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入淺出 P. 1

差距，positive discrepancy），

香港一向是亞洲著名的旅
遊城市，每年均有數以百萬計

還是期望比現實好（負面差

的旅客慕名而來，使旅遊業成

距，negative discrepancy），都

為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可

會令人產生正面情緒（positive

惜，近期發生多宗有關旅遊

affect）；但如果期望差距超越

業的醜聞，令香港這顆「東方

某個關鍵點（critical point），

之珠」蒙上一層淡淡的陰霾。

不論是正面差距還是負面差

各宗轟動中港的事件，如「零

距，情緒都會由正面漸漸變成

團費」的香港導遊強迫旅客購

負面；差距越大，負面情緒（

物，來自青海的內地旅客因拒
絕購物而遭導遊辱罵、遺棄街頭

在數宗旅遊業界醜聞的影響下，內地客來港旅遊的����會
內地客來港旅遊的����會
����會
復現嗎？

negative affect）則越多。
以青海旅行團事件為例，

等，皆令內地報團來港人數大幅下跌。旅客們紛紛表示「對

根據McClelland的理論，內地旅客對香港有那麼多的負面情

香港非常失望」、「擔心再遇上惡導遊」等，不再推介朋友

緒，正是因為負面期望差距太大。作為一個著名的國際都

來港旅遊。

會，內地旅客對香港的期望當然非常高，怎料在旅遊期間遇

這件事反映了一個影響我們日常情緒及觀感的重要因

上如此不禮貌的對待，甚至遭遺棄於異鄉街頭，令他們感到

素 —— 期望（expectation）。「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這

徬徨及無助，負面的情緒更因現實情況及期望之間極大的差

正正是期望對我們情緒的影響，也剛好解釋了這群青海旅客

距而增加。如果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大得遠超我們所能想

對香港失望的緣由。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McClelland早

像的，會令一些人產生思覺失調的癥狀，如「巴黎症候群」

於1953年發現期望與情緒（affection）的關係，而Haber在

（Paris Syndrome）（見另文）。同一道理，太大的正面期望

1958年進一步將它們總結成著名的「期望蝴蝶曲線圖」（

差距也會引起負面情緒。當我們得到比預期中更大的獎賞或

Butterfly curve of expectation, 見圖一）。

好處時，會產生負面情緒，如出現「受寵若驚」的感覺，甚

McClelland指出，如果人對於事物的期望和現實的差距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較少，不論是現實比期望好（正面

至擔心別人是否有不軌的企圖。（續後頁）

P. 2

心入淺出
大家可
能會問，期
望和情緒為
何會有如此
玄妙的關係

旅遊的心理病
巴黎症候群

呢？根據
Wundt (1907)

經過了累人的工作後，不少人也會選擇出

的分析，這

外旅遊輕鬆一下。但大家有否想過，出外旅

與人類世代

遊也可能引發心理病？據十月份法國星期日

遺傳的警覺

報 (Journal du Dimanche) 報導，每年約有12名

度（arousal level）有密切關係。在人類祖先 —— 猿人社

日本觀光客在造訪巴黎後需要接受心理治療。

群的時代，意料之外的事往往標誌著危機，他們會提高警

今年，日本駐巴黎大使館已送回至少四名觀光

覺性準備應付。對危機的警覺性較敏銳的較有機會存活下

客，其中包括兩名婦女認為自己在旅館房內遭

來開枝散葉，令這種具有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的生

竊聽，並有人陰謀對付她們。早年，更有一名

理反應世世代代地遺傳下去。因此當人遇到和期望相差太

男子自信是法王路易十四，而有名女性則認為

遠的事物時，會產生負面情緒，令身體自然地提高警覺。

自己遭微波攻擊。

同樣地，正面的情緒轉變亦是進化的過程中遺傳下來的。

根據精神病學期刊《Nervure》在2004年對

Carver在2004年提出，當人類處於正面情緒之時，會更留意

「巴黎症候群」(Paris Syndrome) 的探討，日本

身邊的事物及好機會，更容易遇上意想不到的好事。遇上

遊客多對巴黎這個城市充滿憧憬，更視之為歐

越多好事的，傳宗接代的機會越大。由此可見，正面的情

洲文化的�徵；因此當他們發現現實與其認知

緒轉變使我們在進化的過程中受惠，些微的意外很可能是

不符的時候便會產生不安，可能會出現社交恐

學習或獲得獎勵的機會。

懼、焦慮、抑鬱、甚至嚴重精神錯亂等症狀。

不過，這個理論還未能完滿地解釋人類情緒和期望的
關係，所以很多心理學家對此仍抱持懷疑態度。大家也不

以防萬一，也許大家每次旅遊前最好先做一下
資料搜集吧。

妨多想想身邊發生的「意外」，看看是否能把以上所說的
套用到日常生活上。

圖一：������圖�����������
������圖����������� ����� �� ������������
McClelland的「期望蝴蝶�線圖 」所��的是
所��的是
期望與情緒的關係。這理論說明產生正面或負面情
緒並非因現實情況比想像中好或壞而定，而是取決
於現實與期望的差距。當我們對某事的期望與現實
相符時，情緒會比中立點 (indifference affect)稍為正
面。如果現實與期望之間有些微的差距，無論現
實情況比期望更好或更壞，都會產生更多的正面
情緒；但若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超越了關鍵點
(critical point)，情緒便會漸漸由正面變為負面。

有所不知 P. 3

另一 種
一個思想種一個行為，
一個行為種一個習�，
一個習�種一個性�，
一個性�種一世��。
這番話我們常常聽到別人說。但大家有否想過行為可

板上的小栓子轉動九十度，然後又把它們轉回原位。試想

以反過來改變思想呢？這個新奇的想法是由社會心理學家

想，經過這一連串沉悶的動作，受試者會感到何等沮喪！

Festinger和Carlsmith於1959年提出的。他們假設：當一個人

就在這時，實驗員要他們告訴下一批受試者該實驗相當有

的行為和思想出現矛盾的時候，會感到不舒服。而由於該

趣，令他們十分享受並且獲益良多。明顯地，這行為是與

行為已經發生了，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人便會改變自己的

他們的想法矛盾的。但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受這個要

想法，以令其思想行為一致。當時他們進行了以下的實驗

求，接受的人分成兩批，分別獲得一美元或二十美元 的報

來證實這個假設。

酬(當時來說是相當可觀)。完成任務後，實驗員問他們是

實驗的對�為74個修讀心理學的男學生。實驗期間，

否享受該實驗和會否在將來再參與類似的實驗等等。他們

他們要做一些沉悶的動作：在半個小時內不停地重覆用單

的答覆令人意外──收到一美元的受試者比收到二十美元

手把十二個線軸放於托盤內，然後把它們拿出來，接著又

的更加享受該次實驗, 他們也更樂意再參與類似的實驗。

把它們放回去。其後半小時，他們需要不繼重覆把釘在木

這就是行為改變思想的一個例子。收到二十美元的人
會把他們的行為(對別人說實驗相當有趣) 和想法 (沉悶的實

報酬多少與享受實驗的程度關係圖

驗) 之間的矛盾歸咎於獲得的報酬，令自己內心舒服些。
相反，對收到一美元的人來說，他們在行為與想法之間的
矛盾無法解脫 (不相信自己會為一美元撒謊)，於是他們會

享受程度
會否再參與

改變自己的想法 (我撒謊並不是為了那一美元)，說服自己
這個實驗不沉悶，而是相當有趣，以令想法與行為一致。
誰說報報酬一定愈多愈好？下次要強迫別人做一些違
反意願的事情時，緊記不要給予太多的報酬，或許反而能
令他覺得他是真心真意為你服務呢！

P. 4

有所不知

會中，男性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正是「資源充足」的�
徵。
相反，男性為了可以繁殖更多後代，就會選擇生育能力
較強的女性。外表較年輕和健康的女性，正代表著有機會擁
有較強的生育能力，而子女的存活機會亦較大。外表年輕和
健康是現代人對漂亮女性的重要定義，其實這種「漂亮」可
能是反映了較旺盛的生育能力 (至少在上一代中國社會，外
表「好生養」的女性仍較能獲得青睞)，所以男性才喜歡較
漂亮的女性。
在1989年，Buss在37個不同文化的地域進行了有關男性
與女性擇偶條件的研究，發現這些地方的結果都與進化心理
學的理論一致：男性同樣都會留意一些與生殖能力有關的特
徵，而女性則留意一些與提供資源能力有關的特徵。
有沒有想過，為甚麼男性這麼重視事業，而女性則這麼
重視外表？
Basi (2002) 在一個跨文化的研究中發現，女性在擇偶時

所以，要成功地繁衍下一代，不管男女，都必須懂得「
投其所好」，�用不同的策略去表現自己，增加自己得到配
偶的機會。

較重視對方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而男性則較重視對方的

在現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又怎樣「投其所好」呢？

外表。為什麼呢？

Buss (1988) 指出，大學裡男性多自誇自己的成就、賺錢

原來這些都與人類進化過程遺傳下來的一些求偶策略有

的潛能、展示自己的貴重物品和肌肉 (保護女性和後代的能

關。進化心理學家Trivers (1972) 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生殖方

力)。而女性多會透過化妝、珠寶首飾、衣著和髮型來提升自

面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己外表的吸引力。

從古到今，女性需要懷胎十月並往往要擔當撫養孩童的

總的來說，為了吸引異性，男性便要標榜自己的地位、

角色，所以比男性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繁殖下一代。為了確保

財富及創造財富的能力，而女性就要想辦法擁有美貌和青

其子女得到充分的照顧，她們在選擇配偶時最重視的是對方

春，造成了現代男性這麼重視事業，而女性這麼重視外表的

有沒有充足的「資源」去照顧她和她的下一代。而在現今社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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