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討論與建議 
此部分將分成三節討論，第一節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進行研究結

果的說明，第二節則對研究結果進行討論，第三節探討本研究的限制，以

及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說明 

本研究的目的是結合『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與『刻板印象提升效果』

的概念，探討同時具有正、負刻板印象（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好；女

性數學能力較差）的理學院女學生被激發不同的所屬團體認同（科目/性別）

時，對於受試者工作表現（數學能力測驗）、工作選擇（數學能力測驗難

度選擇）與自我能力評估（數學能力評估）的影響，並驗證考試焦慮與工

作記憶容量作為刻板印象效果的中介變項之可能性。本研究結果摘要如

下： 

  本研究假設一探討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激發』對於依變項『工作記

憶容量』與『數學能力測驗』的影響，可分為 4 部分來探討。第 1 部分認

為『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表現會較控制

組的受試者好。研究結果顯示，『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工作記憶

容量測驗』的表現的確比控制組的受試者好，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第 2 部分認為，『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上

的表現會比控制組的受試者好。研究結果顯示，兩組受試者的表現並沒有

達到顯著差異，結果不支持研究假設。 

相反地，第 3 部分認為，『性別認同組』的受試者，在『工作記憶容

量測驗』的表現都會較控制組的受試者差。研究結果顯示兩組受試者在『工

作記憶測驗』的表現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結果不支持研究假設。 

第 4 部分認為，『性別認同組』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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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都會較控制組的受試者差。研究結果顯示兩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

的表現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結果不支持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二可分為 3 部分來探討，第 1 部分認為，『理學院認同組』

的『考試焦慮量表』的得分相較於控制組的受試者會來得較低，而女性認

同組受試者的得分則會比控制組受試者來得高。研究結果顯示三組受試者

的得分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結果不支持研究假設。 

第 2 部分認為，『理學院認同組』的『考試焦慮生理測量』的得分相

較於控制組受試者會來得較低，而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得分則會比控制組

來得高。研究結果顯示，在第 2 次脈搏測量的 ANCOVA 分析上，三組受

試者的表現的確有差異。檢視三組受試者第 1 次與第 2 次脈搏測量的平均

分數，發現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在第 2 次脈搏測量上的平均分數比第 1

次脈搏測量的平均分數低，但女性認同組與控制組的受試者則在兩次脈搏

測量上均沒有改變。顯示，接受理學院認同激發的受試者，他們的生理焦

慮的確有降低的趨勢，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而第 3 部分認為，『考試焦慮』是『不同認同團體激發』與『工作記

憶容量測驗』的中介變項，而『工作記憶容量測驗』則為『考試焦慮』與

『數學能力測驗』的中介變項。研究結果並不支持假設。 

本研究假設三則可分為 3 部分來探討，第 1 部分認為，在『數學測

驗難度的選擇』上，『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較控制組受試者傾向選擇

較困難的作業，而『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則會較控制組受試者選擇較簡

單的作業。研究結果顯示，『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選擇的『數學測驗

難度』較控制組受試者難，而『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選擇的『數學測驗

難度』則和控制組沒有差異。研究結果部分支持假設。 

第 2 部分則認為，在『數學能力測驗的難度評估』上，『理學院認同

組』的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的受試者會認為數學能力測驗較為簡單。而『女

性認同組』的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受試者會認為測驗較為困難。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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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三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上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研

究結果不支持假設。 

而第 3 部分認為，在『自我數學能力評估』上，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

者的『自我數學能力評估』則會較控制組高。而『女性認同組』受試者的

『自我數學能力評估』則會較控制組低。研究結果顯示，三組受試者在預

估自己的數學能力在全台灣 100 名大學生中較多少人為佳時，並沒有達到

顯著差異。而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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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受試者的得分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研究結果

不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四認為，在『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上，而『理學院認同組』

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受試者，較相信敘述句『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其

他學院學生來得好』，而『性別認同組』受試者相較於控制組受試者，較

相信敘述句『男性的數學比女性好』。研究結果顯示，三組受試者對於敘

述句『理學院的學生數學能力較其他學院學生來得好』與『男性的數學比

女性好』的相信程度並沒有差異。研究結果不支持研究假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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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論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四個問題，以下分別探討之： 

第一，Spencer 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受到負面刻板印

象影響的女性，其數學測驗表現會較差，此為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效果。

Schmader 與 Johns(2003)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在刻板印象當事人受到刻

板印象威脅效果影響時，其工作記憶容量降低，因而影響之後的作業表

現，因此工作記憶容量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與作業表現的中介變項。Shih

等人（1999）則發現刻板印象對於當事人的影響並不只有負面的威脅效

果，還有正面的提升效果。因此本研究同時採取正負向刻板印象操弄，探

討先前研究尚未探討的議題：刻板印象提升效果是否也是因為工作記憶容

量的上升而導致，並重複驗證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會造成工作記憶容量下降

之過去發現。而由於 Shih 等人（2002）發現，只有在隱性激發正向刻板

印象時，刻板印象提升效果才會顯現，因此本研究將採用隱性操弄來激發

正、負向刻板印象。 

本研究結果發現，對於被隱性激發正向刻板印象的受試者來說，他們

的工作記憶容量與控制組的受試者相比的確較好，且三組受試者對此測驗

的自陳努力程度都相同，顯示刻板印象提升效果的確會造成工作記憶容量

上升。而過去研究指出，高工作記憶容量的個體能較快、也較準確地想起

與目標有關的知識、較能抑制不相關的訊息，也較會使用背景知識來解決

問題（Barrentt, Tugade, & Engle, 2004; Rosen ＆ Engle, 1998）。因此，

被激發正向刻板印象的受試者，對於問題解決的能力的確會提高。 

然而，在另一方面，本研究卻無法重複驗證 Schmader 與 Johns(2003)

的發現，亦即，本研究發現對於被激發負向刻板印象的受試者來說，她們

的工作記憶容量和控制組的受試者相比並沒有差異。研究者推估，這可能

是由於本研究所找的受試者是政治大學理學院的女生，和 Schmader 與

Johns(2003)所選擇的普通的大學女生和 Shih 等人（1999）所選的亞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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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女生兩者相比起來，本研究的受試者本身可能就比較不相信『女生數學

能力較差』刻板印象而選取理學院就讀（在本研究之刻板印象相信程度量

表上，理學院的受試者對『男性的數學能力比女性好』的相信程度平均分

數為 4.69，顯示只有『稍微相信』）。因此對於理學院的女生來說，他們本

身就比較不會受到『女生數學能力較差』這個負面的刻板印象所影響，而

導致本實驗的刻板印象威脅效果不論在『工作記憶容量測驗』、『數學能力

測驗』以及『數學能力測驗難度選擇』上皆沒有顯現效果。 

除此之外，本研究在『數學能力測驗』上沒有發現刻板印象效果，即

三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上的表現沒有差異，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獨

變項操弄的效果隨著時間的進行而減弱，而本實驗的實驗時間將近 1 小

時，可能導致實驗後半的『數學能力測驗』、『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以

及『對自己能力的評估』等依變項皆沒有顯現刻板印象效果。另一方面可

能是因為，雖然邱蜀娟（2005）的『數學正式測驗』是選擇政治大學的學

生平均答對率 15％～30％的題目所組成（即，應算是偏難的題目），然而，

本實驗的受試者（理學院女生）卻平均能答對近五成的題目（此測驗共 16

題中，受試者平均答對 7.83 題），亦即，對本研究的受試者來說這些題目

並不太難。另外，檢視受試者們對『數學能力測驗難度』的七點量尺評估，

發現他們的平均得分為 3.63，亦顯示受試者主觀認為此測驗的難度為中間

偏易。因此，亦有可能因為此測驗題目對於理學院的女生過於簡單而導致

沒有顯現出刻板印象效果。 

第二，本研究者認為，當受試者被激發不同的刻板印象時，他們的考

試焦慮會不相同，而受試者則會花費一部份工作記憶容量來抑制考試焦

慮，以便從事之後的工作，導致三組受試者擁有不同的工作記憶容量。因

此，本研究者認為，考試焦慮應為刻板印象效果與工作記憶容量之中介變

項，並採取兩種方式測量考試焦慮，一個為自陳式的『考試焦慮量表』，

另一個則是使用『脈搏』作為考試焦慮的生理測量。結果發現，儘管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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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在自陳式的考試焦慮量表上的回答並沒有顯著差異（平均得分為

25.63；29；31.25），顯示受試者的自陳考試焦慮都偏低，然而，在 4 次

的生理測量中卻發現，當研究者控制受試者的基礎率（第 1 次脈搏測量）

後，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的激發』的確會對剛接受完操弄的受試者產生

影響（第 2 次脈搏測量顯示出三組受試者間有差異）。然而，這種差異在

第 3 次及第 4 次的脈搏測量並沒有發現。研究者認為這或許可以作為『受

試者會付出心力來調節考試焦慮』的佐證，因為在實驗中，第 2 次與第 3

次脈搏測量的時間間隔不到 10 分鐘，但三組受試者在第 2 次脈搏測量中

所展現出的差異在第三次脈搏測量卻消失了，而受試者在工作記憶容量上

的表現卻顯現出刻板印象效果，證明此時獨變項『不同認同團體的激發』

的效果尚未減弱，因此，研究者認為第 2 次與第 3 次脈搏測量間的差異應

該是由於受試者付出心力來調節自己的考試焦慮，而非獨變項的操弄效果

減弱所導致。然而，研究者採用 Baron 與 Kenny（1986）的分析方法，

結果並未發現『考試焦慮生理測量（第 2 次脈搏測量）』為獨變項『不同

認同團體激發』與『工作記憶容量測驗』的中介變項。亦未發現『工作記

憶容量測驗』為『考試焦慮生理測量』與『數學能力測驗』的中介變項。

顯示，儘管受試者會付出一些心力來調節考試焦慮，但是刻板印象直接對

工作記憶容量造成影響的部分還是較大。 

此外，本研究發現受試者在自陳式考試焦慮量表的表現上沒有差異，

但生理測量卻顯現出組別差異。研究者提出四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是，

因為刻板印象效果為一自動化的歷程，會不知不覺地影響刻板印象的當事

人，因此儘管受試者沒有知覺到刻板印象的效果，她們亦可能會受到影

響，換句話說，她們的考試焦慮表現在生理反應上，然而她們自己卻不見

得知覺到，所以亦沒有顯現在自陳式的考試焦慮測量上。第二種，則可能

是當受試者處於被刻板印象威脅或被評價的環境中，他們會啟動心理防衛

機制來壓抑他們對於考試焦慮的知覺，因此在自陳式考試焦慮量表上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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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組間差異。第三種，則是因為考試焦慮的自陳式問卷是在實驗的最

後才給予受試者，而本研究因為實驗程序較長，此時獨變項操弄可能已經

失去效果，因此受試者在此並未展現出刻板印象效果。第四種解釋則結合

上段所述，受試者儘管會因為獨變項操弄會顯現出不同的考試焦慮，然

而，受試者亦會自動調節考試焦慮以利於之後的工作，因此最後測量的自

陳式考試焦慮量表並未顯現出效果。 

第三，本研究除了探討刻板印象效果對於作業表現的影響之外，並探

討刻板印象效果對於『數學能力測驗難度選擇』、『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

估』、『對自己能力的評估』三方面的影響。在『數學能力測驗難度選擇』

方面，本研究發現，對於被激發正向刻板印象的受試者來說，他們比起其

他人的確會傾向選擇較困難的數學能力測驗。顯示，刻板印象當事人並不

只是被動地被刻板印象影響作業表現，在刻板印象的效果下，這些當事人

亦會主動地做出符合刻板印象的選擇。因此，在正向刻板印象影響下，理

學院認同組受試者會更願意挑戰自己，倘若他們能一直受到這種刻板印象

影響而持續挑戰自己，他們的能力也許會因此增強。然而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並沒有在『數學能力測驗難度選擇』上展現，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由於

本研究受試者群本身的特性就較不會受到刻板印象威脅所導致。 

而在『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方面沒有顯現出刻板印象效果，這可

能是因為，研究者原先假設，對於那些受到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影響而導致

數學能力測驗表現較差的受試者來說，他們會認為測驗較困難，相反地，

對於受到刻板印象提升效果而表現的較好的受試者則會認為此測驗較為

簡單。然而，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三組受試者來說，他們在數學能力測驗

上的表現並沒有差異，因此可能導致三組受試者在『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

估』上沒有顯現組間差異。而在『對自己能力的評估』的方面亦沒有顯現

出刻板印象效果，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此依變項是在實驗的最後進

行測量，而此時獨變項操弄效果已減弱，因此沒有顯現出組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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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原本預測，當受試者受到刻板印象效果影響而導致表現

變好或變差，會使得他們對於『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加深。然而研究結

果並不支持假設。研究者推估，一方面是由於在實驗中他們無法知道其實

際表現結果是否支持了刻板印象，亦即，女性認同組的受試者不知道他們

的表現是否比其他男性差，理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則不知道自己的表現是

否比其他學院的學生好，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刻板印象的相信程度是一

長久的歷程導致，因此無法被只有一次的實驗歷程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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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缺失在於儘管找到同時具備正向及負向刻板印象的受

試者群（理學院女生），但是由於她們本身就是數學能力較好且較不易受

到『女性數學比較差』的刻板印象影響的人，因此而導致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並沒有顯現。所以未來研究者應瞭解，即使受試者皆隸屬於相同刻板印

象下的目標團體，但其中身處於不同的次團體，刻板印象的效果亦會不

同，換句話說，也就是即使受試者皆為女性，但『理學院的女性』比起『一

般女性』（例如：政治大學的女學生）來說，可能較不會被刻板印象『女

性的數學能力比男性差』所影響。因此，在選擇目標團體時應特別注意。 

再者，由於本實驗的獨變項操弄和 Shih 等人（1999）相同，採取的

是隱性激發，但相較於 Shih 等人在獨變項操弄完之後立即給予數學測驗，

本研究則先讓受試者從事工作記憶容量測驗後再進行數學能力測驗，而實

驗操弄的效果會隨著時間的進行而減弱，所以導致實驗後半的『數學能力

測驗』、『數學能力測驗難度評估』以及『對自己能力的評估』等依變項皆

沒有顯現刻板印象效果。因此，本研究者建議未來想要做這類實驗的其他

研究者，應盡量縮短實驗時間，使獨變項操弄與之後的測驗之間最好在半

小時之內，或者在中途重複再給予一次獨變項操弄。 

第三，由於本實驗的受試者皆為政治大學理學院的女學生，因此本研

究的外在效度較為不足。且，雖然參與實驗的人數有 49 人，皆達到各組

應有的基本人數 16 人。然而，在進行中介分析時，由於有因為缺失數值

或接受過 GRE 相關測驗而被排除的樣本，因此實際被分析的人數則只有

40 人，導致統計考驗力不足，可能因此造成中介效果並未顯現。 

另外，由於『數學能力測驗』之平均答對率對於不同目標群體皆會有

所不同，而本研究忽略考量此因素，因此可能導致『數學能力測驗』過於

簡單而未能在此測驗上顯現刻板印象效果。本研究者建議未來研究者應謹

慎測量並選取適合的難度，以控制此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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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發現，在刻板印象效果中，受試者的生理焦慮與自陳式

焦慮的結果相當不同，而不同階段的受試者其生理焦慮亦有所不同。因

此，本研究者除了建議其他研究者就生理與自陳式焦慮的歧異做進一步討

論之外，亦建議其他研究者可以就不同時間階段的生理焦慮差異做進一步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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