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研究結果 
 本章研究結果將分成兩部分來呈現，第一節為本研究獨變項『不同認

同團體激發』對各依變項的統計檢驗，第二節則為本研究控制變項的統計

檢驗，第三節則探討不同認同團體激發、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工作記憶容

量測驗與數學能力測驗四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依變項的檢驗 

1.考試焦慮量表。研究者以每位受試者在考試焦慮量表上的總分作為

依變項進行統計檢驗。而所有受試者總分的平均數為 28.63，標準差為

8.15，其中，最高分為 43，最低分為 10。而各組受試者在考試焦慮量表

上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各組考試焦慮量表總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25.63（8.23） 

n=16 

29（8.22） 

n=17 

31.25(7.48)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

組）為獨變項，對『考試焦慮量表總分』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發

現三組平均數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F(2,46) =2.011, p =.145）。顯示三組在

考試焦慮量表的得分上並沒有差異。 

 

2.考試焦慮生理測量。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為獨變項，以

受試者『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脈搏測量三者作為依變項，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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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 1 次脈搏測量』為共變項，進行 ANCOVA 分析，檢驗不同實驗階

段三組受試者的考試焦慮是否有所不同。而各組受試者在控制第 1 次脈搏

測量後的考試焦慮生理測量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各組調整後考試焦慮生理測量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第二次 76.32（.83） 

n=16 

73.84（.81） 

n=17 

76.59(.832) 

n=16 

第三次 75.91（1.21） 

n=16 

73.35（1.17） 

n=17 

76.16(1.20) 

n=16 

第四次 76.08（1.55） 

n=16 

71.95（1.49） 

n=17 

75.22(1.54)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在進行 ANCOVA 分析之前，研究者先進行『組內回歸係數同質性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的假設檢定，結

果發現，獨變項與共變項之間並沒有交互作用效果存在（F(10,16) =1.494, p 

=.229；F(10,16) =1.238, p =.339；F(10,16) =1.365, p =.279），顯示各組內的

共變項與依變項的線性關係具有一致性，符合假設檢定，可以進行

ANCOVA 分析。 

而 ANCOVA 的分析發現，第 1 次測量脈搏對於第 2、3、4 次的脈搏

測量皆具有顯著影響（F(1,45) =454.891, p =.000；F(1,45) =93.474, p =.000；

F(1,45) =49.121, p =.000），而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激發』則在第 2 次脈

搏測量上達到顯著水準（F(2,45) =3.469, p＝.04），在第 3、第 4 次脈搏測量

上卻沒有達到顯著水準（F(2,45) =1.743, p＝.187；F(2,45) =2.079,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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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儘管各組受試者在考試焦慮量表上的分數並沒有差異，受試者在獨

變項操弄結束後的第 2 次脈搏測量上的確顯現出不同。 

 

3.工作記憶容量測驗。在所有樣本中，有一名受試者因為誤解指導語

而未能正確完成此測驗，研究者在排除此人此項的測驗成績後，對剩下 48

人的資料進行分析。由於此測驗包含兩項工作，因此，在進行依變項檢驗

前，研究者先針對各組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中『判斷句子正確與否』的答

對率進行統計檢驗，以藉此瞭解各組受試者在測驗中對此作業花費的心力

是否相同。結果發現，所有受試者在此作業的平均答對率為.89，標準差

為.071，其中，最高分為.98，最低分為.64。接著，研究者以『不同認同

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組）為獨變項，對『判斷

句子正確與否之答對率』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發現獨變項『不同

認同團體激發』效果並未達到顯著（F(2,45) =2.019, p =.145）。證實三組受

試者在此作業花費的心力是相同的。遂進行以下依變項檢驗。 

結果發現，所有受試者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上的平均分數為 71.50，

標準差為 10.92，其中，最高分為 87，最低分為 36。而各組的平均分數

與標準差如下表 3-3 所示：  

 

表 3-3  各組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總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72.50（9.22） 

n=16 

75.76（9.07） 

n=17 

65.60(12.45) 

n=15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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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為獨變項，對『工作記憶容量測驗分數』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

果發現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效果達到顯著（F(2,45) =4.005, p 

=.025）。使用 Tukey 事後比較發現，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工作記憶容

量測驗的表現的確要比控制組的受試者表現來得好（p=.021）。而女性認

同組的受試者表現和控制組的受試者表現則沒有差異（p＝.160）。顯示只

有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工作記憶測驗上的表現比控制組的受試者來

得好。 

 

4.數學難度選擇。所有受試者所選擇的數學難度之平均數為 4.41，標

準差為 1.66，其中，最高為 7，最低為 1。而各組在數學難度選擇上的平

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各組數學難度選擇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4.06（1.84） 

n=16 

5.24（1.15） 

n=17 

3.88(1.67)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接著，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為獨變項，對『數學難度選擇』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發

現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效果達到顯著（F(2,46) =3.658, p =.034）。

使用 Tukey 事後比較發現，在數學難度選擇上，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比

控制組的受試者更傾向選擇較難的數學測驗（p=.043）。而女性認同組的

受試者所選擇的數學難度則和控制組的受試者沒有差異（p＝.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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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數學能力測驗。研究者排除 1 名沒有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者

以及 8 名曾經接受過 GRE 測驗的受試者後，對剩下 40 人的資料進行分

析。結果發現，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上的平均答對題數為 7.83 題，標

準差為 2.55，其中，最高為 12，最低為 2。而答對正確率（答對的題數除

以嘗試回答的題數）的平均數為.58，標準差為.17，其中，最高為.86，最

低為.21。各組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 3-5 所示：  

 

表 3-5  各組數學能力測驗答對題數與正確率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答對題數 
8.29（2.09） 

n=14 

7.76（2.77） 

n=13 

7.38(2.87) 

n=13 

正確率 
.62（.14） 

n=14 

.60（.17） 

n=13 

.53(.19) 

n=13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為獨變項，以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

的『答對題數』與『正確率』作為依變項，受試者『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

驗成績』為共變項，進行 ANCOVA 分析。 

在進行 ANCOVA 分析之前，研究者先進行『組內回歸係數同質性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的假設檢定，結

果發現，獨變項與共變項之間並沒有交互作用效果存在（F(5,24) =.723, p 

=.613；F(5,24) =.712, p =.620），顯示各組內的共變項與依變項的線性關係

具有一致性，符合假設檢定，可以進行 ANCOVA 分析。 

而在進行 ANCOVA 分析之後發現，『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在

兩個依變項上皆有顯著的影響（F(1,36) =19.853, p =.000；F(1,36) =15.76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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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控制『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之後，獨變項『不同認同團

體激發』不論在『答對題數』或『正確率』上皆沒有達到顯著水準（F(2,36) 

=1.478, p =.241；F(2,36) =1.089, p =.347），顯示不同認同團體的激發對於

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上的表現沒有影響。 

 

6.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所有受試者對於數學能力測驗的平均難度

評估為 3.63，標準差為 1.30，其中，最高為 6，最低為 1。而各組在數學

能力測驗難度評估上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 3-6 所示： 

 

表 3-6  各組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3.88（1.09） 

n=16 

3.82（1.51） 

n=17 

3.19(1.23)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

組）為獨變項，對『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

果發現三組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F(2,46) =1.419, p =.252）。顯示三組受試

者對於數學能力測驗的難度評估並沒有差異。 

 

7.自我評估數學能力。在所有樣本中，有一名受試者因為為僑生而沒

有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研究者在排除此人之後，對剩下 48 人的

資料進行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在『整體而言，我覺得我的數學能力很

好』的七點量尺評估的平均得分為 4.06，標準差為 1.19，其中，最高為 6，

最低為 1。而『在全台灣的大學生中，我認為我的數學能力在 100 人中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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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佳』的平均得分為 61，標準差為 16.93，其中，最高為 95，最低為

20。各組的平均得分與標準差如下表.3-7 所示： 

 

表 3-7  各組自我評估數學能力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整體而言，我覺得我

的數學能力很好 

3.94（1.34） 

n=16 

4.31（1.14） 

n=16 

3.94(1.24) 

n=16 

在全台灣的大學生

中，我認為我的數學

能力在 100 人中較  
人為佳 

57.50（18.71）

n=16 

66.44（17.71）

n=16 

64.06(14.52)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為獨變項，以受試者在對於『整體而

言，我覺得我的數學能力很好』的七點量尺評估與『在全台灣的大學生中，

我認為我的數學能力在 100 人中較   人為佳』的回答作為依變項，受試

者『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為共變項，進行 ANCOVA 分析。 

在進行 ANCOVA 分析之前，研究者則先進行『組內回歸係數同質性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的假設檢定，結

果發現，獨變項與共變項之間並沒有交互作用效果存在（F(6,31) =2.032, p 

=.091；F(6,31) =1.261, p =.303），顯示各組內的共變項與依變項的線性關係

具有一致性，符合假設檢定，可以進行 ANCOVA 分析。 

而在進行 ANCOVA 分析之後發現，『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對

於兩個依變項皆有顯著的影響（F(1,44) =13.165, p =.001；F(1,44) =6.630, p 

=.013），而在控制『大學數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後，獨變項『不同認同

團體激發』的效果則在這兩題上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F(2,44) =.151, p 

=.861；F(2,44) =1.300, p =.283）。表示，不同認同團體的激發對於受試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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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之數學能力沒有影響。 

 

8.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量表。所有受試者對於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量表第

4 題『男性的數學能力比女性好』的七點量尺平均得分為 4.69，標準差為

1.43，其中，最高為 7，最低為 1。第 7 題『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其

他學生來得好』的平均得分為 4.90，標準差為 1.25，其中，最高為 7，最

低為 2。而各組的平均得分與標準差如下表 3-8 所示： 

 

表 3-8  各組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量表得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第 4 題 
4.19（1.559） 

n=16 

4.76（1.552） 

n=17 

5.13(1.088) 

n=16 

第 7 題 
5.25（1.238） 

n=16 

4.82（1.185） 

n=17 

4.63(1.310)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

組）為獨變項，對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量表的第 4 題與第 7 題分數為依變項，

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發現在這兩題上，三組受試者間的得分皆沒

有達到顯著差異（F(2,46) =1.805, p =.176；F(2,46) =1.056, p =.356）。顯示，

三組受試者在完成實驗的各階段後對於兩種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都沒有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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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控制變項的檢驗 

盡力程度。研究者為確保三組受試者對於『工作記憶容量測驗』以

及『數學能力測驗』的盡力程度都相同，遂進行以下統計檢驗。結果發現，

受試者對於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盡力程度七點量尺的平均數為 5.12，標準

差為 1.05，其中，最高為 7，最低為 3。而在數學能力測驗盡力程度的平

均數為 5.24，標準差為.99，其中，最高為 7，最低為 3。各組平均數與標

準差如下表 3-9 所示： 

 

表 3-9  各組盡力程度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盡力程度 女性認同組 理學院認同組 控制組 

工作記憶容量

測驗 

5.25（.931） 

n=16 

5.29（.920） 

n=17 

4.81(1.276) 

n=16 

數學能力測驗 
5.25（1.000） 

n=16 

5.29（1.105） 

n=17 

5.19(.911) 

n=16 

（註：括弧外為各組平均數，括弧內為各組標準差） 

 

研究者以『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性別認同組、理學院認同組、控制

組）為獨變項，受試者對於工作記憶容量測驗與數學能力測驗的盡力程度

為依變項，做單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發現，在這兩題上，三組皆沒有

達到顯著差異（F(2,46) =1.037, p =.363；F(2,46) =.046, p =.955）。顯示，三

組受試者對於工作記憶容量測驗或數學能力測驗的盡力程度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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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認同團體激發、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工作記憶容量測驗與數

學能力測驗間的關係 

研究者以 Baron 與 Kenny（1986）的方法來檢驗『不同認同團體激

發』（獨變項操弄）、『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工作記憶容量測驗』與『數

學能力測驗』四者之間的關係。首先檢驗『考試焦慮生理測量』是否為『不

同認同團體激發』與『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中介變項。其次檢驗『工作

記憶容量測驗』是否為『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和數學能力測驗的『答對題

數』與『正確率』的中介變項。由於『考試焦慮生理測量』一共進行了 4

次，因此研究者以最能代表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激發』之操弄效果的第

2 次脈搏測量；並控制代表個體基礎率的第 1 次脈搏測量後進行檢驗。 

首先，研究者檢驗獨變項操弄對中介變項『考試焦慮生理測量』是否

有顯著的預測效果，結果發現存有顯著效果（β=-.122, p=.022；β=.270, 

p=.949）。接著檢驗『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對『工作記憶容量測驗』是否

有預測效果，結果並未發現有顯著效果（β=.137, p=.770）。最後，檢驗

『不同認同團體激發』是否對『工作記憶容量測驗』有預測效果，結果發

現的確有顯著效果存在（β=.450, p=.008；β=.301, p=.068），而在排除

『考試焦慮生理測量』之後，此顯著效果依舊存在（β=.439, p=.011；

β=.292, p=.082），顯示，『考試焦慮生理測量』並非獨變項操弄與『工作

記憶容量測驗』的中介變項。 

其次，研究者檢驗『考試焦慮生理測量』對『工作記憶容量測驗』是

否有預測效果，結果並未發現有顯著效果（β=-.137, p=.770），接著檢驗

『工作記憶容量測驗』是否能預測數學能力測驗的『答對題數』與『正確

率』，結果發現的確有顯著效果存在（β=.332, p=.021；β=.400, p=.005）。

最後，則檢驗『考試焦慮生理測量』是否能預測數學能力測驗的『答對題

數』與『正確率』，結果並未發現有顯著效果存在（β=-.325, p=.488；β=.311, 

p=.506），而在排除『工作記憶容量測驗』之後，亦未發現有顯著效果存

   35 
 



在（β=-.278, p=.629；β=-.258, p=.555），顯示，『工作記憶容量』並非

『考試焦慮生理測量』與數學能力測驗的『答對題數』與『正確率』的中

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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