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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非語言敏感度 

一、非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敏感度之間的關係 

人類有別於其他動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語文（language）」的存在，

然而語文並非只會透過語言（verbal）來傳達，也可以透過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來表達，如：食指與中指分叉伸出，其他手指握拳，代表「勝利

（victory）」的意思。在表達「勝利」的意義時，我們可以不需要說話，僅透過非

語言行為來表達該意義。除此之外，非語言溝通還具有重複、加強、補充、規範語

言溝通等功能（陳皎眉，2004），因此，非語言溝通在人際關係與溝通上，扮演了

很重要的角色。 

除了上述例子所舉的手部動作之外，非語言的溝通管道還包括了眼神注視、臉

部表情、肢體動作和姿勢、觸摸行為、聲音線索、人際距離、衣著打扮等（參見陳

皎眉，2004；陳皎眉、王叢桂、孫蒨如，2006）。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用眼神注

視代表我們對一個人的注意；用觸摸行為代表我們對一個人的喜愛；透過臉部表情

與聲音線索（如音調的高低）可以大致觀察出某人的情緒狀態；透過肢體動作和姿

勢可以判斷某人的意圖與需要（參見 Knapp & Hall, 2006）。這些非語言溝通管道可

能獨自使用，也可能互相搭配使用，人們會透過多重的非語言溝通管道的組合，來

表達各種生理與心理狀態。 

在非語言溝通中，非語言表達者（又稱為非語言編碼者，nonverbal encoder）會

透過各種非語言溝通管道來表達他的生理與心理狀態，非語言譯解者（nonverbal 

decoder）注意到（意識或無意識皆有可能）這些非語言線索之後，會透過這些非語

言線索來解讀對方的狀態（Rosenthal, 2005）。譯解者注意與解讀表達者傳達出來的

非語言訊息之正確程度，就是非語言敏感度。正確察覺與解釋他人非語言訊息的能

力，可再分為兩類（Hall, Murphy, & Mast, 2006）。其中察覺與注意他人非語言訊息

的能力，屬於非語言敏感度的注意正確性 （attentional accuracy）；透過非語言線索

解讀對方狀態的正確程度，屬於非語言敏感度的推論正確性（inferential accuracy）。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4 

二、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目前探討非語言敏感度的文獻多發現女性的非語言敏感度較男性佳，且在不同

國家、不同情境、不同研究方法的文獻當中，都得到支持的結果。整合分析發現採

用非語言敏感度的標準化測驗，在十一個國家（澳洲、加拿大、美國、以色列、新

幾內亞、北愛爾蘭、墨西哥、紐西蘭、香港、西德、新加坡）都發現有非語言敏感

度的性別差異（Hall, 1984），台灣研究也得到女性非語言敏感度優於男性的研究結

果支持（鄧湘蘭，1999）。而無論是針對非常微小的刺激訊息，或是面對陌生人臉

部表情辨認（如陌生嬰兒），女性均比男性有更好的非語言敏感度（Hall & Matsumoto, 

2004; Proverbio, Matarazzo, Brignone, Zotto, & Zani, 2007）。Rosenthal 與 DePaulo

（1979）利用標準化測驗「非語言敏感度檔案（the Profile of Nonverbal Sensitivity, 

PONS）」發現女性正確譯解他人非語言表達的能力比男性佳，與其他標準化測驗

得到相同的結果（如 Rosip & Hall, 2004）。  

三、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生理與社會因素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原因目前尚未有定論，生理取向的學者們提出三種可

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因素，分別為「大腦側化（brain lateralization）」、

「染色體（chromosome）差異」、「賀爾蒙（hormone）差異」（Anderson, 1998）。

第一種解釋認為男性有比較特定化、側化的大腦功能，而女性有比較系統、整合的

大腦功能（Halpern, 1986），當兩側大腦有比較好的合作時，可讓語言訊息及非語

言訊息有較好的協調，故女性有較佳的直覺和社會敏感度（Hall, 1979）。第二種解

釋根據演化取向的親職投資理論（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認為女性需要養育

後代以及選擇配偶，因此在染色體層級上，演化出具有較佳社會敏感度的染色體

（Trost & Alberts, 1998； Anderson, 1998）。第三種解釋認為性別差異和我們發展

關鍵期中的賀爾蒙有關，但極少證據可直接將賀爾蒙與社會敏感度的優劣作連結

（Anderson, 1998）。上述三種觀點的實徵研究並不多，且他們與非語言敏感度的因

果關係經常不得而知。 

另外，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會隨著年齡漸漸擴大，顯示後天影響非語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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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度的重要性。許多研究都發現，嬰兒和小孩在臉部表情的區辨表現上並無性別差

異，但在跨年齡（9-15 歲、高中生、大學生）的研究卻發現，女性優於男性的非語

言敏感度隨著年齡漸漸增加（Brody, 1985）。這顯示了非語言敏感度在成長初期沒

有性別差異，但隨著年齡增加，女性相較於男性的非語言敏感度越來越好。這種性

別差異效果較支持社會學習取向，學者們也傾向採用社會學習取向來解釋非語言敏

感度的性別差異（如 Hall, 1984）。 

社會學習取向的學者們提出多種可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因素，其中較常見的

為「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差異」觀點。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研究，最早也

最多的是權力差異的解釋，心理學家從七０年代開始嘗試用「權力取向」來解釋非

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研究結果卻未受到一致地支持。社會角色差異的觀點在理

論上似乎可以良好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但卻缺乏實徵研究的驗證。另外，

預期狀態理論探討生理性別與社會角色如何相互影響人們在不同作業的權力相關行

為，根據上述權力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觀點，本研究亦將預期狀態理論一併納入，

探討生理性別與社會角色的交互作用如何透過權力差異而影響非語言敏感度。接下

來筆者先回顧過去研究「非語言敏感度」與「權力」之間關係的重要文獻，嘗試釐

清權力與非語言敏感度之關連，再提出權力觀點、社會角色理論與預期狀態理論各

自對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解釋，並進一步檢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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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力差異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 

一、權力與注意力之間的關係 

權力係指一種可以控制對方想要的資源，因而影響或強迫對方的能力（Henley, 

1995)。換句話說，有權力的一方可控制較無權力一方所希望的結果（outcomes）（Fiske 

& Berdahl, 2007）。有權力的一方可藉由提供資源、扣住資源，或者懲罰的方式，改

變無權力一方的行為或狀態（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較無權力一方

唯一能做的是小心謹慎，仔細觀察較具權力一方的一言一行，適當應對，以達到所

希望的結果。 

以權力差異解釋非語言敏感度，根據權力警戒假說（power-vigilance hypothesis）

的觀點，較少權力者的非語言敏感度會優於較多權力者。權力警戒假說認為權力差

異會形成注意力程度的不同，擁有較多權力者，因為其行為結果較不受他人影響，

會減少對互動對象的注意力；相反地，擁有較少權力者，因為其行為結果較受到較

多權力者影響，會提升對較多權力者的注意力（Keltner et al., 2003）。由於注意力是

處理訊息的第一個階段，對於互動對象的注意程度，將決定性地影響個體察覺和解

釋他人非語言訊息的優劣程度。 

二、用權力差異來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由於社會上男性的權力相較於女性為多，根據權力影響敏感度的基本假設，女

性應會發展出較佳的非語言敏感度。Henley（1977）發現非語言溝通性別差異與權

力差異類似，在「Body Politics: Power, Sex,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一書中，

她詳細描述了每一種非語言行為表達、譯解的「性別差異模式」，認為和非語言行為

的表達、譯解所出現的「權力差異模式」相近。如 Henley 提到在地位不平等的兩個

人/在男性與女性相處中，具有較高地位者/男性比較會碰觸對方，但較低地位者/女

性比較不會碰觸對方。又例如：具有較高地位者/男性比較沒有笑容，也不會作自我

揭露，而較低地位者/女性比較有笑容，也比較會作自我揭露。之後，Henley 與

LaFrance（1997, 1984）進一步描述在團體互動中，相較於團體中地位較高者，處於

下屬地位者表現比較多的非語言行為、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比較會調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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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自己非語言行為讓較多權力者感到舒適（如調整兩人談話時的空間距離）、比較

會透過非語言行為來對較多權力者表示順從（submissiveness）（如較多的微笑）。 

上述「權力差異造成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觀點卻受到了 Hall（1979; 1984）

的批評，她認為人際關係中的直接權力差異「不會」造成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Hall 將所有與非語言溝通有關的權力觀點統稱為「壓迫假說（ oppression 

hypothesis）」，並且批評壓迫假說在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解釋性。Hall 認為權

力不能「直接」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只能透過女性在社會上長期的下屬

地位歷史，讓女性學習到「身為女性應當是一個好的非語言譯解者」，而「間接」

影響非語言溝通的性別差異，因此即使權力不平等可以從現代社會中消失，歷史上

對女性下屬地位的長期壓迫也會導致性別角色期待（sex-role expectancy），這些期

待會在同性別中彼此示範、彼此學習與增強，故造成女性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

度。 

針對 Hall 的批評，LaFance 與 Henley（1994）提出「下屬假設（subordination 

hypothesis）」，她們主張女性之所以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是因為女性在社會上

缺乏權力，並在直接權力影響的觀點之外，納入間接權力影響的解釋。根據 LaFrance

與 Henley 的看法，權力地位的差異可透過兩種方式影響非語言敏感度。一為直接影

響，即社會上一直以來的兩性權力差異，使得較缺乏權力的女性在與較具有權力的

男性互動時，為了維護自身的權益，會比較有動機要瞭解對方，而表現出比較好的

非語言敏感度。另一種方式則為間接影響，即權力差異也表現在男女性的性屬社會

化（gender socialization）與性別特質期待上，越具有權力特質者的非語言敏感度越

差。男性被期待具有男性化特質，其中通常包含權力高的特質，如雄心的，支配的；

而女性被期待具有女性化特質，通常不包括權力高的特質。因此當男女性表現出符

合社會期待的性別特質時，男性較女性表現出許多權力高的特質，而女性具有比較

好的非語言敏感度。 

總結以上觀點，除了以權力差異直接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下屬假設

回應 Hall 的批評，還提出兩性權力差異會透過間接的性別角色期待影響非語言敏感

度。但除了權力地位差異，兩性在社會上的勞務分配差異也可能影響性別角色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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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為了解構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可能原

因，本文區分不同來源的性別角色特質，在接下來的文章中，本文以「與權力有關

的性別角色特質」來指稱來自權力地位差異的性別角色特質，而以「與勞務分派有

關的性別角色特質」來指稱單純勞務內容不同的性別角色特質。 

三、權力差異與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相關研究 

以權力觀點進行的非語言敏感度研究，多支持權力地位對非語言敏感度的直接

影響，最著名的是 Snodgrass（1985; 1992）的系列研究。在其 1985 研究，男性與女

性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在兩人一組的成對互動裡，分別扮演具有權力（老師）或不具

有權力（學生）的一方。根據下屬假設，不具有權力的一方應該會有比較好的非語

言敏感度，且如果性別差異是權力差異所致，在控制完權力差異的效果後，受試者

的非語言敏感度應無性別差異的主要效果。實驗結果顯示非語言敏感度有權力地位

差異的主要效果，沒有性別差異的主要效果，支持下屬假設。Snodgrass 在 1992 年

以不同權力角色（美術館老闆或雇員）再次支持下屬假設，權力少者表現較佳的非

語言敏感度，而控制完權力差異的效果，性別差異的主要效果則不顯著，這顯示權

力差異可能是女性有非語言敏感度優勢的原因。 

不過，詳細檢驗 Snodgrass（1985; 1992）的系列研究，可以發現權力地位對非

語言敏感度的影響並非一致。Snodgrass 檢驗的非語言敏感度有兩種，一為「察覺你

如何看我敏感度（B sees Me）」，指涉個體評估互動對方如何看待個體的正確程度（我

評估你如何看待我的正確程度）；另一則為「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B sees 

Self）」，即個體評估互動對方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正確程度（我評估你如何看待你自

己的正確程度）。結果發現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上，權力少者的敏感度的確

高於權力多者，符合過去權力觀點的看法。但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

則是權力多者的敏感度高於權力少者。這顯示由權力觀點解釋非語言敏感度，必須

考量權力互動中不同類型的非語言敏感度的效果。 

權力差異對不同種類的非語言敏感度有不同的效果，可以從互動雙方的動機來

瞭解。權力少者有動機要觀察權力多者對自己的觀感，藉由正確評估他人如何看待

自己，在互動中表現出權力多者眼中自己應表現的合宜行為，以得到獎賞或避免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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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故權力少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會比權力多者為佳。然而權力多者沒

有動機要觀察權力少者對自己的觀感，反而因為重視控制與影響他人，權力多者有

動機要瞭解權力少者對他自己的看法，以藉由正確評估他人的自我了解，方便在工

作中或作業裡提供權力少者指導與控制，故「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較佳。

Hall，Halberstadt 與 O'Brien（1997）也認為上司和下屬會有不同的互動動機，上位

者會有照顧和懲罰下屬的動機，下位者會有觀察和取悅上司的動機。動機的差異可

能造成人們在不同非語言敏感度種類上的表現差異。 

    另一方面，以間接權力觀點探討權力地位透過男女性別特質所形成的非語言敏

感度性別差異，多未受支持。Hall（Hall & Halberstadt, 1994; Hall, Halberstadt, & 

O'Brien, 1997）曾以系列研究探討社會上長期的權力差異結果（如個人信念、真實

權力關係）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個人信念」中的下屬地位包括：支持婚姻傳統

價值、接受尊卑的性別角色價值、較無支配人格（dominance personality）、自認地

位比較低、認為自己的行為結果（outcome）是受到他人控制的；「真實關係」中的

下屬地位包括：薪水階級比較低、父母教育或收入比較低，之前沒有領導經驗、社

經地位較低等。結果發現受試者在真實生活中的個人權力信念或真實權力關係與非

語言敏感度的標準化測驗之間均缺乏關聯。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真實生活中較缺乏權

力者通常沒有較佳的非語言敏感度，甚至反而可能表現出較差的非語言敏感度，反

駁權力地位透過性別角色間接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可能。 

雖然上述文獻出現正反兩面的結果，但可以發現研究上的幾個差異點。第一，

研究方法的差異。直接權力的研究採用成對（dyad）互動的實驗法，讓非語言表達

者與非語言譯解者在真實情境中互動，此法較可以反映出受試者注意並處理互動對

象非語言訊息的動機（Hall, Bernieri, & Carney, 2005）。由於受試者擔任不同地位或

角色，在接觸不同地位或角色的互動對象時，可能會因為注意對方的程度與面向不

同，因而表現出優劣程度不同的非語言敏感度。但在間接權力研究中，以標準化測

驗來測量受試者的非語言敏感度，此法僅能反映受試者在一般情況之下，對於標準

化刺激所展現的非語言敏感度。本研究想要釐清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是否來自

兩性的權力差異。根據權力警戒假說，權力多寡會造成人們對於互動對象產生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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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力，因此本研究採取成對互動的研究方法，透過互動中的注意力差異，探討

權力差異對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影響。 

第二，下屬地位的操作型定義不同。在直接權力的研究中，以兩人互動的地位

較低者（如：學生、雇員）為下屬地位者，身處下屬地位者會在互動中受到權力的

「直接」影響，研究結果支持權力對於非語言敏感度有顯著的影響。在間接權力的

研究中，則以問卷法調查權力個人信念（如支持婚姻傳統價值），研究內容屬於權

力透過性別角色期待與及社會化所造成的「間接」影響，結果顯示這些變項和非語

言敏感度間，大多沒有相關或有違反預期的相關。而當 Hall 在後來的研究中採用直

接權力差異中較少權力者做為下屬地位的操作型定義時，其研究結果便支持了下屬

假設（Hall, Carter, & Horgan, 2001）。因此本文推論，直接權力差異才對非語言敏

感度有顯著的影響。故本研究直接給予受試者權力差異的分派，探討直接權力差異

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可能影響。 

雖然 Hall 的研究（Hall & Halberstadt, 1994; Hall, Halberstadt, & O'Brien, 1997）

未發現支持間接權力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證據，但其使用的間接權力指標，卻可能

影響權力操弄。支配人格屬於 Hall（Hall, Halberstadt, & O'Brien, 1997）對於間接權

力操作型定義的指標之一。雖然在 Hall 研究並未發現支配人格分數較低者（即下屬

地位）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但非語言譯解者本身的支配人格（dominance 

personality）可能會對人際互動中的直接權力差異分派造成影響（Anderson & Berdahl, 

2002）。Anderson 與 Berdahl 的研究發現，高低不同的支配人格者對於權力的敏感

度有差異，高支配人格者對於實驗分派的權力比較敏感。也就是說，實驗者給予受

試者多或少的權力，權力差異所產生的效果會在高支配人格者身上比較明顯，在低

支配人格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比較小。因此本研究擬加入受試者的「支配人格」為

研究變項，以排除支配人格可能對實驗操弄效果的影響。 

綜上所述，學者們採用社會中兩性的權力差異來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

異，認為女性在社會中屬於較少權力的一方，在真實互動中有動機要瞭解較多權力

的男性，透過注意較多權力的男性來保障自己的權益，故女性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

敏感度。但根據權力互動中的不同動機，權力多者和權力少者在不同類型的非語言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11 

敏感度上各佔優勢，故本研究想更進一步釐清權力和不同類別非語言敏感度之間的

關連。此外，權力間接影響之性別角色特質與非語言敏感度間的關係在過去研究中

未獲得支持，但除了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外，尚有其他性別角色特質。本研

究嘗試結合另一探討性別角色的理論－社會角色理論，檢驗照顧者與經濟提供者這

兩種社會角色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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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角色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 

前一節中提到 LaFrance 與 Henley（1994）和 Hall（1984）都認為兩性擔任不同

權力地位的經驗，會透過性別角色特質造成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在性別角色

特質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研究卻沒有發現支持證據。然而要完全否定性別角色對非

語言敏感度的影響，必須檢驗其他重要的性別角色。上述三位學者強調的性別角色

皆是男女性在「權力地位」的差異（如上司與下屬），Eagly（1987）則著眼於「勞

務分工差異」的性別角色，提出「社會角色理論」。 

一、社會角色理論與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Eagly（1987）認為社會行為的性別差異會受到社會角色的強烈影響。社會角色

存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中，包括許多不同的社會角色（如士農工商、父母、子女等）。

Eagly 整合許多性別差異與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認為社會角色放大了兩性先天有

的性別差異。社會角色可能與兩性的生理特質差異有關，部分社會角色的分派可能

根據兩性生理特質的差異來進行，如男性生理上有較強的肌力與爆發力，在粗重工

作的社會角色分派上，男性佔有大多優勢。然而，誤將所有的性別差異當成兩性不

同社會角色分派的原因，而辯證兩性有分工的必要，是反果為因，根據社會角色理

論，許多性別差異其實是兩性經常擔任不同社會角色所造成的結果（參見李美枝，

1981）。 

社會角色理論可以解釋許多社會行為上的性別差異，其中包括了非語言敏感度

的性別差異。Eagly（1987）在眾多社會角色特別強調「照顧者角色（domestic role/ 

caregiver）」與「經濟提供者角色（family provider/ paid employment）」 的差異。根

據社會角色理論（見圖 1），兩性在社會上因為經常擔任不同的勞務工作，影響了社

會對於兩性有不同的「性別角色期待（gender-role expectation）」，如男性經常擔任經

濟提供者，應具備獨立的特質；女性經常擔任照顧者，應具備溫暖的特質。由於兩

性在社會上經常擔任不同的勞務工作，透過社會化歷程，經由父母、學校、媒體與

社會等管道，學習與兩性社會角色相關的技巧和信念，久而久之，兩性在某些社會

行為上便產生了差異。社會角色理論所提及的性別角色特質是來自於社會上勞務分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13 

派的差異，在接下來的研究中，本文指稱這種性別角色特質為「與勞務分派有關的

性別角色特質」。 

以社會角色取向可以解釋女性較男性佳的非語言敏感度（Eagly, 1987）。根據社

會角色理論的觀點，女性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是因為她們實際上擔任，或者

被訓練、期待要擔任一個照顧者社會角色。照顧者社會角色會把自己個人的目標置

於他人之後，發展出同理心與瞭解的能力，並且能預先考慮到他人的需要及問題，

是屬於一種人際取向（people-orientated）的社會角色。至於男性則通常擔任經濟提

供者的社會角色，經濟提供者在工作上強調要達到組織目標，或和其他成員競爭，

必須作決策且和同事情緒分離，他們會將焦點集中在作業的完成上，是屬於一種作

業取向（task-orientated）的社會角色（參見 Broverman, Vogel, Broverman, Clarkson, 

& Rosenkrantz, 1972）。 

    社會角色理論對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解釋，目前僅停留在理論。此外，以

社會角色差異解釋非語言敏感度，多著重社會角色工作內容不同，即照顧者與經濟

提供者著重不同面向形成不同程度的非語言敏感度。然而社會角色理論同時也認為

在一個家庭中，經濟提供者的權力地位是高於照顧者的（Eagly, 1987）。在上一節我

們已經談過權力地位對於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為了釐清社會角色對於非語言敏感

度的影響是否只受到權力地位差異的影響，或者僅勞務分派差異造成的人際取向與

作業取向差異也會影響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本研究嘗試提供實徵資料來探討社

會角色對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並分別操弄權力與社會角色，以進一步瞭解權力和

社會角色各自與非語言敏感度的關連。 

雖然權力差異取向與社會角色理論都認為性別角色特質會影響非語言敏感度，

但兩者對於性別角色期待的看法有差異。Hall（1984）提到兩性長期的權力差異，

會間接透過「性別角色期待」來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而 Eagly（1987）

認為照顧者與經濟提供者的勞務分工差異，會透過「性別角色期待」和「與性別有

關的技巧和信念」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上述兩者提到的性別角色期待所

指稱的性別角色特質有所不同，Hall 所指的是「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如有

領導才能的、好支配的；Eagly 所指的是「與勞務分派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如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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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的、溫暖的、競爭的、自力更生的。為了進一步瞭解不同的性別角色特質對於

非語言敏感度的影響，本研究將分別測量受試者的「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

與「與勞務分派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以便瞭解這些性別角色特質與非語言敏感度

的可能關係。其中「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包括「權力多者特質」與「權力

少者特質」。「與勞務分派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包括「經濟提供者特質」與「照顧

者特質」。 

根據社會角色理論，非語言敏感度是擔任照顧者過程中獲得的能力。因此，不

論男性或女性，在擁有相近的過去經驗情況下，擔任照顧者的非語言敏感度應當比

擔任經濟提供者為佳。但在實際的人際互動中，男女性對於不同社會角色的熟悉與

期待，也可能影響人們的社會行為，預期狀態理論便針對這部分進行探討。 

二、預期狀態理論 

根據預期狀態理論（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兩性在自己性別熟悉與否的作業

中，所表現出來的權力相關語言和非語言行為會有差異（Ridgeway & Bourg, 2004; 

Wagner & Berger, 1997）。男性在男性化作業中會被預期能力比女性佳，故會展現較

多與權力有關的語言行為（如發起談話）與非語言行為（如說話時注視對方較多、

聆聽時注視對方較少），甚至透過自我實現預言能真正提升該作業的表現。女性則在

女性化作業中比較會展現與權力有關的各種行為（Balkwell & Berger, 1996; Dovidio, 

Brown, Heltman, Ellyson, & Keating, 1988）。研究也顯示兩性在與異性的兩人互動

中，若處理非自己性別熟悉的作業，會因為預期自己的地位較低、權力較少，而在

互動中展現較多順從行為（Maupin & Fisher, 1989）。也就是說，兩性均在符合兩性

傳統分工的社會角色作業上會展現較多權力多者行為，且被預期會表現地比較好；

在不符合傳統兩性分工的社會角色作業上會展現較多權力少者行為，且被預期會表

現地比較差。 

根據預期狀態理論，社會角色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方式更為複雜。除了照顧者

與經濟提供者的角色差異外，兩性各自在擔任自己性別的傳統社會角色時，會出現

相似的高權力者行為，在擔任自己性別的非傳統社會角色時，會出現相似的低權力

者行為，這些權力相關行為會進一步影響人們的非語言敏感度，並且可能會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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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已存在之權力差異形成生理性別、社會角色與權力的三因子交互作用。 

三、小結：用權力差異、社會角色與預期狀態理論來解釋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 

綜上所述，權力地位與社會角色均可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而社會角色熟悉程

度也可能經由權力相關行為而影響非語言敏感度。其中，以權力地位解釋非語言敏

感度的「下屬假設」認為女性相較男性缺乏權力，使女性必須擁有比較好的非語言

敏感度。而「社會角色理論」則假定女性實際上擔任，或者被期待要擔任需具非語

言敏感度的照顧者角色，因此女性表現出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此外，預期狀態

理論認為兩性在傳統社會角色的作業中會展現較多權力行為，且被預期作業表現較

佳，故作業型態（男性或女性作業）也可能透過權力差異間接影響非語言敏感度。

最後，正如我們在探討權力觀點的文獻中指出，權力多寡影響個人的非語言敏感度

優劣，必須考量非語言敏感度的類型。我們在下節先說明不同的非語言敏感度的研

究方法與種類，再分由權力觀點、社會角色理論與預期狀態理論提出本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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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語言敏感度的研究方法與種類 

一、非語言敏感度的種類 

非語言敏感度大致可以分為推論正確性（inferential accuracy）與注意正確性

（attentional accuracy）兩種（Hall, Murphy et al., 2006）。過去研究常見的非語言敏

感度如判斷情緒或判斷意圖等，都屬於非語言敏感度的推論正確性，研究多數發現

女性的表現優於男性（如 Hall, 1984）。單純注意到非語言行為的正確程度，如回憶

非語言行為正確率，則屬於注意正確性。近年來發展出利用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

來研究非語言敏感度注意正確性，但相關研究不多，與性別差異有關的文獻僅有一

篇，研究結果指出女性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優於男性（Hall, Murphy et al., 2006)。 

根據 Snodgrass（1985; 1992）的研究，推論正確性還可以分為「察覺你如何看

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研究結果顯示身為權力少者，為了保

障我自己的資源與結果，需要注意權力多者你對我的看法，故「察覺你如何看我敏

感度」優於權力多者。而身為權力多者，為了要觀察權力少者的表現，以便指導權

力少者進行作業與給予獎懲，需要注意權力少者你對你自己的看法，故權力多者的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優於權力少者。 

二、非語言敏感度的研究方法 

常見的非語言敏感度研究法有三類，分別為：標準化線索測驗、外顯知識評估、

面對面評估。以下檢視各類研究法的內容與適用性。 

1. 標準化線索測驗 

在標準化線索測驗的研究中，研究者利用拍攝好的影片、照片，或者消去文字

內容的聲音檔案做為實驗刺激，要求受試者判斷影片、照片或聲音檔案中人物的情

緒、意圖或彼此之間的關係，判斷越正確代表非語言敏感度越好。例如：「非語言

正確性診斷分析（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DANVA）」 （Baum & 

Nowicki, 1998）、「非語言正確性診斷分析-台灣版本（the 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Taiwan version, DANVA-TW）（曾懷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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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線索測驗廣泛被使用在非語言敏感度的相關研究，因為它們具有良好的

信度與效度，且施測與計分都相當容易。但標準化線索測驗有生態效度的限制，且

無法在真實互動中，展現受試者本身擔任不同地位或社會角色時，對互動對象所產

生的不同注意力與不同非語言敏感度。由於本研究重視受試者在不同情境的非語言

敏感度表現，而非在一般情況普遍擁有的非語言敏感度，因此不採用標準化線索測

驗進行研究。 

2. 外顯知識評估 

在外顯知識評估的研究中，研究者設計數十題與非語言敏感度有關的是非題題

目，受試者採用紙筆測驗作答自己是否符合題目所述的內容，分數的高低代表非語

言敏感度的優劣。例如：非語言線索知識測驗（Test of Nonverbal Cue Knowledge, 

TONCK）（Rosip & Hall, 2004）。這種研究方法不僅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更能大

量且快速的施測，但此研究方法與標準化線索測驗一樣，無法反映出受試者與互動

對象之間的關係可能對於非語言敏感度表現之影響，因此外顯知識測驗也不適用於

本研究。 

3. 面對面評估（face-to-face） 

面對面評估，亦可稱為成對互動取向（dyadic interaction approach），主要的研

究方法是在兩位受試者真實互動之後，分別評估自己和對方的意圖或情緒，再以雙

方評估分數的相關性（correlation）作為非語言敏感度的指標（如 Snodgrass, 1985; 

1992），或者由表達者表達不同正負向態度的標準內容口語訊息，以譯解者能正確

判斷正負向態度的程度，作為非語言敏感度的指標（如 Hall, Rosip, LeBeau, Horgan, 

& Carter, 2006; Noller, 1980, 2001），分數越高者代表譯解者的非語言敏感度越好。

在面對面評估的研究典範中，有一種新興的研究方法稱為「非語言線索的回憶（recall 

of nonverbal cues）」（Hall, Murphy et al., 2006），這種研究方法是在兩位受試者真

實互動之後，嘗試回憶對方的非語言行為線索，受試者越能正確記憶對方的非語言

行為，代表非語言敏感度越好。 

Hall，Carter 與 Horgan（2001）認為非語言敏感度可以分為特質為基（trait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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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境為基（situation based）兩種，特質為基非語言敏感度指稱人們跨時間與情境

穩定的非語言敏感度，情境為基非語言敏感度探討人們受到情境影響的非語言敏感

度。標準化測驗適合測量特質為基的非語言敏感度，卻不適合測量情境為基的非語

言敏感度。本研究集中焦點在探討人們身處不同權力地位與社會角色時所展現的非

語言敏感度優劣，故研究焦點為情境為基的非語言敏感度，故較適合採用面對面評

估法進行研究。 

面對面的研究方法也被學者們認為是最適合用來研究非語言敏感度的動機歷程

（Hall et al., 2005）。也就是說，透過受試者面對面的互動方式，最能反映出受試者

想要注意彼此的程度，並且將這樣的注意力動機反映在非語言敏感度的差異上。但

此法所測量到的非語言敏感度卻可能受到非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差異所影響

（Snodgrass, 2001; Snodgrass, Hecht, & Ploutz-Snyder, 1998）。研究發現成對互動中，

權力較少的非語言表達者會表達出較少清楚的訊息（Hall, Rosip et al., 2006）。換句

話說，權力較多者對於權力較少者的非語言敏感度之所以會比較差，一部分原因可

能是來自權力較少者沒有表達清楚非語言訊息的緣故，並非完全是權力較多者不注

意權力較少者的緣故。因此為了解決非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差異對研究結果可能

造成的影響，本研究除了設計兩人實際進行互動的實驗階段，還設計受試者觀看固

定非語言訊息的影片。由於兩人實際進行互動時，受試者的非語言敏感度可能來自

於自己的譯解能力優劣，也可能來自對方的表達能力優劣，因此所測量到的非語言

敏感度分數差異不能完全反映非語言譯解者的能力差異。但若受試者觀看固定實驗

刺激影片，因影片人物的非語言訊息固定（不因受試者不同而有差異），本研究可

控制非語言訊息表達能力差異對於評估受試者非語言敏感度所造成的干擾，故受試

者於觀看影片階段所展現的非語言敏感度優劣，僅單純反應非語言譯解者的能力差

異。本研究並在徵求受試者同意後錄影實際互動，藉評估者觀看受試者表現後的非

語言敏感度反應，以及編碼者分析受試者的數種行為，探討非語言敏感度表達是否

確實會影響對方的非語言敏感度表現。 

三、本研究採用的非語言敏感度種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兩個階段的實驗，一為兩人互動階段、一為觀看影片階段。兩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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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階段探討人們在與他人真實互動時，處理互動對方訊息的非語言敏感度推論正確

性，可反應受試者處於不同情境與不同動機的非語言敏感度。參考 Sondgrass（1985, 

1992）研究變項，本研究探討「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

敏感度」兩個依變項，根據權力差異者的不同動機，預期在這兩種依變項上會有不

同的權力效果。然而社會角色理論並未預期照顧者優勢在不同種類的非語言敏感度

上有差異，故預期在兩種依變項上均為照顧者優於經濟提供者。觀看影片階段探討

人們處理影片人物訊息的非語言敏感度注意正確性（回憶非語言敏感度正確率）與

推論正確性（判斷情緒正確率），固定影片刺激可以排除受試者非語言敏感度受到非

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差異影響，本研究分別探討非語言敏感度的注意正確性與推

論正確性，企圖瞭解兩種非語言敏感度類別受到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差異的效果是

否相同。 

除了上述文中可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因素外，處理與情緒有關的非語言行為

線索時，非語言敏感度也可能會受到情緒智力（emotion intelligence）影響。情緒智

力包括「自我情緒評估」、「他人情緒評估」、「情緒使用」及「情緒調節」四個

部分（Wong & Law, 2002），其中與非語言敏感度較密切的為「他人情緒評估」。

受試者自陳的他人情緒評估分數，反映了受試者自我評估自身對於他人情緒的理解

程度，此情緒智力的個別差異可能影響受試者在實驗時所展現的非語言敏感度優

劣。雖然本研究採取隨機分派的方式，控制受試者的個別差異，但為避免受試者的

情緒智力中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將測量受試者的「他人

情緒評估能力」，以排除個別差異，確保非語言敏感度的實驗情境差異來自實驗操

弄的結果。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20 

第五節   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可能有多種來源。權力取向

認為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來自於權力差異，一般而言女性在社會上較缺乏權力，

為了與權力較多者相處時，能夠保障自己的權益，因此會表現出比較好的非語言敏

感度。但實徵研究發現區分不同種類的非語言敏感度後，權力高低會因其動機與互

動情形，在不同種類的非語言敏感度有不同的優勢。也就是說，權力少者為了保障

自己的權益，在互動中會注意權力多者對權力少者的看法，故有較佳的「察覺你如

何看我敏感度」；然而權力多者為了控制與獎懲權力少者進行作業，在互動中會注

意權力少者對其自己的看法，故有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 

社會角色取向則認為，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是來自於兩性不同的勞務分

派。女性由於經常擔任照顧者，被訓練或者被期待要關懷照顧身邊的人，經常將注

意力焦點放在他人的情緒與意圖上，因此女性有比較好的非語言敏感度。男性由於

經常擔任經濟提供者，在職場上著重於作業完成，將注意力焦點放在作業而非他人

的情緒與意圖上，故男性有比較差的非語言敏感度。 

預期狀態理論主張社會角色與生理性別交互決定權力的多寡。若以權力觀點探

討非語言敏感度，根據預期狀態理論，權力、社會角色與生理性別的三因子交互作

用方能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預期狀態理論認為生理性別與男/女性化作業

類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人們的權力相關行為，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男女性在從事符合

性別的作業類型時，會表現較多高權力者行為，從事不符合性別的作業類型時，會

表現較多低權力者行為。根據權力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觀點，男性於有權力的符合

性別作業中（即男性化作業）應有最高權力，因此這些男性於屬於高權力者優勢的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表現最好；而女性於缺乏權力的不符合性別作業中

（即男性化作業）應有最低權力，因此這些女性於屬於低權力者優勢的「察覺你如

何看我敏感度」亦會表現最好。 

根據以上的理論觀點，本研究以兩階段資料探討四種非語言敏感度指標，在觀

看影片階段包括「情緒判斷正確率」與「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在兩人互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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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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四種非語

言敏感度指標檢驗以下假設： 

 觀看影片階段： 

1. 無權力差異假設：本階段受試者與影片人物之間沒有權力差異的關係，故

權力在「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上應沒有效果。 

2. 社會角色假設一：根據社會角色理論，相較於經濟提供者，照顧者應表現

出較佳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 

 兩人互動階段： 

1. 低權力者假設：相較於權力多者，權力少者為維護自身權益，會表現出較

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 

2. 高權力者假設：相較於權力少者，權力多者為了在兩人互動中可以控制與

獎懲權力少者，在互動中應表現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 

3. 社會角色假設二：根據社會角色理論，相較於經濟提供者，照顧者應表現

出較佳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 

4. 預期狀態三因子假設：根據預期狀態理論，實驗短期操弄的社會角色符合

受試者性別的傳統社會角色與否，和實驗操弄權力之間的三因子交互作用

會影響受試者的非語言敏感度。本研究假設在兩人互動階段中，有受試者

性別、權力操弄與社會角色分派的三因子交互作用。若女性處於經濟提供

者角色，且不具權力時，由於生理性別為低權力的一方，加上身處不符合

自身性別傳統社會角色（即缺乏權力），以及實驗分派低權力，其權力感最

低，故其「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應較其他情境佳。若男性處於經濟提

供者角色，且具有權力時，由於生理性別為高權力的一方，加上身處符合

自身性別傳統社會角色（即具有權力），以及實驗分派高權力，其權力感最

高，故其「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應較其他情境佳。 

 四種非語言敏感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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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性別假設：根據權力取向與社會角色取向，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是來

自於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差異。控制權力差異分派與社會角色分派之後，本研究假

設男性受試者與女性受試者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判斷情緒正確率」、「察

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均沒有顯著差異。 

除了上述主要研究問題之外，本研究還加入三個有關的研究變項： 

1. 支配人格（dominance personality） 

本章第二節提到 Hall（Hall, Halberstadt, & O'Brien, 1997）進行間接權力影響非

語言敏感度的研究，其中「較低支配人格」屬於間接權力的下屬地位定義之一，該

研究雖未發現支配人格與非語言敏感度的關係，但過去研究（Anderson & Berdahl, 

2002）指出支配人格會影響人們對權力的敏感度：高支配人格者對於權力操弄比較

敏感，低支配人格對於權力操弄比較不敏感。根據 Anderson 與 Berdahl 的研究發現，

本研究認為非語言譯解者本身的支配人格可能影響實驗給予直接權力差異的操弄效

果。因此本研究測量受試者的「支配人格特質分數」，藉此控制受試者本身的支配人

格，以檢驗並避免對實驗結果的影響。 

2. 性別角色期待（sex-role expectation, gender-role expectations） 

在性別角色期待的探討裡，權力差異取向認為「與權力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

可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社會角色理論認為「與勞務分派有關的性別角色特質」可

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為了進一步瞭解不同的性別角色特質對於非語言敏感度的影

響，本研究將測量受試者的二十個男性化特質、二十個女性化特質與二十個中性化

特質，根據預試結果區別出「權力多者特質」、「權力少者特質」、「經濟提供者特質」

與「照顧者特質」，藉此檢驗並控制各實驗情境受試者的性別角色特質差異。 

3. 情緒智力：他人情緒評估能力 

過去研究顯示女性的情緒智力優於男性（Freudenthaler, Neubauer, & Haller, 

2008; 王佳玲, 2004），與非語言敏感度性別差異的傾向一致。且情緒智力概念中他

人情緒評估，即透過非語言訊息察覺對方情緒的能力，可以代表受試者實驗前的非

語言敏感度。因此本研究測量情緒智力中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以檢驗實驗前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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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能力是否影響實驗中的非語言敏感度。雖然本研究採隨機分派，可降低個別差異

對實驗操弄效果的影響，但測量受試者自陳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可協助研究者

檢驗受試者隨機分配的可能偏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