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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綜合討論 

本研究從權力取向與社會角色理論出發，試圖瞭解女性的非語言敏感度優於男

性的可能原因。本研究採用兩階段實驗法，探討有動機社會互動的非語言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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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動機涉入

的非語言敏感度，包括「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結果發現

權力可解釋有動機社會互動中的非語言敏感度，社會角色則可解釋無動機的非語言

敏感度。而且在有動機社會互動的情境下，權力與社會角色可能與生理性別形成交

互作用，影響個人的非語言敏感度。 

一、權力取向 

權力觀點可以解釋有動機社會互動中的非語言敏感度。本研究在兩人互動階

段，請兩位受試者進行面對面真實互動，探討「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

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前者測量受試者可以正確評估互動對象對受試者的看法，

後者測量受試者可以正確評估互動對象對他自己的看法。研究結果支持權力差異的

假設，權力少者由於獎懲權力握在互動對象手中，為了維護自己的權益，有動機要

瞭解互動對象（權力多者）對我（權力少者）的看法，因此「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

度」優於權力多者。權力多者由於要指導互動對象進行作業，並針對互動對象表現

給予獎懲，有動機要瞭解互動對象（權力少者）對他自己的看法，因此「察覺你如

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優於權力少者。本研究延續 Snodgrass 系列研究發現，擁有不

同權力的受試者，會依循不同的動機而在不同種類的非語言敏感度上表現出優勢。

故非語言敏感度並非權力少者特有的優勢，要視非語言敏感度類別而定。 

本研究除了實驗操弄給予的權力（客觀權力）外，受試者本身在實驗情境中所

感受到的主觀權力也可能會影響非語言敏感度。根據預期狀態理論，生理性別本身

就是一種擴散性地位特徵（diffuse status characteristics）（Ridgeway, 2001），也就是

說，性別本身就會被人們當作是決定權力地位多寡的參考指標。在大多數作業中，

男性較容易被選為領導者，男性也較容易表現出強勢行為，傳達其較高的地位。但

當某種作業明顯為某一種性別所熟悉與擅長時，根據預期狀態理論，男性獨有的優

勢將會消失，而是兩性均在自己性別熟悉的作業中對自己能力預期較高，較自在舒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45 

服地與伙伴互動。故當男性具有擴散性地位特徵賦予的權力，且主觀權力（男性進

行經濟提供者作業）與客觀權力均高時，具有最多的權力。本研究結果符合權力觀

點預期，權力最多的個體（男性、高權力、經濟提供者）具有最佳的「察覺你如何

看你自己敏感度」。而兩性在不熟悉的作業中，個體可能對自己能力預期較低，感到

緊張、不知所措，因此當擴散性地位特徵缺乏權力的女性，在主觀權力（女性進行

經濟提供者作業）與客觀權力均少時，具有最少的權力。本研究結果符合權力觀點

預期的，權力最少的個體（女性、低權力、經濟提供者）具有最佳的「察覺你如何

看你自己敏感度」。 

二、社會角色取向 

社會角色可以解釋無動機涉入的非語言敏感度。本研究在觀看影片階段中，為

避免非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差異會影響受試者非語言敏感度，請受試者各自觀看

同盟者影片並回答相關問題，探討「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

兩種非語言敏感度。研究結果支持社會角色理論，照顧者在「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

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上均優於經濟提供者。但受試者面對沒有權力差異的影

片人物時，沒有權力差異者的動機差異，故此階段的非語言敏感度沒有權力效果。 

比較權力與社會角色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我們發現權力的效果比較大而穩

定，在真實互動時有非常顯著的權力效果；而社會角色的效果往往必須在權力效果

不存在時或必須與個體生理性別搭配時，才有作用。不過，社會角色對非語言敏感

度的影響，可能部分由「處理訊息的傾向」或「能力」決定。女性所經歷的生活經

驗（如較常擔任照顧者角色或被預期擔任照顧者角色），可能使其「傾向」正確推論

非語言訊息代表的個人意圖或情緒。這也可以說明，何以我們的研究發現控制了權

力與社會角色，性別差異仍然存在於判斷情緒正確率中。此外，相較於注意正確性

（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推論正確性（判斷情緒正確率）或許可被視為一種「能

力」，係由社會互動中訓練與發展。對推論正確性能力較高的個體而言，雖然情境因

素會影響個體表現的動機，卻無法完全消弭不同能力個體間的差異。 

根據社會角色理論，社會行為的性別差異是受到兩性長期的社會角色差異影

響。本研究企圖將社會角色的影響效果於短時間的實驗操弄呈現出來，採用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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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弄（討論照顧者議題或經濟提供者議題）與創新的實驗方法（過去並無非語

言譯解者的社會角色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實徵研究），嘗試區分社會角色中的權力與

角色分工兩種解釋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可能原因，雖無法全盤反映社會角色的

歷史面與社會面，但對釐清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可能原因，有所貢獻。 

三、生理性別效果 

    在控制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差異後，本研究「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察

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依變項均沒有性別差異，但女性的「判斷情緒正確率」

仍優於男性，男性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反而優於女性。在「判斷情緒正確

率」上符合直覺的女性優勢，稍早本文已探討過可能的原因，然在「察覺你如何看

我敏感度」上的男性優勢，違反過去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研究結果。由於「察

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為權力少者的優勢，一般而言男性在社會上屬於權力多者，

故此違反直覺的研究結果應受到研究者未控制的其他因素干擾。可能原因之一為本

研究受試者絕大多數均為政治大學學生，由於政治大學的學生組成性別比例差異很

大（男：女 = 38：62），因此男性在校內可能經常感受到人數與權力的弱勢，因而

在實驗室中表現類似權力少者的非語言敏感度傾向。 

四、兩人互動階段的受試者影片 

本研究進行受試者影片之主客觀評估，探討非語言訊息之表達與非語言譯解者

之敏感度間的可能關係。由於受試者僅同意研究團隊分析其錄製內容，基於研究倫

理，我們無法邀請其他受試者來評估受試者影片中的受試者表現，僅由三位評估者

針對受試者影片內容評估受試者的意圖與情緒。因研究者並未針對 JA、JB 問卷內

容進行評估者訓練，可能因此降低評估者的一致性，幸好分析結果仍發現有不錯的

評分者間信度（級內相關係數.57 ~ .92），這或許代表了人們即使在沒有特別訓練的

情況下，仍能對同一個人的意圖與情緒有相近的評估，顯示了人們普遍都有不錯的

非語言敏感度。 

根據受試者影片的資料，我們發現兩人互動階段中，非語言表達者所展現的訊

息對非語言譯解者的敏感度影響不大（基於評估者的非語言敏感度資料推斷，見第

五章第五節）。在六種非語言敏感度資料上，僅「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正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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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分」與「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權力地位部分」會受到非語言表達者的影響，

且僅後者的資料型態可能會影響本研究的非語言敏感度差異，顯示本研究觀察的非

語言敏感度差異，不大可能是基於非語言訊息表達清晰程度的影響。Snodgrass

（1998）研究發現非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決定了非語言譯解者的非語言敏感度，

領導者會表現比較多他對於配合者的看法；配合者會表現比較多他對於他自己的看

法。本研究結果雖然也顯示非語言表達者有表達能力差異，此差異可能影響非語言

譯解者的敏感度表現，但本研究卻不認為此差異足以解釋非語言譯解者的敏感度差

異，而認為人們的非語言敏感度優劣仍主要決定於譯解者本身的動機與能力，與其

他研究相符。Thomas 與 Fletcher（2003）發現評估他人想法的正確性，主要還是受

到知覺者能力個別差異的影響，而非表達者的表現差異。 

在非語言表達者影響互動者非語言敏感度的探討上，本研究與 Snodgrass 研究

結果有差異。本研究認為非語言表達者影響小，非語言敏感度主要還是受到非語言

譯解者的譯解差異影響，但 Snodgrass 認為非語言敏感度主要決定於非語言表達者

的表達差異。兩種研究結果的差異或許是由於中美文化對展現自我的強調程度有別

（Markus & Kitayama, 1991;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美國文化個體

比較強調自我表現，因此表達者較會外顯地表現出與該想法有關的非語言訊息，此

時非語言敏感度受到非語言表達者的影響會較大（Snodgrass 研究結果）；台灣文化

強調個體與情境相融，非語言表達者的訊息傳遞比較隱微，此時非語言敏感度受到

非語言表達者的影響會比較小（本研究結果）。後續研究可更進一步探討自我展現與

非語言敏感度影響來源（如表達者或譯解者）的關係。 

分析受試者影片中的受試者非語言行為，我們發現權力操弄的確對非語言行為

有效果，高權力者較容易展現與高權力者一致的非語言訊息，低權力者較容易展現

與低權力者一致的非語言訊息。但因本研究檢驗的非語言譯解能力，包括意圖、感

受與權力展現等，其中權力展現僅占一部分，且高低權力者皆展現與其權力一致的

非語言訊息，不同權力訊息不能解釋本研究發現的結果。此外，高權力者有較多身

體前傾（往互動夥伴方向）的姿態表現，顯示有較高動機了解互動伙伴，符合我們

對兩人互動階段的非語言敏感度動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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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困難與未來方向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兩人互動階段所探討的依變項係參考 Snodgrass（1985, 1992）所設計

「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並採用兩人自陳量表

A、B、C、D 的相關分數（correlation）當作非語言敏感度的指標。此法對於探討實

驗操弄的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差異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效果有其優勢，因為標準線

索測驗不適合探討動機差異與不同情境影響的非語言敏感度，而面對面評估法中，

僅利用正負向的標準口語內容方法（Noller, 1980, 2001）也難以反反映領導者與配合

者的動機差異，故本研究採用 Snodgrass 設計的依變項與敏感度計算方式，是目前

所知的最佳研究方法。 

但仔細評估 Snodgrass 採用的計算方式可以發現，非語言敏感度的優劣是基於

非語言表達者自陳的意圖與情緒計算出來，因此必須假定非語言表達者能夠準確察

覺自己的意圖與情緒，若非語言表達者無法確實察覺並報告自己的內心感受，據此

計算出來的非語言敏感度便可能有偏差。然而 Kenny（1994）認為可以用來評估非

語言敏感度的指標大致可分為五種（非語言表達者的自陳資料、其他評分者的一致

判斷、專家判斷、行為觀察與操作型標準），在不同的非語言敏感度研究領域中各有

其最適當的指標。Snodgrass 採用的指標即為 Kenny 分類中的「非語言表達者的自

陳資料」，此指標常用來研究「自己與他人判斷的一致性（self-other agreement）」。

根據自陳資料為指標的優點為可以反映客觀指標無法評估的複雜內心感受，且資料

收集也十分便利。不過其缺點包括（一）人們有動機要展現比較好的自己，故自我

知覺會受到扭曲；（二）當兩人熟識時，人們會想要說服他人相信某些與自己有關的

特質；（三）人們有時無法真正瞭解自己的想法。由於本研究問卷指導語要求受試者

依直覺針對各題目快速反應，預期能減少自我整飭動機對受試者自陳反應的影響，

且本研究討論互動組的受試者間皆互不認識，可避免因熟識而造成的干擾。最後，

雖然人們可能沒有管道可以完全瞭解自己的想法，但第三者對表達者內心的評估不

見得比當事人更為貼近內心感受，故採用非語言表達者的自陳資料來反映非語言譯

解者的正確程度，仍是本研究的最佳選擇。許多研究人際互動的學者們，也選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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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們的自陳資料來計算「自己與他人判斷的一致性」（Bernieri, 1991; Bernieri, 

Zuckerman, Koestner, & Rosenthal, 1994; Blackman, 2002; Funder, 1980; Lippa & Dietz, 

2000; Patterson, Churchill, Farag, & Borden, 1992）。 

2. 自陳動機與特質 

本研究結果雖然可用動機來解釋與權力有關的非語言敏感度，但受試者自陳的

動機卻未能中介權力對非語言敏感度的效果。這可能是因為在實驗短期的操弄下，

受試者未能準確察覺自身的動機。不過，受試者的行為，顯然較敏感地反應個體的

感受與情境的要求，如高權力者表現出較多身體前傾（往互動伙伴方向）的姿態，

顯示有較高動機了解互動夥伴。而且互動個體的非語言敏感度也展現符合動機解釋

的型態。未來研究可思考更敏感的動機測量方式，並能區別不同動機，進一步檢驗

動機對權力與非語言敏感度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蒐集許多受試者的特質與相關訊息，不過這些特性、特質均未對非語言

敏感度有重大的影響。如同動機測量，我們蒐集的受試者特性、特質均仰賴自陳資

料。若受試者無法正確察覺並反映自己的特質、情緒與意圖等，可能會影響研究結

果。影響受試者正確評估自身特性、特質的因素可能包括社會比較的差異，即個體

所處的朋友圈若均具有特定特質，則個體就不易自陳具有較多的該特質（Guimond et 

al., 2007）。未來研究若能發展出較敏感的特性、特質測量方式，可更精確的了解個

體特性、特質對其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 

3. 非語言敏感度的類別 

本研究在兩人互動階段請兩位原本互不相識的受試者進行主題討論後（照顧者

議題或經濟提供者議題），分別評估自己和對方的意圖和情緒，研究結果支持權力差

異的預測。然而，在觀看影片階段的非語言敏感度注意正確性與推論正確性則不受

權力差異的動機效果影響，而較受社會角色實驗情境差異或個體長期傾向的影響。

顯然不同情境與不同對象在不同類別的非語言敏感度上，會展現不同的動機與效

果，未來學者探討女性為何擁有較佳的非語言敏感度，應詳細區分非語言敏感度的

類別，並分別探討各類型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可能原因，不應以偏蓋全認定所

有非語言敏感度的女性優勢都是來自同一原因，如下屬假設認為非語言敏感度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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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是由於女性在社會上缺乏權力所致。 

六、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本研究企圖找到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原因，從權力差異取向與社會角色理

論出發，支持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並非基於男女生理性別的差異。本研究透過短

期實驗操弄（互動時間 15 分鐘內），權力與社會角色就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顯示

非語言敏感度受情境因素的影響較大，且權力地位的效果大於社會角色的效果。首

先發現權力差異會在互動中依循不同動機，而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

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有不同表現，這可以解釋女性在社會上屬於權力少者，

和權力較多的男性互動時，為了保障自己的權益，應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

上有較佳表現，但根據此觀點，「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應有男性優勢，過去

研究卻未發覺此差異，未來可針對此點進行深入探討。另外，本研究也發現社會角

色會造成受試者處理同盟者影片訊息的非語言敏感度差異，「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

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均為照顧者優於經濟提供者，這可以解釋女性長期擔任，

或者被訓練擔任一個照顧者，因此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支持社會角色本身

的工作內容差異即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勞務分派差異不需與權力地位差異連結（經

濟提供者的權力地位高於照顧者），亦能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本研究結果說明兩性分工（男性為經濟提供者，女性為照顧者）不必然是社會

最佳的分工方式，有些女性對職場競爭與成就較感興趣，有些男性對人際互動與照

顧較感興趣。哈伯馬斯（Habermas）在社會批判理論也提及社會上的權力分配不均

會造成不適當現象，人們應當要自我反省與批判，以達到一個人人都平等參與的普

遍合理性狀態（引自 王瑞祺，1986；廖立文譯，1986）。社會批判理論認為人類行

動會受到社會規範與價值的支配（包括社會生活中的權力與意識型態等），因此人類

行動會表現出一種被有系統地扭曲的溝通方式。然而人類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興趣，

要克服意識型態及僵化的權力關係，企圖從盲目的社會、歷史力量中獲得解放，以

主宰自己的命運。因此人們要批判，以揭露與矯正互動和溝通中的扭曲，最後使事

件的相關成員都能平等。在該理論中，強調打破既有的權力差異及社會規範限定的

角色行為，與本研究企圖提供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受到權力及社會角色強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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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訊息，以及本研究提醒並建議人們追求性別的公平及平等的概念，有異曲同

工之妙。進入二十一世紀，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如何根據個人的興趣與能力，提

供其最佳的教育與機會，適才發展。在社會上，人們應極力爭取權力的平等與社會

角色分派的公平，以提供男性相等機會從事照顧者工作，也提供女性相等機會從事

領導者工作。讓每一個人可以擇其所愛，愛其所選，而非以個人性別限制其可能的

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