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國人社會人際互動文化因素 
 

鄭柏勳(2001)等人對台灣和中國的中國人文化進行差異性的探索性研究，發

現「面子」和「人情」這兩項特徵，在兩岸即使已經各自發展了這麼久的時間，

這兩項特徵對於行為準則的考量卻對兩岸之間的中國人沒有顯著的差異性，表示

這些文化特徵並不隨者時光流轉或物換星移而有所改變，既然，面子對中國人社

會影響性既深且廣，本論文所探討的重心便是在於傳銷活動中有關面子和人情的

影響，因此以下的部分將先從面子理論切入探討。 

 

第一節 面子與關係 

 

一、 面子定義的演變 

 

胡先縉在一篇中國人的面子概念文章中提到，中文裡有兩個通用的字，第一

是「面」，意指人從社會成就，如財富、才學，進而擁有的聲望，另一個是 

「臉」，臉是指團體或社會對一個有「道德」聲譽者的尊敬，「面」是社會對人眼

見為憑的「成就」進行承認，他們可以是社會身分、政治權力或學術修養等等，

「臉」則是個人對自己是否遵照合宜行為的規範去下的判斷，所以面指的是社會

性的成就，後者是指個人道德的人格（金耀基，1986)。簡單來說，臉指的是道

德性的人格，行為的合宜性，而面與成就有關，成就指的是社會所界定的價值，

如財富、社會位階以及身份。 

 

King & Myer(1977)在分析胡先縉的臉面觀時，將其修正後分類為道德性的

面子(moral face)以及社會性的面子(social face)。「道德性的面子」指的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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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受到傳統儒家道德規範的約束，在行為上必須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不宜踰

矩，以免受到社會輿論的指責和排斥；而「社會性的面子」則是中國人個體重視

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希望個體在社會上能夠受到接納並進而得到讚許與

認同，而這樣的面子在中國人社會中存在的非常廣泛，甚至深深影響中國人社會

生活的層面，也因而在討論面子定義時，往往有者深層的文化意涵(林智巨，

2003)。西方的學者同樣也注意到這樣的社會事實，緊接著我將提出西方學者對

於面子的相關概念。 

 

西方學者 Goffmann為面子理論的發展達到了階段性的完整，Goffmann曾經

寫過一篇「面子功夫」的論文，他分析的面子功夫雖然是英美人社會互動行為中

的儀式因素，但他顯然相信「面子功夫」是人類社會中普遍性的現象，所以不單

只是東方人行為所特有的論點(金耀基，1986)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了禮貌

理論(Politeness Theory)為面子作了進一步的闡釋和說明，他將面子分為消極性的

面子(negative face)和積極性的面子(positive face)，積極性的面子是人希望被他者

所接受和喜歡，而消極性的面子講求的是一種自主，並且不受他人干擾的獨立性

(Daena，2000)。 

 

面子的相關理論和探討雖然東西方都有，但是近期一系列討論中國經濟發展

的學者們都認為家庭網絡、人情關係、面子運作等儒家文化的內涵，已經成為西

方學者在進行社會、經濟與心理層面的研究和探討時所不可忽視的要點，同時這

些學者也指出，亞洲地區的社會、經濟等發展都深受這幾項儒家文化的特徵所影

響，以儒家文化的集體性及西方文化的個人性為例，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差異，

所以前述幾項特點對中國的影響不但遠超過西方，並且成為不可忽略的前提，加

上鄭柏勳(2001)等人對於兩岸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又發現面子與人情兩項特徵，

對兩岸之間的人民視為行為準則的程度並沒有差異。所以，人情、面子、關係等

儒家文化特徵的探討不僅相當適用於亞洲，更是探討中國或是台灣種種社會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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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切入角度。基本上根據面子定義的演變，面子可以分為兩大類型，接下來

本論文將從面子的兩種層面進行探討，也就是道德性的面子以及社會性的面子。 

 

二、 道德性的面子 

 

道德性的面子講求的是自我合宜，是符合禮的適切性，可以說是消極性和被

動性的守禮，因此面子在作為一種心理現象時，面子是一個經由「社會認可」的

「自我」，為了追求面子，也就是為了追求有利於自己的自我意象，個人逐漸去

習得各種符合社會規範的因應行為模式(朱瑞玲，1987)。 

 

中國人的行為規範為何，其原則從何而來，在中國這個不講求法治管理的五

千年文化大國來看，種種傳統儒家的思想以及經典著作已經為每個社會位階者提

供了最佳的行為規範，也就是已經給予道德性面子各項準則，這些對自我的基本

要求和規範，也就是獲得每個人消極性面子的來源。 

 

不論是哪一種面子，「面子」指的都是從他人獲得尊重和敬意(Ho，1976)所

以，在公開的場合，若不受人尊重就可能感到沒面子，因為尊重就是含有「依禮

而行」的意味，與他人互動時，對方的行為表現違背禮儀時，就可能讓自己感到

不受尊重而覺得沒面子，尤其對方違背「尊重原則」或是「上下關係」時，會使

個人產生更大的面子威脅(蘇珊筠、黃光國，2002)。 

 

也因此 King & Myer(1977)強調，中國人的行為乃是依「禮」而行，「禮」不

僅是一套外在的禮儀規範，而且也包含了個人內在的自我評價，連結到面子的概

念來看，就是等同於道德性的面子 (朱瑞玲，1987)，道德性的面子就此而言是

一種自身的修為(Ho，1976)，只要是人們將禮的社會價值內化，個人其實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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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就可以自我獎懲(朱瑞玲，1987)就 Brown & Levinson(1987)消極性面子來

說，所謂的消極性面子，是指人可以擁有獨立的自主性，自主的程度是連他人『給

予建議』這件事情都可能造成消極性面子的威脅，這種面子可以說是一種內斂性

的面子，企求經由個人內心的自省，加上外界社會所給予的價值，做好份內的事

情並且講求的是和別人一樣、不突出，重視安分守己(Daena，2000)，但在『公

開的情境』下，消極性面子同樣也會受損，甚至程度更大，因為觀眾的存在會提

高一個人的自我檢視或注意，於是自我行為和社會規範之間的差距就更容易被自

己察覺到(朱瑞玲，1987)。因此，道德性的面子不論是否有觀眾都可能受到威脅，

也會進行自我獎懲，但是若是有其他的觀眾或是互動，則對威脅的敏銳程度就會

更大。 

 

就傳銷來說，傳銷目前在台灣還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行業，這是因為早期社

會還是將傳銷和老鼠會劃上等號，於是當自己的孩子想要從事傳銷的工作，做父

母的不但會因為中國人面子團體性的原因，覺得自己的面子受到不好的連帶想

像；另一方面，對於已經從小接受傳統教育的台灣人們來說，已經將「禮」的價

值觀內化在心，也因此，直銷商的行為和頭銜往往成為「不合時宜」行為，尤其

是剛加入的直銷商感覺特別強烈，當直銷商的高學歷頭銜和所做的事情因為太過

簡單而不符合自我當初的期待時，直銷商往往會因為如此而傷害了道德性的面

子，事實上道德性的面子，會因為自己對於傳銷的初步沒有信心，認為自己有在

動用人情情況下而使自己對道德性的面子特別敏感，也因為別人將傳銷和具有欺

騙性的老鼠會劃上等號，親近他人的道德性面子會因此受到連帶的影響和損傷。 

 

也因此組織文化去社會化直銷商的心態特別重要，另一方面，直銷行業的組

織文化型態是非常鼓勵直銷商發問的，並且鼓勵直銷商彼此分享學習，也很歡迎

直接給予建議，在這樣的文化型態下，消極性的面子就不如朱瑞玲所言，會因為

給予建議而讓自主性受到傷害，進一步損傷消極性面子，而接下來本研究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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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的另一個種類，社會性的面子，此層面的面子講求外在的肯定，比消極性面

子更加注重觀眾的存在性。 

三、 社會性的面子 

King & Myer(1977)就將面子分為社會性和道德性，金耀基(1986)進一步解釋

『面子』在中國具有濃厚的社會性特徵，所謂面子的社會性，乃是指面子是社會

所外在賦予一個人的，在中國，面子是一種聲望，聲望是依個人在社會階梯上所

佔居的身分地位而定的，凡有身分地位，社會就會自動的賦予他一個面子(金耀

基，1986)，所以社會性的面子是來自於能力的肯定，是由外在的讚許和鼓勵所

給予的，也被稱為積極的面子(Daena，2000)。 

 

除此之外，社會性的面子還具有團體性的特徵，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的農業經

濟講求必須團結整個家族，使其一致對外，所以，個人必須依附家族才能夠生存，

而不易也不應有獨特的意見，因此，中國人的性格特性呈現社會性以及家族取向

(鄭伯壎、樊景立，2001)，同時，朱瑞玲(1987)也提到，一個人的社會行為必須

為維護三方面的面子而努力，即自己的、互動對方的，以及所屬參考團體的，所

以，社會性的面子除了強調是外在所給予的肯定，也強調個人必須優先考慮團體

顏面(朱瑞玲，1987)。所以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和行為準則是非常社會性的，社

會性的面子也就更加重要。 

 

除了重視家族團體這種社會取向之外，古代傳統的面子是從『功名』而來，

階級代表名望、生活方式及法定特權，也就是說，面子份量的大小是透過嚴格的

階級差序而清楚的區分出來，文崇一(1972)曾提過，傳統中國人的成就觀念就建

立在社會地位的提升，爬的越高，表示成就越大(朱瑞玲，1987)，所以面子是具

有位階性的，多層次傳銷雖然訴求的是去科層制度的管理方式，但是各家公司都

有特定的獎勵制度，在累積了一定的業績量之後，公司會給予一個特定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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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公開的表揚活動，面子的份量就同時在這些階級中展現，也同時在表揚活

動中被賦予。 

 

此外，並不是每個人社會性的面子都相同，面子的大小與一個人身分地位之

高低，擁有社會資源(財富、權力、關係)之多少而定，但是一個人的面子和聲望

是難以量化的。一般人會低估自己的面子，這正是維護個人面子的謹慎做法，因

為社會性的面子，有點像是「信用卡」，「有面子」代表有好的信用，因此有很多

的購買力，他的購買力表現之於影響力、尊敬等，但也和信用卡一樣，面子也是

有限度的，過分的用了信用卡可以導致購買力的減少和喪失，除非他的行為證明

是「實至名歸」，否則社會是可以收回所給予他的「面子」的(金耀基，1986)，

所以面子會隨者掌握資源的多少而呈現不同的份量，面子份量也不是恆久不變

的，勢必需要其他合乎於禮的行為才能夠維持。 

 

鄭伯壎、樊景立(2001)的研究中指出，中國人文化圈的社會取向中，「他人

取向」是一項重要的社會運作特徵，這是指中國人對他人的意見、標準、褒貶、

批評等行為，顯得特別敏感而且重視，在心理上希望讓他人有一個良好的印象，

在行為上則努力表現出與別人一致，以獲得他人的讚賞和接納，並避免他人的責

罰和拒絕(楊國樞，1992，轉引自鄭伯壎、樊景立，2001)，由此可見，中國人重

視他人看法的特徵，就是社會性面子的維護，在行為上講求一種安全不踰矩，強

調一致性，就是在展現道德性面子在他們心中的重要，所以社會性的面子是一種

外加的，經由他人肯定才獲得的面子，而道德性面子是內化的，是根據遵守社會

價值觀而來的，一個是外向的一個是內向的，兩者必定同時存在，但其比重則因

人而異，傳銷除了自身消極性面子受到考驗，積極性面子也面臨一樣的狀況，尤

其是因為參考團體和他人眼光的影響，讓直銷商的面子份量變化極大，一個直銷

商可能在傳銷公司中受到表揚和嘉許而獲得極大的面子，但是一旦跨出其場域就

必須有很堅強的心態去看到面子可能受到的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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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1960)指出，中國人的社會行為中有關的儒家倫理、社會取向、和集

體主義等等抽象層次的概念，其實是透過一套經由「人情」(favor)、面子、「關

係」(guanxi)及「報」(reciprocity)所構成的社會機制，而對中國人的社會行為產

生實際的影響(黃光國，1960)，同時也沿用到台灣的社會文化，所以要了解面子

的運作，也不能不了解這幾個概念，因為這些概念就像層層的網絡，對中國人行

為的觀察來說，是無法忽視的社會事實。 

 

四、 關係 

 

「關係」，這個中文字會蘊含者錯綜複雜以及無所不在的社會關係網絡，尤

其在中國人社會中被認為相當重要，意味著大部分的中國人個體和組織都會發展

這種連結，它的根源來自於五倫，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中國

受到儒家很大的影響，所以中國受「關係」的影響也就很大(Wright，2000)，Tsui 

& Farh(1997)認為關係是存在於兩個人或以上特定的連結，Peng(1997)同時指

出，關係是兩個人或組織之間私底下共同存有的人情債、承諾，並且主導著中國

人長期的社會和經濟關聯的導向(Peng，1997)。 

 

與西方不同的是，大部分西方在關係的連結講求的是經濟策略性的聯盟或法

律契約，在西方所謂網絡的概念也是根據法律契約而來，但是中國人社會所提到

的「關係」，則極少涉及合法性的問題，轉而通常是面子與報在交互作用，關係

是同時涵蓋個人與組織層面的(Wright，2000)。關係的建立和形成需要找到一個

中介物，事實上，不論是東方的關係還是西方的網絡，都是可以經由中介物而形

成，但是這兩者還是有些差異，東方中介的社會地位高低，相當程度會影響關係

的建立，也就是說，若是中介物的社會地位越高，則所擁有的「面子」就越大，

關係建立也就越容易，也就是說，面子的大小會影響關係建立的難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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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國人比西方人更愛動用關係，就西方的網絡而言，中介的社會

地位高低並不重要，每一個中介的社會地位都被視作平等的，除非是關切到個人

私有的利益，否則是不會輕易動用中介物，但是東方關係建立所用的中介，若是

關係到個人本身的利益，則其建立關係的難度會大幅提高，同時關係的重要性和

中介物的影響力也會大幅降低(Wright，2000)。 

 

關係中最重要的特徵是『報』(reciprocal obligation)，傳統的報在於親情，如

父母對兒女，其內涵是履行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義務，這個特徵從傳統的儒家

主義至今不變，如果一個人拒絕它的責任義務，就可能失去了和其他人的連結，

而報這種人情責任並不會只侷限在家庭以及有血緣關係的人當中，也會延伸到其

他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我們會稱呼身邊的鄰居為阿姨或是叔叔，也會將師生關係

視作父子關係，這並不只有稱呼，同時也已很高的道德標準來看待這些關係，這

些彈性的人際關係被期望用來協助彼此，並使其盡到責任義務，因此，關係不但

具有長久性，還具有報答性，並且可以運用關係的良好來贏得面子和信任，事實

上關係是每天隨時隨地在建立，通常是由自己或是有血緣關係、熟識的人出發 

(Yanjie Bian，1997)。在傳銷業來說，直銷商若是感受到必須動用自己的關係來

增加自己的業績的時候，往往心理上有壓力，所以直銷商必須自己對於產品和公

司有很大的信心，去克服對於動用關係可能會增加自己收益這件事的心理障礙，

同時，在傳銷的銷售和開拓組織進行，往往可能因為「報」的緣故，而開始讓和

自己有關係的人對傳銷有進一步的接觸。 

 

藍佩嘉(2000)即指出，在傳銷商「商品化」人際關係，「網絡化」交易關係

的雙向過程中，重組篩選既有的人際網絡，由於動員強連帶蘊含高度的人格風

險，在網絡的擴展上重疊和侷限性極高，因而轉往活化弱連帶，也就是與陌生人

建立新連帶，此後，為了強化彼此之間的信任基礎以及交易穩定性，傳銷商要持

續透過情緒、情感的投資，把和顧客的交易網絡轉化為教導、關心、分享，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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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似傳教的社會關係，成為一個緊密聯繫，高度封閉的同質的「仿家庭衍生網

絡」，不僅是事業上的結盟，也是生活上的互相依賴，與傳銷商的利益連帶平行

的人際網絡，成為傳銷商之間互相監控的媒介(藍佩嘉，2000)，由此可見，傳銷

商與傳銷商之間，或是傳銷商與顧客之間建立的關係，十足的具有約束性。 

 

因此可以發現，關係不單單只是法律契約這麼淺薄的概念，關係的基本特徵

就在於親近性與親密性，當隨意的兩個人在建立關係時，他們必須善待對方，換

句話說，關係的連結弱連帶比強連帶要多的多，關係講求的是一種具有信任感的

連結，長期並且能夠為未來的交換行為作為基礎，因為未來的交換行為極有可能

是一些非依法律規定或是非正式的往來(Yanjie Bian，1997)。也就是說，越是親

近性與親密性弱的連結，就越是需要先從建立關係開始，也就是在面對越陌生的

人，就必須盡快的找出彼此的共通點更進一步的建立關係，所以在進行銷售行為

與人際互動之際，「關係」講求的不只是一種強連帶的深化，還重視活化弱連帶

的可能，沒關係，就找個共通點來建立關係，要建立這樣的人情或互惠關係，事

實上是必需要很有耐心的，很多時候，往往原故人際間關係的建立是沒有特定目

的的，但是以活化弱連帶的特徵來看，多層次傳銷商之間關係的建立就相當具有

目的性。 

 

而在大部分的論述中，關係通常被轉換成「面子」的概念，關係不但是社會

中個人互動的關鍵性因素，同時也是重要的社會機制，進一步製造出「責任」和

「欠人情」這些特徵，並且成為在個人關係中「最開始」的和「具約束力」的一

種人際互動(Yang，1993)，所以在中國的人際互動中，最初的接觸往往是因為某

些關係，陌生人之間要建立的也是關係，如多層次傳銷所強調的拓展模式，一開

始要找的對象是「原故市場」，也就是原本就有親近性來往的人，再者，接下來

的開拓重心則在於陌生市場，對於陌生人，往往從友善交談開始，建立善意的關

係並且找尋兩人之間的共通點，信任、報才會漸漸的出現，也才會讓市場拓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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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加順利，反之，若是關係建立的不好，接下來的互動和信任也無從發生。 

 

關係是無法量化也無法具體化的，中國人講求的關係是穩定而且長期的，這

不是明顯可見的利益就能得到的，而西方所謂的關係通常指的是 network，法律

契約成為網絡中重要的一個前提，以共同利益為優先之下的經濟行為，經常出現

短期的策略性聯盟，所以，東西方對於「關係」這個概念是相當不同的，這樣的

差異同樣也說明了，多層次傳銷同樣運用人際網絡拓展在中國、台灣等中國人社

會發展時，面子理論的相關概念，即成為直銷商在運作時重要而且特別的因素，

所以對於傳銷在台灣的發展，不只是制度上金錢報酬高而蓬勃，更是因為這樣的

文化特徵。 

 

第二節 面子與人情 

 

面子在文化的浸潤和滋養下發育成長，素質和性格也留有不可磨滅的烙印，

因此，面子的交往不能秤斤論兩，爭長道短，全憑情意來領悟，會用情，能為面

子增加份量 (田玉川，2001)。關係的建立需要中介，建立關係就會有面子，面

子的份量決定於中介的權力位階。面子的份量可成為交換的社會資源，中國人往

往以人情稱之(朱瑞玲，1987)，所以，人情和面子不但是了解中國人社會行為的

兩個核心行為概念，我們還可以說，要了解中國人的社會行為，就必須先把握住

「人情」和「面子」對於中國人行為的動態作用(黃光國，1990)，面子不單只是

被動消極的存在於文化中，如前所述，面子成為人們行為的指南，不僅如此，面

子同時有其積極性的作為，它是如此巧妙的恣意悠游於中國人文化之中，成為每

個人的日常生活實踐。 

 

有關於人情的定義，金耀基(1980)從三個層面進行定義，第一，人情是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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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遭遇到各種不同生活情境時所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一個通曉人情的人，就是

具有所謂的同理心，第二，人情是指人和人進行社會交易時，可用來饋贈對方的

一種資源，在進行資源交換的同時，產生了附加於上的情感性人際義務，收受資

源的一方也同時欠下對方一份人情，對供給者，給面子和給人情是同樣的意義，

第三種講求的是人際關係相處之道，所謂「懂人情」，是指必須了解社會規範與

應採取的人際互動策略 (金耀基，1980)，至此，我們可以了解人情和面子事實

上有者密不可分與一體兩面的關係。 

 

在人情關係中，面子行為的互惠性至為明顯，也因為中國倫理社會講求家庭

本位，重視人倫關係的緣故，是以面子的給予代表關係的特殊化，因此，面子變

成一種人情，同時，就社會交換理論而言，社會贊同是一種酬賞，個人都會付出

代價去交換，互動關係在彼此都覺得酬賞大於代價之下得以維繫(朱瑞玲，

1987)。由此可見，面子是一種社會取向的中國文化之下的產物，『人情』基本上

使面子進行轉化以及關係特殊化的結果，此為人情的第一個特性，此外，關於人

情的社會性也指出，人情是具有交換性的，交換的可能決定於面子的份量，此為

人情的第二項特徵。 

 

要了解人情與面子之間的互動，要從人與人之間所定義彼此的關係為起點，

黃光國(1990)將人際關係可以分為三種：第一，情感性的關係，是指原級團體中

的人際關係，都是情感性關係，可以表現出較多的真誠行為，成員之間很少玩人

情和面子的權力遊戲。其次是工具性的關係，個人在生活中和他人建立工具性關

係的目的，以獲得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質目標，只不過是以這種關係作為獲取其他

目標的一種手段或一種工具。第三，混合性的關係，交往雙方彼此認識而且具有

一定程度的情感關係，但是其情感關係又不像原級團體那樣深厚到可以隨意表現

出真誠行為，這類關係可能包括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交往雙方通常

會共同認識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第三者，一個人可以同時涉入於幾個不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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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置身於數張不同的關係網中，這些網絡彼此看似獨立，卻又互相交叉重疊，

形成了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黃光國，1999)。 

 

  交換行為中涉及了權力，權力是指人們在社會互相交往時，一方以其意志加

諸另一方，使其改變態度、動機、或行為的力量，個人以「權力」影響他人的歷

程，基本上也是一種社會交易(social exchange)。個人之所以會用權力影響別人，

主要是這樣做可以讓他獲得對方所能支配的某種社會資源，來滿足自己的需要，

同樣的，對方之所以願意接受個人的影響，從而改善其態度、動機或行為，也是

因為它預期這種改變能帶給他某種酬賞，或幫助他避開他所嫌惡的某種懲罰(黃

光國，1990)。人情和面子是一種權力關係的交換，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種難以具

體說明，但是卻很有約束力的義務，但又不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與具體的特殊社

會化制度連結，雖然無法量化，但是也有「欠人情」、「還人情」這樣的盈虧存在，

這樣的盈虧在人的心中形成力量，在人際之間形成權力。 

 

在多層次傳銷中，強調的是強連帶的維持以及弱連帶的活化，強連帶指的是

自己原本就任室友關係的親友，弱連帶則是指陌生人，尤其是弱連帶的活化，這

部分被傳銷業者視為重要的市場領域，傳銷商試圖與陌生人建立關係，往往先從

工具性關係出發，企求彼此可以在公平法則下，各取所需，再持續不斷的挹注情

感和關心之後，往往會成為混合性關係，藍佩嘉(2002)同時指出，傳銷團體會發

展出一種「擬家庭衍生組織」(藍佩嘉，2000)，中國人強調的「自己人」，其範

圍可大可小，相當具有彈性，而在傳銷團體中所存在的每個人，就會產生「自己

人」的認同，以及類似原級團體的感情，並且以情感性關係維繫，而強連帶的維

持這個部分，就可能因為要將情感性關係導向公平交易的工具性關係，就會將情

面商品化，人際網絡交易化，導致資本社會的另一種疏離出現的風險。 

 

 

 27



儒家的社會講求的是在人和人之間建立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人是生存

在各種關係上，這種種的關係就是所謂的倫理，所謂『人倫』就是人和人之間的

關係網(金耀基，1990)，這樣的論述其實和傳銷組織的發展核心概念不謀而合，

傳銷組織內部的文化講求的是和諧、互助、互相祝福、互相鼓勵，所以，傳銷組

織的發展看似回到了中國講求人和的原點，但是事實上，卻含有情面商品化，人

際網絡交易化、利益化的可能危機。 

 

前述我提到了中國人社會中，人情、面子以及關係等，都為華人圈造成很大

的影響和規範。面子不可能恆常的持有，人情也極具彈性，人與人在來往交際時，

面子的損傷是難以避免。除了對於理論有一定的了解和引述，接下來將對本研究

的研究方法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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