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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 

第一節  受試者基本資料與統計分析方法 

一、受試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招募台灣地區大學生，共有男性 48 位，女性 48 位。根據本研究採用之

人口學變項問卷，整理「受試者組成」如表 1，受試者組成並未集中於某學院或某

年級，且多數受試者均有擔任照顧者或經濟提供者（打工經驗）的經驗。根據本實

驗操弄前測量的三個量表，整理「受試者各項特質性別差異」如表 2，所有分數均

沒有性別差異（ps > .10）。 

二、選擇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 

由於本研究依據的文獻未指出配對性別組成對非語言敏感度有很大的影響，本

研究以混合模式變異數分析檢驗配對性別組成（同性、異性）在四個非語言敏感度

分數上的差異。結果顯示配對性別組成對非語言敏感度沒有影響（ps > .11）。因此，

往後分析不再探討配對性別組成。接著亦利用混合模式變異數分析，檢驗配對的相

依性是否違反獨立假設。結果確認各配對內受試者的回答受到配對影響的相依性不

高（ps > .53），表示配對資料不違反獨立假設（Kashy & Kenny, 2000）。因資料型態

不違反獨立假設，分析時採傳統的變異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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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操弄檢核 

研究者自行設計之權力操弄檢核題目：「在討論中，我對另一位同學有比較多

的影響力。」（測量影響力）、「在討論中，我感到另一位同學對我比較尊重。」

（測量受尊重感）、「如果活動成功，都是我的功勞」（測量功勞感），結果發現

三題均無法正確反映研究的權力操弄。在影響力與功勞感題目中，配合者因報告較

多個人意見，而領導者較多聆聽與決策，故配合者可能因此誤以為自己對於討論結

果有比較多的影響力與功勞，結果配合者的影響力分數（M = 4.69）反而顯著高於

領導者（M = 4.46，p < .05），功勞感分數雖不達顯著差異（p > .10），但仍是配合

者（M = 2.88）高於領導者（M = 2.40），且功勞感分數與女性特質、照顧者特質均

呈顯著負相關（r = -.27, -.22, ps < .05），表示越具有女性特質與照顧者特質者，自

陳的功勞感越低。在受尊重感題目中，雖然領導者的受尊重感分數（M = 5.15）略

高於配合者（M = 5.08），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差異（p > .10），可能是因為在大學生

互動中，雙方對彼此都很尊重，即使領導者的受尊重感較高，也差不了多少。 

因此本研究最後根據自陳問卷中的「我主導團體討論」與反向題「我配合團體

討論」做為權力操弄檢核題目（測量權力感），其中三對討論組共六位受試者未通過

權力操弄檢核（該討論組中的配合者權力感分數高於領導者），除了未通過權力操弄

檢核的六人外，其餘受試者的資料顯示領導者權力感（M = 5.04）顯著高於配合者

（M = 2.53），t(88) = 14.79，p < .01。 

社會角色操弄檢核題目為三題單選題：「我們討論的目的為的是要照顧他人/推

銷商品？」、「我們討論的內容是著重在業績的成長/他人的需求？」、「如果活動成

功，相關人物將會在新環境適應良好/增加許多金錢收入？」，其中兩對討論組共四

位受試者未通過社會角色操弄檢核（該討論組中通過社會角色操弄檢核的比例太

低）。本研究收集 96 位受試者資料，去除未通過權力操弄檢核的六人，以及未通過

社會角色操弄檢核的四人，最終有效受試者人數為 86 人，以此樣本進行後續資料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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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權力感分析與其他可能影響依變項因素 

一、權力感的分析 

為檢驗權力操弄產生的權力感強度，先進行 2（受試者性別）x 2（權力：多、

少）x 2（社會角色：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有性別、

社會角色與權力分派的三因子交互作用，F(1, 78) = 4.17，p < .05（見圖 2）。兩性均

在擔任非傳統的社會角色時，權力感會受到的權力操弄（權力多或少）的效果比較

大，擔任傳統的社會角色時，權力感受到權力操弄的效果比較小。這個結果符合預

期狀態理論的看法，因為擔任符合兩性分工的社會角色本身已有權力意涵，因此權

力操弄的效果較不明顯。 

二、可能影響非語言敏感度的變項分析 

針對受試者於實驗操弄前自陳的各類特質（權力多者、權力少者、照顧者、經

濟提供者）、他人情緒評估能力、支配人格，分別檢驗實驗情境效果，以確保隨機分

派後各情境的可比較性。以 2（受試者性別）x 2（權力）x 2（社會角色）變異數分

析發現，其中他人情緒評估能力在社會角色操弄情境上有臨界顯著效果，F(1, 78) = 

3.20， p = .077，經濟提供者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分數（M = 5.46）大於照顧者（M 

= 5.04）。另外人格特質中的經濟提供者特質在受試者性別上有臨界顯著效果，F(1, 78) 

= 3.07，p = .083，相較男性（M = 4.69），女性自陳較強的經濟提供者特質（M = 5.02）。

雖然以上變項的影響皆不大，為避免上述變項影響研究發現，後續分析將他人情緒

評估能力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當作共變數，以控制其效果。另外人口學變項問卷蒐集

到的各項資料於各情境無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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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四種非語言敏感度指標的分析結果 

以下分就觀看影片階段、兩人互動階段進行探討。在觀看影片階段，探討受試

者面對同盟者影片中的影片人物所展現的非語言敏感度注意正確性與推論正確性。

預期在「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與「判斷情緒正確率」上均沒有權力效果（無權

力互動假設）；但有社會角色效果，照顧者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一）。在

兩人互動階段，探討受試者面對真實互動對象時所展現的兩種非語言敏感度推論正

確性。預期權力少者與權力多者會透過不同互動目的與動機，在「察覺你如何看我

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表現不同（低權力者假設與高權力者

假設）。根據社會角色取向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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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角色假設二）。根據

預期狀態理論的看法，性別、權力操弄與社會角色分派的三因子交互作用應影響「察

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預期狀態三因子假設）。

此外，本研究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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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實驗控制權力差異分派與社會角色分派之後，預期男性受試者與女性受試者在四

種非語言敏感度分數上均沒有顯著差異（生理性別假設）。並藉由分析實驗者錄下兩

人互動過程的受試者影片，檢驗非語言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影響受試者非語言敏感度

的可能性。所有研究假設與實驗結果可見表 3。 

一、觀看影片階段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 

觀看影片階段，受試者與同盟者影片人物無權力關係，本研究預期在「回憶非

語言行為正確率」上無權力差異效果（無權力互動假設）；但有社會角色效果，照顧

者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一）。檢驗時，針對「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

進行 2（受試者性別）× 2（權力：高、低）×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

者）的三因子共變數分析，共變數為受試者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與經濟提供者特質。

結果權力主要效果不顯著，p > .10（支持無權力互動假設）。接近顯著的社會角色主

要效果支持社會角色假設一，F(1, 76) = 3.79，p = .055，照顧者社會角色的「回憶非

語言行為正確率」高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參見表 4）。上述結果顯示受試者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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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權力差異的同盟者影片人物時，由於缺乏實際的權力運作，先前被促發的權力

多寡不會影響回憶同盟者影片人物非語言行為的正確率。但相較於先前被促發經濟

提供者的受試者，照顧者在回憶同盟者影片人物的非語言行為上較為正確。當實驗

控制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後，男女性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沒有顯著差異（p 

> .10）。 

二、觀看影片階段的「判斷情緒正確率」 

觀看影片階段，受試者與同盟者影片人物無權力關係，本研究預期在「判斷情

緒正確率」無權力差異效果（無權力互動假設），但有社會角色效果，照顧者優於經

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一）。檢驗時，針對「判斷情緒正確率」，進行 2（受試者

性別）× 2（權力：高、低）×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共

變數分析，共變數為受試者的他人情緒評估能力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結果權力主要

效果不顯著，p > .10，支持無權力互動假設。且社會角色主要效果接近顯著，F(1, 76) 

= 3.57，p = .063，支持社會角色假設一，照顧者社會角色的「判斷情緒正確率」高

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參見表 4）。上述結果顯示由於缺乏實際的權力運作，先前

促發的權力多寡在受試者判斷情緒的正確率上沒有效果；但相較於先前被促發為經

濟提供者的受試者，身為照顧者的「判斷情緒正確率」較佳。當實驗控制權力差異

與社會角色後，男女性的「判斷情緒正確率」仍有顯著差異，顯示影響「判斷情緒

正確率」的除了實驗分派權力差異與社會角色外，尚有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 

三、兩人互動階段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 

本研究預期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上，權力少者的表現會優於權力多者

（低權力者假設），照顧者的表現會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二），另外受試

者性別、權力與社會角色分派有三因子交互作用（預期狀態三因子假設）。檢驗時，

在「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上進行 2（受試者性別）× 2（權力：高、低）× 2（社

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共變數分析，共變數為受試者的他人情

緒評估能力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結果支持低權力者假設，權力主要效果顯著，F(1, 75) 

= 13.09，p < .01，權力少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分數高於權力多者（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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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會角色主要效果不顯著（p > .10），不支持社會角色假設二。但有顯著的性別、

權力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F(1, 75) = 4.87，p < .05，支持預期狀態三因子

假設（見圖 3）。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發現女性在經濟提供者且權力少時的「察覺

你如何看我敏感度」，顯著優於女性處於其他實驗情境中（權力多的經濟提供者、權

力少的照顧者，以及權力多的照顧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p < .05。顯示

生理性別處於權力劣勢的女性，在不符合自身性別的傳統社會角色而表現較少權力

行為的情況下，又被分派到少權力的實驗情境中，會表現出最好的「察覺你如何看

我敏感度」。  

上述結果顯示權力少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優於權力多者，符合下屬

假設的推論。但照顧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並未優於經濟提供者，不支持

社會角色理論，這可能是因為在受試者扮演社會角色的過程中，依據預期狀態理論，

符合與不符合自身性別熟悉的社會角色會有不同的權力相關行為，導致社會角色的

主要效果無法發揮。而女性在權力少的經濟提供者實驗情境中有最佳的「察覺你如

何看我敏感度」表現，與權力取向及預期狀態理論的預測一致，權力少者的「察覺

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較佳。 

四、兩人互動階段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 

本研究預期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權力多者的表現會優於權力

少者（高權力者假設），照顧者的表現會優於經濟提供者（社會角色假設二），另外

受試者性別、權力與社會角色分派有三因子交互作用（預期狀態三因子假設）。檢驗

時，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進行 2（受試者性別）× 2（權力：高、低）

× 2（社會角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共變數分析，共變數為受試者的

他人情緒評估能力與經濟提供者特質。結果支持高權力者假設，權力主要效果顯著，

F(1, 75) = 7.81，p < .01，且權力多者的分數高於權力少者（參見表 4）。 

社會角色主要效果不顯著，不支持社會角色假設二（p > .10）。但有顯著的性別、

權力與社會角色的三因子交互作用，F(1, 75) = 5.64，p < .05（見圖 4），支持預期狀



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  40 

態三因子假設。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發現男性在經濟提供者且權力多時的「察覺

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顯著優於男性處於其他實驗情境中（權力少的經濟提供

者、權力少的照顧者，以及權力多的照顧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p 

< .05。顯示生理性別處於權力優勢的男性，在符合自身性別的傳統社會角色而表現

較多權力行為的情況下，又被分派到多權力的實驗情境中，會表現出最好的「察覺

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與權力取向及預期狀態理論的預測一致，權力多者的「察

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較佳。  

「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另有接近顯著的權力與社會角色二因子交互

作用，F(1, 75) = 3.03，p = .089。顯示在不同社會角色中，權力差異在「察覺你如何

看你自己敏感度」上的影響有別（見圖 5）。相較於擔任照顧者，受試者擔任經濟提

供者時，權力影響敏感度效果比較大。符合權力差異在競爭意味濃厚的職場上效果

較大，但在（家庭）照顧者之間，權力差異所造成的非語言敏感度差異較小。 

為瞭解在兩人互動階段中，權力操弄效果是否會透過受試者自陳的「瞭解討論

伙伴動機」影響自己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利用 Sobel test（Preacher & 

Leonardelli, 2001）進行中介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自陳的「瞭解討論伙伴動機」可

以預測「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t = 2.77，p < .01，但此自陳動機並未受到實

驗權力操弄的影響（p = .19）。顯示「瞭解討論伙伴動機」確實與「察覺你如何看你

自己敏感度」有關，但實驗的權力操弄效果並未反應在受試者自陳的「瞭解討論伙

伴動機」上，而僅反應在受試者的非語言敏感度上。 

五、生理性別假設： 

根據以上檢驗，部分結果支持生理性別假設，即控制權力效果與社會角色效果

後，非語言敏感度沒有性別差異。在觀看影片階段的「回憶非語言行為正確率」，以

及在兩人互動階段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上，分別進行性別、權力與社

會角色三因子共變數分析，結果均顯示沒有性別主要效果（ps > .10），支持權力取

向與社會角色理論可以解釋非語言敏感度的性別差異。但仍有部分結果不支持生理

性別假設，在觀看影片階段的「判斷情緒正確率」，以及兩人互動階段的「察覺你如

何看我敏感度」上，分別進行性別、權力與社會角色三因子共變數分析，結果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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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顯著的性別主要效果，ps < .05。女性的「判斷情緒正確率」高於男性，男性的

「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分數高於女性（參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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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兩人互動階段的受試者影片分析 

以下我們檢驗兩人互動階段的受試者影片，以進一步了解在非語言敏感度上所

發現的生理性別、權力與社會角色效果，是否會受到非語言訊息表達差異的影響。

首先分析同意接受錄影與否的受試者資料（四種非語言敏感度分數）是否有顯著差

異，結果發現在本研究的四個依變項上，同意錄影與否的受試者間並沒有顯著差異

（ps > .10），顯示同意錄影的受試者資料可以大致代表所有的受試者資料。 

三位評估者（其中兩位不知實驗假設）的主觀評估，由評估者各自觀看錄影片

段，並回答有關影片中受試者的相關問題（JA、JB 問卷，見附錄 11）。三位評估者

的主觀評估信度良好，級內相關係數（intra-class correlations）介於.57~.92 之間；三

位編碼者對影片中受試者的數種行為進行紀錄，評分者間信度亦良好，級內相關係

數介於.76 ~ .97（計算法參考 Shout & Fleiss, 1979）。由於三位評估者的主觀評估信

度良好，根據三位評估者的平均分數對應受試者的自陳分數，可以計算出評估者的

「察覺你如何看伙伴敏感度」（即對應受試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與「察

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分數，我們基於題目類型，又將兩種敏感度進一步區分

為「正向互動部分」、「權力地位部分」與「對互動者興趣部分」三種，總共有六種

敏感度分數，以更清楚了解哪些非語言訊息有表達差異。 

在六種敏感度分數上分別進行 2（影片中受試者權力：多、少）× 2（影片中受

試者社會角色：照顧者、經濟提供者）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影片中的受試

者權力差異在「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正向部分」與「察覺你如何看伙伴敏感

度權力地位部分」上有顯著效果（ps < .05)，影片中受試者為領導者時的分數均優

於配合者。由於本研究發現領導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較優，若差異

是來自表達者能力，應發現影片受試者是配合者時，評估者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

己敏感度」較優，但結果相反，故我們可推論本研究發現的「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

敏感度」的效果，不受表達者的表達能力影響。另外，本研究發現配合者的「察覺

你如何看我敏感度」較優，若差異來自表達者能力，應發現影片受試者是領導者時，

評估者的對方看他伙伴敏感度較優，結果發現在三種類型的對方看他伙伴敏感度

中，僅在「權力地位部分」上發現影片受試者是領導者時會優於配合者，故可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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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試者的「察覺你如何看我敏感度」分數可能會受到互動者的表達能力差異

影響，但影響有限。 

三位編碼者對受試者影片中的受試者客觀行為進行觀察紀錄後，研究者分別針

對每一種行為進行 2（表達者性別）× 2（表達者權力：高、低）× 2（表達者社會角

色分派：照顧者、經濟提供者）三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領導者行為」確實

在操弄高權力的受試者上出現較多（ps < .01），支持權力操弄的有效性。高權力的

受試者較容易出現以下領導者行為：要求討論伙伴報告對於討論議題的意見、決定

兩人的討論方向、打斷對方說話、連續點頭行為等。低權力的受試者表現出較多「配

合者行為」（ps < .01），如討論中沈默時刻注視對方的時間、結巴語言等。此外，在

象徵對討論伙伴有興趣的非語言行為—身體前傾上，領導者（M = .56）多於配合者

（M = .44），F(1, 52) = 4.14，p < .05。顯示領導者對於配合者的興趣可能多於配合

者對於領導者的興趣，與領導者擁有較佳「察覺你如何看你自己敏感度」有一致意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