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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可能因素，檢驗女性的非語言敏感度

優於男性是因為兩性在社會上的權力差異，或是因為男女性被期待、被訓練要擔任

不同的社會角色，或是因為兩性生理性別、社會角色與權力之間的交互作用影響。

實驗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兩人一組的團體討論，兩兩受試者在進行團體討論

後，分別填寫一份與互動有關的問卷，藉此評估受試者能夠正確察覺互動伙伴之情

緒與意圖的非語言敏感度。第二階段要求受試者觀看四部各約四十秒的同盟者影

片，每部影片看完後，分別判斷各段影片人物的情緒，並回憶各段影片人物的非語

言行為。 

在兩人一組的團體討論配對中，一位受試者擔任團體討論的領導者，另一位受

試者則擔任團體討論的配合者，藉此操弄權力差異的分派。團體討論題目則據以操

弄社會角色分配。實驗設計採用 2（受試者性別）× 2（配對性別組成：同性、異性）

× 2（權力：高、低）×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四因子混合設計，

權力高低為配對組內變項，配對性別組成與社會角色分派為配對組間變項，受試者

性別為混合變項。 

二、研究對象 

台灣地區大學生，男性 48 位，女性 48 位。同一時段有兩位受試者參與實驗，

進行兩人一組的團體討論。配對根據隨機分派，其中有 12 對男性與男性的配對、12

對女性與女性的配對，另外 24 對為男性與女性的配對。在參與本研究之前，配對中

的受試者皆互不相識，由於有半數受試者會被分派擔任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招募

受試者時均要求受試者有打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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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命名為「團體討論歷程研究」，由網路招募受試者。受試者進入實驗室，

先填寫實驗同意書（附錄 1），同意參與本研究後，實驗者安排兩人一組進行實驗。

同時段的兩位受試者先各自進入不同的實驗隔間中，回答一份命名為「人格測驗」

的電腦問卷，告知受試者將根據此測驗結果，分派兩人在討論中擔任領導者或配合

者。宣稱為人格測驗的測驗，實際上包括「人際特質量表-支配人格分量表」、「李氏

性別特質問卷」、「情緒智力量表-他人情緒評估分量表」三種量表，目的是為了瞭解

受試者的各項特質分數，且受試者其實是被隨機分派擔任領導者或配合者。 

實驗的兩人互動階段，先告知受試者被分派的權力地位（根據隨機分派），再隨

機分派各組進行照顧者或經濟提供者的討論議題，同一配對中的兩位受試者討論相

同的題目。照顧者社會角色組被告知要討論一份「新生營隊活動計畫書」，內容以察

覺新生需求與協助新生適應環境為主要議題。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組被告知要討論

一份「商品特賣活動計畫書」，內容以規劃特賣活動與增加商店收入為主要議題。每

組團體討論皆有七題討論問題（附錄 2）。 

權力操弄依據下列程序安排。權力多者被告知要擔任討論的領導者，權力少者

被告知要擔任討論的配合者（附錄 3）。權力操弄透過空間安排與行為選擇增強領導

者與配合者的權力差異。領導者在討論開始前，先根據每個討論題目圈選自己偏好

的答案；配合者則需為每個討論題目思考建議的答案與原因，準備稍後向領導者報

告。討論開始前，配合者需移動位置到領導者的實驗隔間。領導者坐在實驗隔間內

側的辦公椅，配合者則坐在實驗隔間外側的木椅。此外，領導者有權決定各題的最

後答案。討論過程中，若領導者滿意配合者的表現，可以給予配合者加分卡；若領

導者不滿意配合者的表現，可以給予配合者扣分卡。加分卡與扣分卡決定配合者在

實驗結束後所得獎勵。為了減少社會期許及實際互動摩擦，領導者給予卡片的方式

均為背面朝上，配合者實際上看不到卡片的內容。實際討論時間從四分鐘至十五分

鐘不等。 

討論結束之後，受試者各自回到原本的實驗隔間，填寫實驗操弄檢核表，以及

評估有關自己與互動者的問卷 A、B、C、D。完成問卷後，進入實驗的觀看影片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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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受試者觀看電腦呈現四部各約四十秒的同盟者影片，並在每部影片播放後，立

即判斷影片人物的情緒（單選題，四選一），以及回憶影片人物的非語言行為（多選

題，十二個選項）。影片觀看及回答完畢後，填寫人口學變項問卷，如：家中排行、

打工經驗等。最後對受試者表示感謝與進行釋疑，實驗階段結束。 

本研究在兩人互動階段中，經受試者同意共取得 30 個配對組共 60 個討論錄影

片段（兩套設備分別攝影兩個人），以下稱為受試者影片。由於受試者影片蒐集的限

制，僅由兩位不知道實驗假設（男女各一）與一位知道實驗假設的學生觀看並回答

評估者問卷，此三人未受實驗操弄，故根據他們的答案所計算出來的「察覺你如何

看你自己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伙伴敏感度」不會受到譯解者權力或社會角色

的影響，可藉由分析他們的敏感度分數，以檢驗表達者的表達能力是否受到情境操

弄的影響。此外，研究者將每部受試者影片剪輯成最初、中間與最後各一分鐘，請

三位不知道實驗假設的學生紀錄數種語言和非語言行為，以便進一步瞭解受試者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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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人際特質量表-支配人格分量表 

採用 Wiggins 等人（1988）編製的人際特質量表-支配人格分量表來測量受試者

的支配人格，以協助本研究控制支配人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附錄 4）。分量表包

括八個特質描述（自我肯定的、自信的、有主見的、持續不懈的、堅定的、支配的、

強勢的、跋扈的），七點量尺，從 1（一點也不像我）到 7（完全像我），信度合

適，α為.74。 

二、李氏性別特質問卷   

李氏性別特質問卷協助本研究控制「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和「與勞務

分派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對實驗結果的影響（附錄 5）。李美枝（1981）採用 Bem

（1974）發展性別角色量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 BSRI）的方式，發展台灣適

用的性別特質問卷，為避免特質本身的正負向會影響受試者的評估，僅挑選中性或

正向特質，包括男性化特質 20 個（如：膽大的、嚴肅的）、女性化特質 20 個（如：

文雅的、溫暖的）、中性特質 20 個（如：挑剔的、親熱的），命名為「李氏性別特質

問卷」，七點量尺，從 1（一點也不像我）到 7（完全像我）。在此三個分量表中，

根據本研究預試結果抽取出「權力多者特質」、「權力少者特質」、「照顧者特質」與

「經濟提供者特質」，本研究發現信度優良，αs 分別為.88, .77, .83, .88。 

三、情緒智力量表-他人情緒評估分量表 

爲控制受試者他人情緒評估能力對實驗結果的影響，採用 Wong 與 Law（2002）

編製，由台灣研究者滿莉芳（2002）翻譯的「情緒智力量表」。原量表共有四個分

量表，本研究僅採用其中的「他人情緒評估分量表」，包括「我總是能從朋友的言

行舉止中得知他們的情緒」等四題，七點量尺，從 1（完全不同意）到 7（完全同意），

本研究信度優良，α為.93（附錄 6）。 

四、權力操弄檢核 

研究者自行設計三個題目檢驗權力差異操弄。採七點量尺，從 1（完全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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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完全同意）。分別為：「在討論中，我對另一位同學有比較多的影響力。」、

「在討論中，我感到另一位同學對我比較尊重。」、「如果活動成功，都是我的功

勞」。 

五、社會角色操弄檢核 

研究者自行設計三題選擇題用來驗證在本研究中，社會角色分派獨變項操弄是

否成功。分別為「我們的討論目的，為的是要 A.照顧他人。B.推銷商品。」、「我

們討論的內容是著重在 A.業績的成長。B.他人的需求。」、「如果活動成功，相關

人物將為 A.在新環境適應良好。B.增加許多金錢收入。」。 

六、量表 A、B、C、D 

根據 Snodgrass（2001）的題目改編。A、B、C、D 四個量表根據四種不同觀點

填答相同內容的十三個題目，四種觀點分別用來評估自己（我…）、評估對方（他/

她…）、評估對方對我的評定（他/她認為我…），以及評估對方對他自己的評定（他

/她認為他/她…）。 

每個量表各自包括六題與意圖有關的題目（學到許多對方的事情、讓對方感到

舒適自在、在對方面前留下好印象、喜歡對方、投入團體討論、喜歡瞭解對方），三

題與感受有關的題目（享受這段討論、感到舒適自在、有自信），四題與權力地位有

關的題目（是一個好的領導者/配合者、具有優勢/劣勢的一方、主導團體討論、表

現像個領導者/配合者），每題均為七點量尺，從 1（完全不同意）至 7（完全同意）

（附錄 7）。 

其中一題與權力地位相關的題目（我主導團體討論/我配合團體討論）亦當作權

力操弄檢核題目，而題目「我喜歡瞭解我的領導者/配合者」則探討受試者瞭解對方

的動機可能對其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後續計算敏感度時排除以上兩題，只採用每

個量表的其他十一題計算敏感度分數。 

七、同盟者影片   

同盟者影片由一位男性實驗同盟者與一位女性實驗同盟者依照劇本演出，根據

預試結果選取四部影片素材，分別呈現四種不同情緒。為避免受試者在判斷男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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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者與女性同盟者的情緒時，正確率受到情緒本身的正負向與強度所影響，挑選四

種均為負向的情緒，且男實驗同盟者表達緊張與女實驗同盟者表達恐懼，均為負向

高激起的情緒；男實驗同盟者表達厭煩與女實驗同盟者表達害羞，均為負向低激起

的情緒（Lawton, Kleban, & Dean, 1993）。本實驗中，受試者對四部影片人物的情緒

有良好的判斷力，正確通過率達 71％ ~ 93％，顯示本研究自行拍攝的實驗材料有

良好的適切性。在四部情緒影片中，同盟者均依照劇本分別演出二至四種、總計五

至六次的非語言行為，劇本設計的非語言行為表現與情緒一致（參考 張殿興譯，

1992；葉淑美譯，1989）（附錄 8）。 

八、判斷情緒與回憶非語言行為 

在實驗的第二階段-觀看影片階段中，受試者觀看電腦呈現四部影片後，立即判

斷影片人物的情緒（單選題，四選一，參考 Lawton，Kleban 與 Dean（1993）的情

緒座標圖，在四個象限上各找一個情緒詞做為選項），以及回憶影片人物的非語言

行為（多選題，十二個選項），據此計算出受試者的「判斷情緒正確率」以及「回

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附錄 9）。 

九、人口學變項問卷 

本問卷內容包括受試者在家中的排行、是否擔任過照顧者的工作、是否有打工、

薪水的用途、對於自己本身譯解他人非語言訊息的能力評估、對於剛剛進行的非語

言線索回憶表現的信心等問題（附錄 10）。 

十、評估者問卷 

    未受實驗操弄的評估者，根據 Snodgrass（2001）題目改編的問卷評估影片人物，

分為 JA 問卷與 JB 問卷。JA 問卷目的在瞭解評估者對於影片人物意圖、感受與情

緒的評估（他/她…）；JB 問卷目的在瞭解評估者認為影片人物如何看待他討論伙

伴的意圖、感受與情緒（他/她認為另一個人…）。為避免評估者從題目中猜測出受

試者影片中人物的權力地位，故與權力地位有關的四個題目均採對應方式出現，如

「他/她是一個好的領導者」與「他/她是一個好的配合者」同時出現在 JA 問卷與 JB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31 

問卷中，故每份問卷各有十七個題目，實際進行資料分析時，我們僅採用相對應受

試者自陳問卷的十一個題目（附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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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語言敏感度的計算方式 

本研究共含四種代表非語言敏感度的分數，在觀看影片階段包括「判斷情緒正

確率」與「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在兩人互動階段包括「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

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以下各自說明各種非語言敏感度的計算方式。 

一、判斷情緒正確率 

觀看影片階段的「判斷情緒正確率」，由四部影片的判斷情緒單選題答對題數計

算。四部影片的情緒均判斷正確，判斷情緒正確率為 100%，僅答對三部影片的情

緒，判斷情緒正確率為 75%，並以此類推。 

二、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 

觀看影片階段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由四部影片的回憶非語言行為多選

題分數平均。每題多選題共有十二個選項，全對則正確率為 100%，答對十一個選

項的正確率為 91.67%，以此類推。最後再將四部影片的四個題目正確率平均後得到

「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 

三、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 

以受試者甲為例，受試者甲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反映甲評估互動對象

（受試者乙）如何看待我（受試者甲），與受試者乙自陳對於甲的感受之間的符合程

度。也就是，將受試者甲量表Ｃ與受試者乙量表Ｂ的十一題對應題目計算相關。對

應題目之一如受試者甲「他/她認為我享受這段討論」對應受試者乙「他/她享受這

段討論」。各相關分數於統計分析前轉換為費雪 Z 分數，以確保其原有的常態分配。

然為便利解釋研究結果，呈現結果時將轉換回相關分數。 

四、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 

以受試者甲為例，「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是由受試者甲評估互動對象（受

試者乙）如何看待你自己，與受試者乙自陳自己的感受相對應題目所計算出來的相

關。換言之，由受試者甲的量表 A 與受試者乙的量表Ｄ中的十一個對應題目，其相

關則為受試者甲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對應題目之一如受試者甲「他/

她認為他/她享受這段討論」對應受試者乙「我享受這段討論」。各相關分數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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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轉換為費雪 Z 分數，以確保其原有的常態分配。然為便利解釋研究結果，呈

現結果時將轉換回相關分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