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前言 

在大學校園中往往發現某些科系像是專屬於男性就讀、少有女性主

修，如：數學、物理、機械、土木等，反之，亦有某些科系像是專屬於女

性、少有男性主修，如：護理、國文、英文等。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

了男女在先天上的差異之外，主要還是因為男女性從小到大在社會化的過

程中，因為接受到不同的對待而導致的結果，例如：在高中時男性被要求

修習以木工、電器為主的工藝課，而女性則被要求修習以烹飪、裁縫為主

的家政課，當然造成這種不同對待的原因主要是來自於根深蒂固的性別刻

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的是個體對於某一團體成員固定的、僵化的看法（陳皎

眉、王叢桂、孫蒨如，2003；陳皎眉、孫旻暐，2006），這種看法有好有

壞，並且在社會大眾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人們會依據這些刻板印象來決

定要不要和某團體的某人交往或是跟此人的交往方式，屬於團體的個人往

往也會受到他人對所屬團體的刻板印象影響，而表現出符合刻板印象的行

為，並更加深他人所抱持的刻板印象。在這些刻板印象中，和性別有關的

刻板印象是最被眾人所熟知的，例如，在個人特質上，男性被認為較勇敢、

獨立、積極，而女性被認為較依賴、細心、多愁善感等；在學業上則被認

為，男性較擅長數理方面的科目，而女性則較擅長語文方面的科目。這種

男性較擅長數理科目的刻板印象，會導致在數學或科學領域的求學過程

中，男性比女性更容易受到鼓勵，並使得男性認為自己較適合與數理相關

的工作（Eccles, 1994）。此外，職業也有與其相對應的性別刻板印象（例

如：秘書與招待員被認為是較適合女性的工作；工程師與電工被認為是較

適合男性的工作），而職業的性別刻板印象除了會影響個人對於職業的選

擇外，也被認為會影響雇主招募員工的標準以及升遷管道與機會，導致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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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性別比率的不均（Gatton、Dubois & Faley, 1999）。 

Steele 與 Aronson（1995）提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

的概念來解釋刻板印象對於個人能力表現的影響。他們認為當情境激發與

個體有關的刻板印象，而此刻板印象為負向時，個人會因為擔心自己的表

現會符合此負向的刻板印象，而使得測驗表現下降。Steele（1997）則整

理出刻板印象威脅的五項基本特性：第一，刻板印象是一全面性的威脅，

並非只針對某些特定的低評價團體，其效果亦可推至其他與刻板印象相關

的團體。第二，只要個體處在一個會引發刻板印象有關的情境，或個人所

屬團體身份和其行為表現被加以連結，刻板印象的威脅就會產生。第三，

刻板印象威脅在不同的情境下對不同類別團體會產生有不同種類或程度

的效果。第四，個體不管相不相信刻板印象、認不認同此團體，都會被刻

板印象影響。第五，因為刻板印象威脅是廣泛的存在於社會及個人的，因

此即使個體可以在特定情境中克服刻板印象的威脅，但卻很難在其他環境

中避免。 

然而，刻板印象並不一定只對特定對象產生負面影響，Shih、Pittinsky

及 Ambady（1999）的研究發現與刻板印象威脅相反的情形。他們發現當

屬於某一團體的個人被激發與此團體有關的正向的刻板印象時，此人的表

現會比沒有被激發的團體成員要來得好，Cheryan與Bodenhausen (2000)

將這種『因刻板印象而導致表現提升』的現象，命名為『刻板印象提升』

（stereotype boost）。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試圖結合『刻板印象

威脅』與『刻板印象提升』的概念，探討一個同時具有正負向刻板印象的

當事人，當被激發不同的所屬團體認同（性別/科目）時，他們的表現是否

會有所不同。 

此外，目前有關於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著重於探討如何減除刻板印象

威脅的影響，而對刻板印象為何會對個體產生影響之內在歷程的研究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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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得到顯著結果。近來，Schmader 與 Johns（2003）的實驗結果對此內

在歷程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他們的研究發現，刻板印象威脅會造成工作

記憶容量（working memory capacity）的下降，而這種工作記憶容量下降

可能是個體的作業能力表現下降的原因。但是刻板印象提升是否會造成工

作記憶容量上升，進而導致作業表現上升則尚未有研究探討。因此，本研

究的第二個目的是探討被激發正面刻板印象的當事人，其工作記憶容量是

否會上升。 

而除了工作記憶容量可能影響作業表現外，什麼樣的機制影響工作記

憶容量，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本研究者認為考試焦慮或擔心被評

價等情緒反應可能是刻板印象影響工作記憶的中介變項。一方面因為過去

一些研究發現焦慮與擔心被評價是刻板印象與作業表現間可靠的調節變

項（Smith, 2004; Marx & Stapel, 2006），另一方面，因為探討緊張程度與

作業表現兩者之間關係的 Yerkes-Dodson 法則顯示，當面臨像考試這類的

情境時，太緊張或太不緊張的人作業表現會不佳，因為太緊張會導致注意

力窄化，太不緊張則導致注意力不集中，而會產生最佳表現的是中間程度

緊張的人，這種狀態被稱為『最適度的緊張』（鄭昭明，2004）。本研究者

認為當個體處於一個被評價的環境中，他的考試焦慮會提升，因此需要花

費一部份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慮。而若在此時被激發的是負向刻板

印象，則其考試焦慮會更提升，需要花更多的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

慮。反之，若激發的是正向刻板印象，則會降低考試焦慮，使其花較少的

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慮。因此，本研究者認為考試焦慮不只影響作

業表現，還會影響工作記憶容量。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是

探討被激發正負面刻板印象的當事人，其考試焦慮是否會不同，及考試焦

慮是否為刻板印象激發與工作記憶容量的中介變項。 

再者，Suen(2006)的研究指出，不論正面或負面的刻板印象除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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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當事人的作業表現之外，還會影響他們對於自己表現結果的預期，這

顯示刻板印象對當事人所造成的影響不只發生在作業表現上，但過往研究

多半只專注在刻板印象對於作業表現的影響，而忽略了刻板印象的其他影

響。因此，研究者一方面欲檢驗被激發刻板印象的當事人如果有機會選擇

時，對於作業難度的選擇，另一方面則欲檢驗當事人對自己能力以及對作

業難度的評估。選擇『作業難度選擇』作為檢驗項目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其

會影響之後的學習意願。因為若當事人選擇一個比自己程度難度稍高的測

驗時，他雖然會覺得此測驗困難，但相較於難度最高的測驗，當事人在此

難度成功的機率仍是相當高的，倘若其挑戰成功，也會增強當事人對於與

此作業對應的能力的自信（例：數學作業對應數學能力），也會增加他對

於此作業的興趣，也會更願意投注時間在此增進此能力上，而當下次遇到

挑戰機會時，此成功的個人也會再挑戰稍高的難度，長遠下來，個人的能

力就會提升。相反地，當個人選擇一個很容易或極端困難的難度時，前者

因為很容易達到目標，所以並不會增強其對於此能力的信心，後者雖然達

成目標可以增強信心，但成功的可能性太低，對個人都是較為不利的。 

而選擇『對作業難度評估』與『對自己能力的評估』作為檢驗項目的

原因則是，研究者一方面想要瞭解刻板印象是否會對當事人在與能力相關

的知覺上造成影響，另一方面則認為當事人若認為自己在群體中的表現不

錯，就會更願意花時間增進自己的能力，也較願意面對與此能力相關的環

境（例：選與數學相關的科系）。相反地，若此人認為自己的能力不佳，

則較有可能逃避與此能力相關的環境，如此一來也沒有機會增進此項能

力。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目的是探討被激發正負面刻板印象的當事人，

其『作業難度選擇』、『對作業難度評估』和『對自己能力的評估』是否會

不同。 

除此之外，雖然很多研究者都假設，刻板印象威脅會導致個人作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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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降，而受威脅團體的作業表現下降則會反過來使得刻板印象被加深

(Steele & Aronson, 1995），但這種循環卻尚未得到實證的支持。因此，

本研究在實驗的最後也將測量受試者的『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來了解經

過一連串模擬真實情況的實驗之後，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是否會被加深，

此為本研究的第五個目的。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欲提出一可能的內在機制歷程，以探討在正、

負向刻板印象的激發下，是否會影響一個人的考試焦慮程度，而個人的考

試焦慮程度是否會影響其工作記憶容量，進而導致其作業能力的表現受到

影響。 

另外，本研究還想要探討，在正、負向刻板印象被激發的情況之下，

受試者對於『作業難度選擇』、『作業難度評估』與『對自己能力的評估』

是否會和沒有被激發刻板印象的受試者不同。而在經歷一連串實驗歷程

後，受試者對於『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是否會增加。（本研究架構圖如

圖一） 

                                  
 
 
 
 
  
  
           
 
 
                                 
 
 
 

激發正向刻板印象 

激發負向刻板印象 

無激發（控制組） 

考

試

焦

慮 

工

作

記

憶

容

量

（難度選擇） 

較困難 

較簡單

（知覺評估） 

作業難度 

自己能力 

（作業表現） 

刻板印象威脅 

刻板印象提升 

刻

板

印

象

相

信

程

度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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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節的第一部分先探討刻板印象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包括刻板印象

威脅和刻板印象提升，以及這兩種作用的發生條件。第二部分則探討考試

焦慮與作業表現的關係。接著第三、第四部分則分別探討工作記憶容量，

以及刻板印象對於工作記憶容量的影響。 

 

一、刻板印象對個人表現的影響 

Steele 與 Aronson（1995）是最早探討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者。在

他們的一個實驗中，讓黑人與白人受試者接受一困難的語文測驗。在『刻

板印象威脅組』中，這份測驗被描述成『智力測驗』，而在『非刻板印象

威脅組』中，這份測驗則被描述成不是在測量智力的『問題解決測驗』。

結果發現，因為有關於種族的刻板印象認為黑人的智力比白人低，所以在

刻板印象威脅組中，黑人的作業表現的確較差，然而在非刻板印象威脅組

中，黑人的表現則與白人沒有差異。 

而 Steele 與 Aronson（1995）的另一個實驗則發現，受到刻板印象

威脅（接受被描述成『智力測驗』的測驗）的低評價團體（devalued group）

成員（如上個實驗中的黑人）就算被告知研究者不會用此作業來評價他

們，其表現亦會受到影響。再者，Steele 與 Aronson 亦發現這些低評價團

體的受試者比起高評價團體（valued group）的受試者，在受到刻板威脅

的情況下，會花費較多的時間、用較不精確的方式來處理較少的題目，換

言之，他們的努力並沒有得到相符的效能。Steele 與 Aronson 對此現象所

提出的解釋是，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必須在回答問題的同時，另外花費心力

來調節因受威脅而起的挫折感。 

Spencer、Steele 及 Quinn（1999）的實驗則顯示當一個數學測驗在

指導語中被描述為具有性別差異且女性會表現較差時，女性受試者在之後

的測驗表現的確會較男性受試者來得差，然而當此測驗被描述為沒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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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時，則男女性在此測驗上的表現並無差異。Spencer 等人認為這種效

果是由於女性在接受此測驗時，比起男性，她們必須額外負擔對『女性的

數學能力較男性來得差』的負向刻板印象，所以導致她們的數學表現較不

理想。 

然而，Shih、Pittinsky 和 Ambady（1999）的研究則發現有與刻板

印象威脅相反的情形。他們認為個體同時會擁有對於多種不同團體的認

同，而各個團體都伴隨不同的刻板印象，這些不同的刻板印象有正向的也

有負向的，例如對於亞裔的女大學生來說，她們同時具有兩種團體認同：

女性與亞洲人，前者伴隨的是『女性數學較不好』的刻板印象，後者則是：

『亞洲人的數學很好』。此時，當個體被激發不同的認同時，會隨著不同

的認同而產生不同的行為。Shih 等人（1999）以亞裔女大學生為受試者，

並採用相對於過去多數研究的顯性激發（blatant stereotype activation：直

接告知刻板印象內容，例：女性數學能力較不好），以隱性激發（subtle 

stereotype activation）的方式，激發受試者性別或種族的刻板印象。此種

隱性激發方式是請受試者填答有關不同族群認同的問卷，例如在激發性別

認同組，詢問受試者『所住的宿舍是單一性別或混合了不同性別？』；在

種族認同組則是詢問受試者『妳的父母或家中長輩是否說除英語之外的語

言？』；在無激發組則是詢問『妳滿意妳的手機業者嗎？』結果發現，被

隱性激發亞裔認同的個體，其數學表現明顯比控制組（無激發任何認同）

要來的好，然而，被激發女性認同的受試者，他們的數學表現則比控制組

來的差，而這三組不管是在動機還是在嘗試回答的題目數、猜測的題數、

自評測驗的結果都沒有差異。 

除了與性別和種族相關的刻板印象會產生刻板印象效果，Croizet、

Despres、Gauzins、Huguet、Leyens 和 Meot（2004）的研究亦發現與

科目（subject）相關的刻板印象亦可以產生刻板印象效果，他們針對主修

不同科目（心理學或科學）的受試者進行研究，結果發現，當測驗被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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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一個對數學以及邏輯推理能力具診斷性的測驗時，主修科學的受試者

的表現會比主修心理學的受試者來得好，然而當測驗被描述為非診斷性的

測驗時，主修科學與主修心理學的受試者的表現則沒有差異。 

此外，Shih、Ambady、Richeson、Fujita 和 Gray(2002)比較隱性激

發與顯性激發在刻板印象提升上的效果。在隱性激發組，Shih 等人（2002）

沿用 Shih 等人（1999）的操弄，藉由詢問與種族相關的問題來激發『亞

洲人的數學很好』的刻板印象，而顯性激發組的受試者則被直接告知研究

是在探討『亞洲人的數學很好』（Asian Americans are good at 

mathematics）的刻板印象，結果發現刻板印象提升的效果只有在隱性激

發時才會展現。Shih 等人（2002）認為這是因為被顯性激發的受試者必

須要面對他人相當高的期待，因此反而降低其作業表現，抵銷了刻板印象

提升的效果。研究者認為，此亦意涵著刻板印象激發對作業表現的影響可

能來自於當事人的焦慮感。 

 

二、考試焦慮與作業表現的關係 

Yerkes-Dodson 法則是描述作業難度、行為的表現與情緒激動程度

（arousal）三者之間的關係（見下頁圖二）。例如，就考試而言，會產生

最佳表現的往往不是太緊張或太不緊張的人，而是中間程度緊張的人，這

種會產生最佳表現的緊張狀態被稱為『最適度的緊張』。而『最適度的緊

張』則會隨著作業的難度而異：難度低的，最適度的緊張可以提高，但隨

著難度的增加，『最適度的緊張』則必須要降低，才能產生最佳表現。如

圖二所示，對於最容易的作業來說，隨著緊張程度的增加，作業表現則會

更佳，但對於最困難的作業來說，緊張程度則不能太低也不能太高，才會

有最佳的作業表現（引自鄭昭明，2004）。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在處理越高難度作業時往往會越緊張，也

因此更容易使其緊張程度超出『最適度的緊張』，而造成作業表現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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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激動程度 

行

為

表

現 

圖二  Yerkes-Dodson 法則（引自鄭昭明，2004，頁 105） 

 

Easterbrook（1959）對此曲線提出一個解釋，他認為，面對作業時，

不緊張使人精神散漫、注意力不集中，此時容易忽略該注意的事項，而過

度的緊張，則會使人注意力窄化，注意力放在局部事物而非全面，亦容易

忽略了應注意的事項。只有適度的緊張能使人精神集中、反應迅速，較容

易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引自鄭昭明，2004）。 

Keller (2002) 發現只有當測驗題目的難度高到足以將受試者的能力

推到極限時，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才會產生，本研究者根據 Yerkes-Dodson

法則對此現象提出解釋，當作業的難度足以把受試者的能力推向極限時，

若受試者感受到額外的壓力，例如當被其他人預期會表現的不好（負向的

刻板印象），就容易使得受試者的激動程度超過『最適宜的緊張』，因而降

低其作業表現（刻板印象威脅）。相反的，當面臨較簡單作業時，由於額

外的壓力較不容易使受試者的激動狀態會超過『最適宜的緊張』，刻板印

象的效果就不會在作業表現上看出來。 

因此，本研究會測量受試者對於與數學測驗有關的緊張程度（考試焦

慮），並預期當受試者面臨較困難的數學測驗時，如果被隱性激發的刻板

印象是負面的，受試者的考試焦慮會上升，進而影響到作業表現。相反的，

當受試者被隱性激發的刻板印象是正面的時候，其考試焦慮則會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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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Baddeley 的概念，認為所謂的『儲存訊息』指的是，一種能暫時保

持住短暫出現訊息的能力，特別當這種訊息已經不再出現在環境中；而『處

理訊息』則是對於訊息使用的能力。並且認為測量工作記憶容量的測驗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est）應該是在測驗當人們在處理一些資訊之

時，能同時記憶新訊息的能力，但這個運作系統會受其有限容量的限制，

也就是當這個系統的容量已被某一作業佔滿時，要執行其他的心智運作就

會非常困難。 

有關工作記憶容量的研究主要在比較擁有不同工作記憶容量（高 vs.

低，以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成績來區分）的個體在各種作業表現上的不

同。結果發現：擁有較高工作記憶容量的個體比起較低工作記憶容量的個

體不但能較快、也較準確地想起與目標有關的知識，也較能抑制不相關或

會使其分心的訊息。而高、低工作記憶容量的個體面臨作業時所選擇的策

略也不相同，高工作記憶容量的個體比較傾向使用較高階、但較花費認知

資源的『控制歷程作業』（control processing task），相對地，低工作記憶

容量的個體則偏好使用較低階、但較不花費資源的『自動化歷程作業』

（automatic processing task）。此外，高工作記憶容量的個體不但擁有較

多的背景知識，也較會使用背景知識來幫助自己解決作業（Barrentt, 

Tugade, & Engle, 2004; Rosen ＆ Engle, 1998）。 

 至於哪些因素會影響工作記憶容量呢？最近 Schmader 與

Johns(2003)的一系列研究證明負面的刻板印象會降低工作記憶容量因而

導致作業表現下降，造成刻板印象威脅作用的產生。 

 

四、刻板印象效果與工作記憶容量的關係 

在 Schmader 與 Johns(2003)的第一個實驗中，他們使用 Tuner 與 

Engle(1989)『工作記憶容量測驗』（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est）替代

傳統的數學測驗，並告知『刻板印象威脅組』的受試者此測驗能反映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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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記憶容量（working memory capacity） 

工作記憶理論是 Baddeley 與 Hitch(1974)提出用來取代短期記憶庫

（short term store；STS）的概念，認為工作記憶不只是一個把眼前訊息

轉入長期記憶庫（long term store）的場所而已，它也是許多心智技能，

如：推理、決策與問題解決執行的場所。而工作記憶分為 3 個部分：中央

執行部門(the component of central executive)、發音迴路(phonological 

loop)、視覺-空間掃瞄板(visual-spatial sketchpad)，其中，發音迴路則負

責維持和運作以語音為基底的訊息，可再分為兩個次部門：語音儲藏所

(phonological store) ， 用 來 保 存 語 音 訊 息 ； 復 誦 機 制 (rehearsal 

mechanism)，用來使保存在語音儲藏所的訊息處於活動的狀態，視覺-空

間掃瞄板則負責維持與運作視覺與空間的訊息。視覺-空間掃瞄板和發音迴

路這兩個部門彼此獨立，如果有兩個作業必須同時用到相同的部門，這兩

個作業就不可能一起成功地被執行，反之，若這兩個作業一個用的是視覺

-空間掃瞄板，另一個則是發音迴路，在不超出其有限能力的範圍下，這兩

個作業則可以同時被運作。 

中央執行部門主要負責的工作有：記憶系統的控制、訊息的轉錄與提

取、抑制不相關的訊息、長期記憶系統資訊的提取、對於儲存於語文和視

覺空間系統資訊操作的注意力變換（attention switch）（Baddeley, 1996），

及策略選擇與整合訊息（Engle, 2001）。 

中央執

行部門

 
發音迴路 

 
視覺-空間掃

瞄板 
 

圖三  工作記憶的運作 

而工作記憶容量，根據 Baddeley(1986, 1992, 2003)的定義，它可被

視為一套用來『儲存』與『處理』訊息的運作系統，而 Oberau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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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數學能力，且男女性在數學能力的表現上有性別差異。而控制組受試

者則被告知此測驗為測量工作記憶容量的測驗，而工作記憶是在同時儲存

不同資訊的能力。 

結果發現，男性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威脅組』中的表現與在控制組中

的表現並無差異，然而，當女性受試者身屬對其不利的『刻板印象威脅組』

時，其表現會低於控制組，此結果證實當個體在面臨刻板印象威脅時，其

工作記憶容量會隨之降低。 

Schmader 與 Johns（2003）在第二個實驗中，則針對『拉丁美洲人

的智商較高加索人低』的刻板印象來重複驗證實驗一的結果，所使用的材

料都與實驗一相同，但此時『刻板印象威脅組』與『控制組』的受試者同

樣被告知這是一份工作記憶容量測驗，但在『刻板印象威脅組』，工作記

憶容量測驗被描述為對智力有高度的預測力，而控制組則否。結果發現，

當拉丁美洲裔的受試者處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下時，其工作記憶容量測驗

表現降低，而高加索裔的受試者則在兩種情況下的表現並無差異，實驗結

果符合了 Schmader 與 Johns 的假設：當低評價團體成員處於刻板印象威

脅的情況下時，他們的工作記憶容量測驗表現的確會降低。 

Schmader 與 Johns（2003）接著在實驗三，對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

女性受試者，測量其工作記憶容量與數學能力。他們採用 Baron 與 Kenny

（1986）的方法來檢驗中介變項，結果發現，刻板印象威脅的確對於工作

記憶容量測驗與數學測驗分數有相當高的預測力，但當同時以工作記憶容

量測驗分數與刻板印象威脅來預測數學測驗表現時，刻板印象威脅就不再

是數學測驗表現的顯著預測變項，顯示工作記憶容量的確為刻板印象威脅

與數學測驗表現的中介變項。也就是說，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個體因為其

工作記憶容量降低，而導致其數學能力表現較沒有被刻板印象威脅的個體

來得不好。但 Schmader 與 Johns 並未對此現象提出解釋，而本研究者認

為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的理論或許可以幫助釐清刻板印象威脅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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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記憶這兩者間的關係。 

自我調整的定義是個人控制或調整自我行為的能力（Hull, 2002），而

這種能力可以被視為一個有限的資源（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會分別被用在不同的工作（tasks）上，例如：調整想法、

控制情緒、抑制衝動、忍受身體的痛苦，還有當面臨挫折時堅持下去等行

為(Schmeichel, Vohs, & Baumeister, 2003)。上述每一項自我調整的工作

在執行時都必須使用一部份資源，而其結果的成功於否則取決於此行為是

否擁有足夠的資源去執行。但是由於整個自我調整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

當一項自我調整的工作被執行時，另一項工作相對地就會受到影響

（Muraven, Tice, ＆ Baumeister, 1998）。舉例來說，Muraven 等人

（1998）的實驗採取 Wegner 著名的白熊實驗：把受試者分成三組，一組

被告知在實驗中盡量不要去想白熊，一組被告知可以去想白熊，另一組則

完全沒有被告知有白熊一事。結果發現，當受試者被告知要去壓抑白熊一

事的思緒時，他們相較於其他兩組，較快放棄解決無解的字謎（unsolvable 

anagrams）工作，而可以去想白熊的受試者所堅持的時間則和沒有告知

白熊一事的受試者並無差異。Muraven 等人認為，這是因為壓抑有關白熊

的思緒是一種會耗損自我調整資源的行為，當受試者採取了此行動，那他

們之後對於無解字謎的堅持力（在面臨挫折時堅持下去的能力）就會受到

影響，以致於會較快放棄。 

由於工作記憶容量和自我調整都涉及到抑制不相關的訊息的能力、決

定解決問題所要投注的努力與策略等，所以在概念上，自我調整的資源與

工作記憶容量是部分重疊的，而 Schmeichel 等人（2003）的實驗亦證實

了當受試者在進行自我調整的行為後，他們對於邏輯推理、認知推斷

(cognitive extrapolation)與閱讀理解力(reading comphension)這類的認知

作業都會表現地較差，但是他們對於一般知識(general knowledge)的記憶

力與回憶無意義字的能力都不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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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自我調整理論來看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時，本研究者認為，當

個體處於一個被評價的環境中，他的考試焦慮會提升，因此需要花費一部

份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慮。倘若此時個體被激發的是負向的刻板印

象，則因為此為一種需要被壓抑的想法，其考試焦慮會更提升，使其必須

付出更多資源或工作記憶容量來控制其引發的考試焦慮（控制情緒），因

此比起沒被激發刻板印象的個體，被激發負面刻板印象的個體需要花更多

的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慮。反之，若個體被激發的是正向的刻板印

象，則因為此為一不需要被壓抑的想法，反而會降低個體的考試焦慮，使

得其可以比沒被激發刻板印象的個體花較少的自我調整資源或工作記憶

容量來抑制考試焦慮，尤有甚者，正向刻板印象還可能給予受試者『任務

可被達成』的線索，使其在面臨困難時較不容易放棄，因而提高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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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四部分：第一個問

題結合本研究的目的一與目的二，倘若 Schmader 與 Johns(2003)的研

究，認為個體因刻板印象威脅所造成較差的作業表現，真的可以用工作記

憶能力受損來解釋，那麼如同 Shih 等人（1999）的研究，刻板印象對於

個體的影響不只包括了刻板印象的威脅，還包括了刻板印象提升，這兩者

應為刻板印象作用的一體兩面。而根據 Shih 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刻

板印象提升的作用多發生在隱性激發而非顯性激發，因此本研究欲採取隱

性的刻板印象操弄，除了再次印證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因為工作記憶容量

下降外，也要探討刻板印象提升效果是否是因為工作記憶容量的上升而導

致。 

其次，由於處於被評價的環境或者被激發負向刻板印象時，個體會產

生考試焦慮，而考試焦慮是需要花費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的。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想探討刻板印象影響工作記憶容量的原因，是否可用『考試焦慮』

來解釋。 

第三，由於 Suen(2006)的研究指出，正面或負面的刻板印象除了會

影響受試者的作業表現之外，還會影響他們對於自己表現結果的預期，顯

示刻板印象對受試者所造成的影響不只發生在作業表現上，因此研究者欲

從『數學能力測驗難度選擇』、『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與『對自己能力

的評估』三方面來檢驗刻板印象對個體的其他影響。 

亦即，本研究將探討當受試者受到刻板印象威脅或刻板印象提升的作

用時，如果有選擇的機會，他們對於數學能力測驗難度的選擇是否會有不

同？而當受試者評價數學能力測驗的難度和自己的數學能力時，那些受到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或刻板印象提升效果影響的受試者，他們對於測驗難度

和自身的數學能力兩者的評估和控制組相比是不是有差異？ 

第四，由於 Steele 與 Aronson（1995）的假設：『受到刻板印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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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不良表現會反過來加深刻板印象』尚未得到實證證實，因此本研究整

個實驗流程均將模擬真實世界的情況，以了解被激發刻板印象的當事人，

在表現受影響後，他們對於『刻板印象相信程度』是否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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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實驗以理學院女學生為研究對象，操弄兩個刻板印象，一個是『女

性數學能力較差』，另一個則是『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好』。因此可以

預測，當『理學院的女學生』被隱性激發『性別認同』時，會因為『女性

數學能力較差』的刻板印象而受到威脅，因此相較於控制組（課外閱讀狀

況組），不管是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表現，還是『數學測驗』的表

現都會較不好。 

相反地，當這些『理學院的女學生』被隱性激發『理學院認同』時，

則會因為『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好』的刻板印象而表現提升，因此她

們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和『數學能力測驗』的表現相較於控制組會來

得較好。 

再者，本研究亦預測理學院認同組受試者的『考試焦慮量表』的得分

或生理測量分數相較於控制組受試者會來得較低，而女性認同組受試者的

『考試焦慮量表』的得分或生理測量分數則會比控制組受試者來得高。

另，本研究預測『考試焦慮』是刻板印象操弄與『工作記憶容量』的中介

變項。 

至於在『數學測驗難度的選擇』上，研究者預測，理學院認同組受試

者較控制組受試者更傾向於選擇較困難的作業，相反地，女性認同組受試

者相較於控制組受試者則會傾向選擇較簡單的作業。而當受試者『評估數

學能力測驗的難度』時，本研究預測，女性認同組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受

試者，會認為測驗較為困難。反之，理學院認同組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受

試者則認為數學能力測驗較為簡單。 

在『評價自己的數學能力』上，本研究預測，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相

較於控制組的受試者，他們預估自己的數學能力在全台灣 100 名大學生數

學能力中較多少人為佳時，估計的數目會較低，而當他們用七點量尺評估

敘述句『整體而言，我覺得我的數學能力很好』的符合程度時亦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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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對自己的能力較沒自信並認為自己的數學能力

不如他人。反之，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對於自己能力的評估則會較控制

組的受試者來得高。 

最後，對於『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由於性別認同組的受試者處於

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下，加上表現的較不好（不管是自己預期或實際上），

所以應該會加深他們對於『女性數學能力較差』的刻板印象，因此，和控

制組的受試者相比，他們會較相信『女性數學能力較差』的刻板印象。同

樣地，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處於刻板印象提升的效果下，如果其表現亦

符合『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好』的預期，則和控制組的受試者相比，

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會較相信『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好』的刻板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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