦慮者進行的注意力研究，並非每篇的實驗

程序中皆加入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然有學者提出，當個體的焦慮情緒被誘

發後，會促使其忽略作業中的威脅訊息，因而呈現對威脅的逃避（Williams 

et al., 1988; Mathews et al., 1997; Mathews et al., 1998; Mathews 

& Sebastian, 1993），因此，在進行假設驗證時，需同時考量這道程序對

於高社交焦慮者在面對社會威脅訊息時的注意力處理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接受不同的情緒誘發程序下，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

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有所差異，且此差異在與威脅接觸時間愈長時，達到

顯著，亦即為，高社交焦慮者會因所誘發的情緒，影響其對環境中的社會

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因此，並非如過去學者們所認為的，無論高

社交焦慮者當下的情緒為何，其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皆一致為逃

避反應，或一致為朝向反應（Chen et al., 2002; Sposari & Rapee, 2007）。 

  高社交焦慮者在兩種不同情境中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的差異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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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ell 等人(1999)的研究中亦有看到，然與本研究不同的是，Mansell

等人發現處於中性情境下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偏誤

與低社交焦慮者間並無差異，由於其研究只操弄一種刺激呈現時間，故只

能評估個體於該時間點對威脅的注意力反應，未能看到個體對威脅的注意

力處理歷程，若以此論述高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下對威脅並無注意力偏

誤，未免過於偏頗，本研究操弄三種刺激呈現時間，以評估個體對威脅的

注意力處理歷程。接下來將分別就兩注意力處理假設，在兩種不同情境下

對注意力偏誤分數、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所做的預測進行驗證。 

 

一、過度警覺－逃避假設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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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兩組的注意力偏誤分數

有明顯差異。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

力處理，本研究發現，當接觸威脅臉的時間僅 200 毫秒及 500 毫秒時，高

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呈正數，雖未達統計上的顯著，但此顯示個

體與社會威脅訊息接觸的初始，即對威脅投以注意，且當與威脅臉接觸的

時間長達 1500 毫秒時，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臉的朝向注意力反應更為明

顯，與低社交焦慮者有顯著差異。 

  高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下，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會持續

對威脅出現朝向反應。而低社交焦慮者在與威脅訊息接觸的初始，有對威

脅出現朝向反應的趨勢，如同 Koster 等人(2005)所認為的，所有個體皆

會對威脅進行優先處理，而在與威脅訊息接觸時間較長時，對威脅出現逃

避反應的趨勢。由此研究結果，假設一並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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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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兩組於接觸時間較短時的一致效果

有明顯差異。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一致

效果，本研究發現，在接觸威脅臉的時間為 200 毫秒與 500 毫秒時，高社

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一致效果並不明顯，然當接觸威脅臉的時間長

達 1500 毫秒時，高社交焦慮者對與社會威脅訊息有明顯的一致效果，由

此研究結果，假設二並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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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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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不一

致效果，本研究發現，在刺激呈現時間為 200 毫秒時，高社交焦慮者即已

呈現對社會威脅訊息有不一致效果的趨勢，當刺激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

時，對威脅的不一致效果更為明顯，且當刺激呈現時間為 1500 毫秒時，

高社交焦慮者仍對社會威脅訊息有不一致效果的趨勢，由此研究結果，假

設三並未得到支持。 

 

（2）在個體接受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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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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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具有社交威脅情境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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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力處理歷程，本研究發現，若與威脅臉接觸的時間僅 200 毫秒，高

社交焦慮者對該刺激有朝向注意力反應的趨勢，然而，當接觸威脅臉的時

間達 500 毫秒與 1500 毫秒時，個體對威脅的注意力反應便轉換成對該刺

激有逃避反應的趨勢。由此研究結果，假設四得到趨勢的支持。 

  在本研究中，處於社交威脅情境下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

的注意力處理歷程與 Vassilopoulos(2005)及 Garner、Mogg 與

Bradley(2006)的研究結果相似，故可推估，當高社交焦慮者感到自己將

會受到他人評價，或是感到有社交威脅時，倘若此時，其所處的環境中有

一社會威脅訊息相當短暫地出現，則高社交焦慮者會對該訊息有警覺的注

意力反應，對威脅快速偵測，然而，當該社會威脅訊息呈現時間較長，且

環境中有一中性訊息得以關注時，高社交焦慮者為降低被誘發的社交焦慮

情緒，便會將注意力轉而放在該中性訊息上，逃避對社會威脅訊息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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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兩組於接觸時間較短時的一致效果

有明顯差異 

  對於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

一致效果，本研究發現，雖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然仍可看到，在接觸刺

激時間為 200 毫秒時，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有一致效果的趨勢，且在刺激

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及 1500 毫秒時，此對威脅的一致效果便減弱。而低

社交焦慮者僅在與威脅接為觸 500 毫秒時，對威脅有一致效果的趨勢，顯

示低社交焦慮者在此時間點上，傾向對威脅快速偵測，以準備對威脅進行

處理。由此研究結果，假設五得到趨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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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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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刺激會有不一致效果。然當與威脅刺激接觸時間較長時，則無不一致

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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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

不一致效果，本研究發現，並無任何結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即為對高社

交焦慮者而言，無論接觸刺激時間為何，皆無明顯的不一致效果。由此研

究結果，假設六得到統計顯著的支持。 

 

  過度警覺－逃避假設在中性情境中對高社交焦慮者在注意力偏誤分

數、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分別預測的假設一、假設二與假設三，皆未得

到支持，然而在社交威脅情境中對高社交焦慮者所預測的假設四、假設五

與假設六，則得到趨勢或統計顯著的支持。由此可推估，當高社交焦慮者

處於具有社交威脅的情境時，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由於

個體對威脅極端敏銳，故傾向先對威脅訊息有警覺反應，並伴隨著焦慮情

緒的增加，而個體為降低自己的焦慮情緒，故會減少對威脅的認知處理，

因而對威脅出現逃避反應。 

  自 Clark 與 Well(1995)的認知模式可以對此注意力處理歷程進行解

釋，由於高社交焦慮者的訊息處理為扭曲的，以負向觀解釋當下的事件，

並習慣提取事件中與自己相關的負向訊息，因而在社交情境中，傾向偵測

環境中可能的社交威脅，故初始呈現出對威脅的警覺反應，然而在個體的

社交焦慮情緒被誘發的情況下，這些負向訊息會促使個體產生對自己的負

向評估，並對自己的未來表現做出過度的負向預測，因此，個體會減少對

外在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的認知處理，並將注意力自外在威脅訊息轉而

放在自己身上，投入對自我的關注。 

 

二、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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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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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低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

則愈為負值。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

力處理，本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在與威脅接觸時間較短時，即呈現對

威脅有朝向反應的趨勢，且在與威脅接觸時間較長時，與低社交焦慮者間

的注意力反應有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高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中，會

持續對威脅投以注意。而處於中性情境中的低社交焦慮者，在與威脅接觸

的初始，會對威脅投以注意，而當接觸時間較長時，便不再關注威脅刺激，

甚至是對威脅產生逃避反應。由此研究結果，假設七在刺激呈現時間為 200

毫秒與 500 毫秒時，得到趨勢的支持，而在刺激呈現時間為 1500 毫秒時，

得到統計顯著的支持， 

  此結果與 Koster 等人(2005)針對高特質焦慮者對於高威脅圖的注意

力處理的發現有部分相同，即為在威脅呈現時間為 500 毫秒內時，高特質

焦慮者會對威脅進行朝向的注意力處理，然與 Koster 等人的研究結果不

同的是，本研究中，在威脅臉呈現時間相當長時，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仍

有明顯的朝向反應，並無對威脅出現逃避反應。比較兩研究設計發現，雖

使用相同實驗派典，然 Koster 等人安排每個配對刺激在每個呈現時間上，

皆出現四次，且其認為以此方式可讓高特質焦慮者對威脅進行快速區辨，

以促進逃避反應。然而，若欲在實驗中評估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偏誤，

應盡可能呈現個體面對真實威脅的情況，故本研究中的配對刺激在每個時

間上呈現的次數，參照 Mogg 等人(2004b)所安排，皆為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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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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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威脅刺激的一致效果愈為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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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一致

效果，本研究發現，當接觸威脅訊息的時間較短時，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

的一致效果較不明顯，然當接觸威脅的時間較長時，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

的一致效果更為明顯，此可推估處在中性情境下的高社交焦慮者，在與威

脅接觸時間較長時，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朝向注意力反應，包含對威脅的警

覺的成份。由此研究結果，假設八得到統計顯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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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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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不一

致效果，本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不一致效果，會隨著接觸時

間更為明顯，此結果與 Koster 等人(2005)的研究發現相似，而低社交焦

慮者在與威脅接觸時間較短時，對威脅有不一致效果，顯示低社交焦慮者

在此時間點面對威脅時，會分派認知資源以進行對威脅的處理。由此研究

結果，假設九得到趨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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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

則愈為負值。然因受到社交焦慮情緒的影響，兩組間的差異會下降。 

  對於處在具有社交威脅情境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

的注意力處理歷程，本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威脅情境下，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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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會先對威脅出現朝向反應的趨勢，當刺激呈現

時間較長時，則出現對威脅有迴避反應的趨勢，而低社交焦慮者則在與威

脅接觸的初始，即對威脅有逃避反應，然若威脅呈現時間較長時，便會對

其投以注意，以準備對威脅進行處理，由此研究結果，假設十並未得到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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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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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

一致效果，本研究發現，當與社會威脅訊息的接觸時間相當短時，有對威

脅的一致效果的趨勢，然當接觸威脅時間愈長時，此效果愈不明顯。由此

研究結果，假設十一並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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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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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

不一致效果，本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並無對威脅出現不一致效果。由

此研究結果，假設十二並未得到支持。 

 

  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在中性情境中對高社交焦慮者在注意力偏

誤分數、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分別預測的假設七、假設八與假設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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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趨勢或統計顯著的支持，然而在社交威脅情境中對高社交焦慮者所預測

的假設十、假設十一與假設十二，則皆未得到支持。由此可推估，當高社

交焦慮者處於中性情境時，對環境中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傾向對

威脅有警覺反應，並呈現難以將注意力自威脅轉移的情況。 

  自Rapee與Heimberg(1997)的認知行為模式可以對此注意力處理歷程

進行解釋，由於高社交焦慮者對外在表現或行為的心理表徵較為負向，因

而會持續掃描環境中是否有即將發生的負向評價的線索，對情境中的負向

線索會特別注意，故偏好偵測環境中可能誘發負向評價的社會線索，且在

個體偵測到威脅後，會持續對該威脅線索進行監控，對其增強選擇性注意

力，並投以關注，誇大該線索的負向特徵。因此，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

的威脅偵測是相當快速，且難以將注意力轉移。 

 

三、選擇性注意力指數的討論 

  過去點偵測作業，主要以注意力偏誤分數評估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注

意力處理，然對於當焦慮者出現對威脅的朝向反應時，未能區辨其為對威

脅的警覺，亦或為對威脅的難以轉移。Koster 等人(2004)以反映個體對威

脅的警覺反應的一致效果（congruency effect）及反映個體難以自威脅

轉移注意力的不一致效果（inconguency effect）進行區辨。透過兩指數

的計算公式可發現，個體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即是由對威脅的

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所組成。而對本研究中各刺激呈現時間的注意力偏

誤分數與該時間點的一致效果及不一致效果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各時間點

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一致效果間的相關及注意力偏誤分數與不一致效果

間的相關皆達到顯著。 

  然而，在本研究對三選擇性注意力指數所進行的統計分析中卻發現，

自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呈現，可看到高社交焦慮者在不同情緒下的注意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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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差異，且亦可看到高社交焦慮者與低社交焦慮者在中性情境時對威脅

的注意力表現的差異；而自一致效果的分析中，僅能推估高社交焦慮者對

威脅的一致效果會隨著與威脅接觸的時間增強，但未能看到接受不同情緒

誘發程序的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一致效果有統計顯著的差異；而在不一

致效果的分析中，則僅能推估處於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並無

對威脅出現明顯的不一致效果，但中性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不

一致效果則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自統計分析的結果，注意力偏誤分數這個指數對高社交焦慮者在不同

情境時，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歷程，較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敏銳，然一

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的結果呈現，仍可提供部分解釋，且自呈現各組在不

同時間點對威脅的一致效果與不一致效果的各個圖上，可看到其趨勢與假

設的預期相符，在進行兩注意力處理假設的驗證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總結 

  本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會受到

當下情緒的影響，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所

進行的注意力處理，明顯與處在不具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的注

意力處理有所不同。且處於相同情境的高社交焦慮者與低社交焦慮者在面

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亦有差異。 

  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

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逃避歷程，被誘發社交焦慮情緒的高社交焦慮者，

會快速偵測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對其有警覺反應；然而，倘若該威脅

訊息持續呈現時，高社交焦慮者為降低被誘發的社交焦慮情緒，故會逃避

對威脅的精緻化處理，甚至是將注意力轉而放在自己身上，其注意力處理

歷程可以 Clark 與 Well(1995)的認知模式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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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處在社交威脅情境中的低社交焦慮者則是出現不同的反應模

式。與威脅面對的初始，個體立即對其產生逃避反應，然若該威脅持續呈

現時，反而對威脅投以注意。此反應可以戰或逃反應（fight-or-flight 

response）做解釋，由於個體處於威脅情境中，當環境中的威脅出現過於

短暫，個體在來不及準備的情況下，會選擇直接逃離該威脅，然若呈現時

間較久，便得以分派較多認知資源，以準備對威脅進行處理。 

  而，處在不具社交威脅情境下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

力處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難以轉移歷程，高社交焦慮者會對環境中的社

會威脅訊息持續投以注意，且呈現出無法將注意力自威脅上轉移的情況，

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朝向反應，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加而增強，其注意力處理

歷程可以 Rapee 與 Heimberg(1997) 的認知行為模式進行解釋。 

  而低社交焦慮者在與威脅接觸的初始，與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處理

模式相同，會對威脅投以注意，分派較多認知資源在威脅訊息上，以進行

處理，此可視為個體在面對環境中的威脅時，進行快速優先處理的功能，

為一適應環境的現象，然而當該威脅訊息呈現較長時，即對威脅產生逃避

反應。比較兩組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後，發現兩組對威脅的

注意力偏誤出現顯著差異處，即在於當個體與社會威脅訊息接觸時間較長

時，此時個體所擁有的高社交焦慮特質，會促使其持續對威脅投以注意。 

  由以上討論可發現，當高社交焦慮者處在不同情緒中時，對社會威脅

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方式是不同的，在社交威脅情境下的高社交焦慮者對威

脅的注意力處理，傾向以過度警覺－逃避歷程面對威脅；而在中性情境下

的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則傾向以過度警覺－難以轉移歷程

面對威脅。 

 

五、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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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社交焦慮者對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偏誤，會隨著情境而

有所不同。在社交威脅情境中，個體為降低被誘發的社交焦慮情緒，而將

注意力自威脅逃開，然在中性情境中，個體則會持續對威脅投以注意，無

法將注意力自威脅移開，這兩種注意力偏誤，皆讓個體未能對威脅進行適

當處理，亦未察覺環境中的正向訊息，因而促使個體的社交焦慮繼續維持。 

  因此，當在臨床上欲對高社交焦慮者進行治療介入時，應依不同的情

境，給予適切的指導，藉由不同的注意力訓練，提升個體對威脅的注意力

控制感，改變原先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歷程，以減少個體對社交互動的恐

懼。當個體面對具有評價性質的社交互動場合時，治療者可教導個體學會

將注意力持續放在當下的威脅上，並對威脅重新進行完整且正確的情緒評

估，挑戰個體原先對威脅的認知，阻斷其欲逃離威脅，尋求安全的企圖，

讓個體得以對威脅習慣化；而在面對不具有評價性質的一般場合時，教導

個體學會察覺環境中同時存在的一個或多個非威脅訊息，重新對情境進行

評估，習得自威脅中脫逃的能力，並投入適當的因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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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受試者來源為大學生，並非臨床上的樣本，故若欲將研究結

果推論至臨床上的社交畏懼症患者，會受到限制。且，本研究的結果有許

多發現，自圖上雖可看到其差異的趨勢，然而由於變異數稍大，故未能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故若欲看到效果的顯著，後續研究可再增加受試者人數。 

  此外，本研究中的高社交焦慮組與低社交焦慮組在 BDI 得分上有顯著

差異，過去研究中，即提到個體的憂鬱症狀對其注意力偏誤會造成影響，

然由於在受試者的選取上，有所限制，本研究雖然依過去研究者的建議，

將個體的 BDI 分數列為共變數以進行分析討論，然若後續研究在條件許可

的情況下，建議可將受試者區分成單純高社交焦慮組、高社交焦慮伴隨高

憂鬱組，以及單純低社交焦慮組三組，以避免因個體的心理病理因素，造

成結果上的混淆。 

   

二、實驗作業 

  由於本研究欲在實驗作業中評估受試者在三種刺激呈現時間上的注

意力反應，且欲進行個體對社交威脅訊息的注意力朝向反應的分析比較，

以及為達個體在刺激間進行注意力轉移的最大距離，將配對的實驗刺激以

左上－右下或右上－左下的方式呈現，使得實驗嘗試次較過去研究多出近

三分之一，雖然安排休息時間，然仍有部分受試者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

會在實驗的第二區段時，感到疲憊，且亦有部分受試者出現不耐煩的情緒

反應，此些狀況對其在作業上的反應可能會造成影響。故後續研究在進行

實驗作業的設計時，可依研究目的，對刺激呈現時間與方式的安排進行多

加考量與取捨。  

  此外，關於臉部刺激評估作業，應再增加對中性刺激的評估，以便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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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兩組是否亦對所謂的中性刺激有相同的情緒評估，且可進一步評估威脅

刺激與中性刺激間的差異。 

 

三、受試者特質 

  雖然在實驗作業的指導語上，已明確告知受試者務必將注意力放在實

驗刺激上，然部分受試者對實驗作業仍會發展出自己的策略，如企圖忽略

實驗刺激，縱然受試者在進行實驗過程中，會發現這個策略無法成功進

行，仍會對實驗刺激投以注意，然對其作業反應仍可能已造成影響。且亦

有受試者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因實驗環境為全黑且無聲，而莫名感到害

怕，對其作業反應亦有可能會造成影響，這些情況會造成解釋個體對社交

威脅訊息的注意力反應的干擾。 

 

四、實驗程序 

  對於社交威脅程序，部分接受社交威脅程序的低社交焦慮者，在實驗

結束後表示，在注意力作業進行前，即想到應不會進行所謂的演講，且有

受試者提到，若真的要進行演講，應該會安排在注意力作業前，故在接受

程序後，並不會產生焦慮情緒，故，雖然原先的程序安排對高社交焦慮者

而言，的確達到誘發社交焦慮情緒的效果，然為讓實驗操弄更增加真實

性，後續研究可在進行該程序時，讓受試者填寫錄影（音）同意書，並在

進行實驗釋疑前，讓受試者先評估對於演講這項作業的相信程度。 

 

五、未來研究方向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臉的注意力處理歷程，因

此，所使用的實驗刺激主要為生氣臉與嫌惡臉，過去有些注意力研究會同

時將正向臉加入實驗刺激材料以進行實驗，而得以比較高社交焦慮者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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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臉與負向臉的注意力處理是否有差異，故後續研究可在實驗刺激中加入

正向臉，以進行高社交焦慮者對情緒臉的注意力處理歷程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