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字典剛剛選出了2015年度風雲單字，就是它－「

」！

這

結果反映了現代人喜歡使用表情符號的溝通取向，我們透過符號直截了當地表達情
感。但是，有些人卻指濫用這些表情符號會阻礙真實情緒的表達，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呢？使用表情符號的背後又有甚麼心理學理論呢？

悲喜之情，觸發共鳴

很

多人擔心以文字和表情符號來取代面對面溝通會減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事實上
即使我們未能看到對方的表情和身體語言，我們仍能夠透過文字及符號表達自己和明
白他人的情緒 (Emotion)。

我們主要透過四個策略來表達情感，分別為不同意 (Disagreement)，負面情
感詞彙 (Negative affect terms)，標點符號 (Punctuation) 和嘮叨 (Verbosity)
(Walther, Loh & Granka, 2005)。例如傷心時，我們會更容易否定對方的意
見；開心時，我們則會使用更多標點符號，也會作出更長和更快的回應。
在一個實驗中，參加者二人一組，其中一人會觀看一段由不同情緒渲染
的影片，然後以即時通訊軟件與另一人交談 (Hancock, Gee, Ciaccio & Lin,
2008)。實驗證明即使看影片的人並非有意表達情感，對方也能單以其文字
及符號判斷他當時的情緒。此實驗亦證明情緒能夠經文字及符號傳染：當
一方傷心地跟對方交談時，另一方也會以較傷心的語氣回應。
這種現象稱為情緒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人的情緒會在有意識 (Conscious) 或無意識
的情況下受別人的情緒所誘導 (Induction) (Schoenewolf, 1990)。
別人的情緒將首先透過非語言 (Nonverbal) 行為傳遞，例如面部表情、身體
語言、說話模式及聲調。其後情緒將透過兩種不同機制傳染，分別為 原始情
緒感染 (Prim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和社會比較過程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前者意識較低，能夠快速感染他人，使人不自覺模仿別人的非語
言行為。模仿時，他們的情緒會被別人的情緒所影響。例如，當你看到別人對你笑，你會不
自覺地模仿他的表情，大腦會根據你的面部肌肉反應詮釋你的情緒。而社會比較過程則指人
會利用別人的情緒作對比，從而感受到適合該情況的情緒。

表情符號，點解睇到？

先

看看這個「．」，你能指出它是甚麼嗎？大部份人會說它是一個點。這個
「．)」又是甚麼呢？你可能會說它是一個點和一個括號。那麼，「：）」
代表甚麼？為甚麼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笑臉，而不會把它當作一個冒號和一個括
號呢？知覺 (Perception) 指腦部把外在的刺激 (Stimulus) 儲存為感覺，並賦予意
思。當刺激以不同模式 (Pattern) 呈現眼前，我們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Galotti, 2008)。
理解符號時，我們會從語境 (Context) 詮釋其意思，然後預想後續的符號，再結合
已有知識，把它存放於腦海中作其他處理。這個過程稱為由上而下處理 (Top-down
processing)。
例如，當我們看到「今天天氣真好：）」這段文字時，由於語境可以提示我們訊息中蘊含的
情感，因此腦部能利用由上而下處理把符號快速整合成表情，順暢地解讀。但是當我們看到
「（場地使用守則如下：）」時，腦部並不會把符號整合為表情，而是把它們分別解讀成冒
號及括號。這是因為語境引導我們理解兩個符號為標點。縱然兩段文字均使用了「：）」這
組符號，腦部並不會把後者視作表情符號處理。當伴隨符號的語境不清，腦部會以
由下而上處理 (Bottom-up processing) ，把所感知的資訊隨意拼砌出某種意思，再
作其他處理。

看看右邊圖片，你認為中間的符號是甚麼？
			
                                      你能夠理解混亂背後的原因嗎？

口是心非，暗藏玄機？
在日常生活中，人懂得判斷自己的行為在他人眼中是對或錯，了解在特定場合
中，某些情緒會被視為不合適。為了在適當情況展示適當情緒，他們會作出 自
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Snyder, 1974)，透過控制行為表達 (Expressive
behavior) 及非語言情感表達 (Non-verbal affective display) 來達致以下目的：
1. 透過更強的表達方法展示自己真實情緒，從而搏取別人對自己能力的認同
2. 為了掩飾自己不恰當的情緒，而不給予過多反應
3. 為了掩飾自己不恰當的情緒，而故意裝作擁有恰當的情緒
4. 即使事實上沒有任何情緒，也裝作自己正在經歷某種情緒以迎合情況
有些時候，人會懷疑自己的情緒是否恰當，他們會透過觀察別人在相同情況下的反應來作出
判斷；有些人則不會刻意關注自己的情緒，他們較少運用自我監控，亦不會透過比較自己和
別人的情緒行為來判斷自己的情緒是否恰當。由於使用表情符號會令意思中性的信息變得正
面或負面，因此透過網上溝通平台傳達訊息時，人們會利用表情符號作為自我監控的工具，

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令對方所接收的信息跟自己希望表達的信息一致。例如
在「明天準時見」後加上「：）」可以令原本平淡的訊息變得正面。
若要令自我監控毫無破綻，表達情緒時我們需注意語言行為和非語言行為是否
一致。一次實驗中，心理學家發現人們說謊時，他們能把自己的面部表情控制
得更好，卻難以控制聲音和身體語言 (Ekman and Friesen, 1969)。相反，使用
網上溝通平台時，我們或能有更多時間慎選表情符號，這理論支持使用表情符
號阻礙真實情緒表達的說法。

靈活用字，表達所思

說

到自我監控，原來我們與別人溝通時亦未必會直接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Nolfi (2005)
的一項研究嘗試將此行為概念化，並稱之為行為溝通 (Behavioural communication)。
這概念形容不同人在表達需求、感受及想法時會有不同程度的扭曲。
Ivanov & Werner (2010) 以分數高低來分辨人在行為溝通上所採用的策略，分數愈低的人
說話愈直接，他們表達意圖時不會轉彎抹角；相反，分數愈高的人愈傾向採用間接的表達方
法，期望對方能夠意會當中的深層意思，避免直接承認自己的意圖。

例如表達希望與對方一同看電影……
分數最低的人會說
								

分數稍高的人會說

分數更高的人會說

									

而分數最高的人會說

另外，分數偏高的人會視其他人為同類，因此傾向猜測別人說話的弦外之音。
Ivanov & Werner (2010) 認為行為溝通分數較高的人較難表達自我，自我形象 (Selfimage) 相對低落。他們亦難以理解他人感受，所以他們的同理心 (Sympathy) 較低，在群體
中亦難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心理學介紹 - 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認

知心理學是以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認知問題的一門學科。認知心理學家主
要研究心理歷程 (Mental processes)、人如何感知及處理外界刺激。這些
處理機制包括：轉換 (Transformation)、縮減 (Reduction)、添加 (Elaboration)
、儲存 (Storage)、提取 (Retrieval) 和運用 (Use) (Chen, 2007)。
認知心理學中，其中一個經典的理論是訊息加工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集中研究訊息在腦部中所呈現的形式及訊息形成之原因。隨着科技進
步，認知心理學家亦開始利用腦成像 (Brain imaging) 等技術，期望把神經科學
與心理學兩者結合，能夠全面理解人類複雜的認知及思考。

是次出版蒙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黃振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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