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於第一節探討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相關意義、研究與發生條件。第二節

則探討自我設限的相關意義與相關研究。第三節將討論個體自尊方面的個別差異

因素對自我設限因應策略上的影響。最後，在第四節中進行研究問題與假設的整

理。 

 

第一節、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壹、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的定義 

刻板印象是指一般人對某個團體或社會類別成員所形成的一個無法反映出

個別差異的類別性認知結構，此認知結構包含了知覺者對此團體或社會類別成員

的信念與行為預期(Hinton, 2000; Leyens, 1994)。由於資訊流通的快速，每個人每

天都要不斷地吸收、接收訊息，在訊息處理的過程中如何快速地辨別訊息、抓取

重要概念、形成判斷，是大家共同面對的課題。為了因應生活中快速處理訊息與

形成決定的時間緊迫性，刻板印象應然而生。例如：當你初認識一個人時，你可

能會從他的穿著、工作與學歷背景來判斷他的個性，進而決定與他談話的話題；

當你身為主管進行面試時，可能以面試者的畢業學校、科系與性別來決定他的工

作態度與能力、以及是否要錄用他。這些都是明顯的例子。 

刻板印象的形成與運用，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上節省了時間與精

力，但也帶來了一些人際上不一定正確的預期。當你初認識一位朋友，得知對方

為一位律師，你會預期對方的個性是嚴肅並說話犀利的人；當你得知對方為一位

國小老師時，你也會認為對方應該是有耐心、有愛心、喜歡小孩的人。但其實這

都不一定是正確的。 

刻板印象中一個非常重要的例子即是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主要是指

一般人存在著「男女有別」的知覺。人們對於男性與女性應該具有什麼特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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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什麼行為、甚至於從事什麼職業，所保持的一些固定、刻板的印象與看法(張

春興，1989；陳皎眉，1996)。而人們所認為的男性與女性應該具有的特質和行

為表現即為「性別角色」(gender role)，同時也代表了社會文化對於男性與女性

在行為與信念上的不同期待。由於社會慣於將描述個人的特質以二元思考分為理

性/感性、獨立/相依、主動/被動..等，同時與個人的性別有相對應的關係，因而

理性、獨立、主動歸屬於男性特質，感性、相依、被動屬於女性特質。但由於男

性特質相較女性特質來的正向，間接造成在行為表現與自我概念上有「男優於女」

的性別刻板印象。傳統的社會以男性為優勢族群，對男、女性的行為應該如何表

現、以及應具備什麼樣的個人屬性皆有完全不同的期待，例如：男兒有淚不輕彈、

女子無才便是德；男性應該要有勇敢、獨立、追求成就等主動性的特質、女性應

當擁有順從、細心、情感表達等社會情感性的特質。而「男外女內」、「男尊女卑」

的社會意識想法也不斷地影響兩性在生活相處與工作分工上的不同，男性應該要

有權力、地位、同時負起賺錢養家的責任；女性應當以家庭為重，時時刻刻扮演

好傾聽者的角色。這種性別角色意識經由父母、教師、其他社會及各種傳播媒體，

甚至教科書的強化，使得人們對性別角色行為的觀念越形刻板化。 

 

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研究典範 

Steele與 Aronson(1995)針對廣泛存在的刻板印象所引起的心理社會處境

(social-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對被污名化、或稱烙印團體成員(stigmatized 

group)所造成的影響進行深入的探討。研究者以困難 GRE測驗中的試題作為受

試者作答的材料，並認為當受試者被提醒此困難測驗在於精確評量個人的閱讀與

語文推理能力時，會激發其「黑人能力較差」的負向種族刻板印象，及自己能力

不足的威脅感。激發組受試者被告知：在個人的表現上會有很多因素涉及其中，

包括閱讀與語文推理能力都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後續的測驗可能可以幫助你瞭解

自己在語文能力上的長處與短處。另外二組受試者則僅被告知將接受一個困難的

問題解決測驗。研究發現，激發組黑人受試在測驗上的表現比其他兩組黑人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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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同時對作答反應的正確性信心也較低。而白人受試則不受指導語的影響，在

測驗表現上亦沒有組別間的差異。研究顯示出當受試者被告知困難測驗可以測量

出個人的閱讀與語文推理能力時，黑人能力較差的種族刻板印象確實會被激發，

而使得黑人受試感受到對自己能力的威脅感，導致測驗表現的下降。Steele與

Aronson在後續實驗中更換指導語，僅讓白人、黑人受試在接受困難測驗前，先

填答自己的種族來操弄刻板印象的激發，發現實驗結果與先前的實驗一致，填答

種族的黑人受試在測驗上的表現不如未填答種族的黑人受試；白人受試的測驗表

現則無填答與否的組間差異。此研究不僅顯示了刻板印象的激發是如此地容易被

操弄，同時顯示了負面刻板印象對個人表現的立即損害。而烙印團體成員處於負

向刻板印象激發的情境中，在與能力相關的評價性測驗上確實出現表現不佳的現

象，此稱之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stereotype threat effect)。 

最早 Steele等人是以「黑人能力比白人差」的種族負向刻板印象進行研究，

之後許多研究者開始著手探討是否不同類型的刻板印象都會有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的出現，這些研究發現不同的刻板印象皆能引發威脅效果。例如：在老人刻板

印象方面，研究發現當研究者激發「老年人是很有智慧的」的正向老年刻板印象，

被激發組之老人受試者的記憶力表現比未激發組的老人受試者更好；反之，當激

發「老年人就是會忘東忘西」的負向老年刻板印象時，激發組受試者的記憶表現

比未激發組受試者來的差，顯示老人受試者會因為指導語所給予的刻板印象是正

向或負向而影響記憶表現的結果(Levy, 1996)。另外，在性別刻板印象方面亦有

許多研究發現，當告知受試者關於「男女的數學能力有差異」的性別差異刻板印

象時，女性受試者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比被告知無性別差異組之女性受試者來

的差(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 Smith & White,2002)。 

Spencer等人（1999）進行了三個有關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實驗。在第一個

實驗中，他們將測驗題目分為困難與容易二種，並挑選精於數學的男性和女性學

生進行測驗，受試者被告知該研究目的是為了發展新測驗而施測。結果發現女性

受試在困難測驗上的表現比男性受試差，但在容易測驗上的表現則優於男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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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第二個實驗中，他們讓精於數學的男性和女性接受困難的數學測驗，並比

較「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有差異組」與「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沒有差異組」中男性受

試與女性受試的測驗表現，發現在「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有差異組」中，男性受試

的表現優於女性受試；而在「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沒有差異組」中，女性受試表現

得和男性受試一樣好。在第三個實驗中，男性與女性受試仍舊接受困難的數學測

驗，並比較「沒有告知任何訊息組」與「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沒有差異組」中男性

受試與女性受試的測驗表現，結果發現「沒有告知任何訊息組」的男性受試仍然

優於女性受試；而「告知男女數學表現沒有差異組」中的女性受試仍舊表現得和

男性受試一樣好。實驗二的結果顯示，當告知受試者男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

有所差異，就好比提醒了受試者有關女性數學能力的刻板印象，如此外顯性的刻

板印象威脅影響了女性受試在測驗上的表現。而實驗一與三的結果更顯示了即使

沒有告知受試者任何有關數學測驗的性別差異訊息，女性受試內心原本存有的刻

板印象仍舊會影響其測驗表現，表示在一個眾所皆知有刻板印象存在的領域中，

內隱的刻板印象也會自動激發，而威脅到個人的表現。 

Smith與White(2002)在文中亦提出內隱激發刻板印象的論點，認為現實生活

中個體同時受到媒體、教育、文化的洗禮而有刻板印象的既存知識，因此，即使

不明顯的告知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仍舊會在受試者接受能力相關測驗的情境下自

動被激發。Smith與White並認為只有當告知刻板印象是錯誤或是不適用於後續

的測驗時，才能將受試者從刻板印象的魔咒下解救，此操弄方式被稱為抵銷技術

(nullification technique)。Smith & White在研究中採取三種操弄方式：明確告知「男

性的數學表現比女性好」（外顯性別刻板印象）、直接進行數學測驗（內隱性別刻

板印象）、以及告知「數學測驗表現並無性別差異」（抵銷技術），然後比較外顯

組、內隱組與抵銷組三組女性受試其後的數學測驗表現。研究結果支持其論點：

外顯、內隱組女性受試的測驗表現皆比抵銷組女性受試來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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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刻板印象的情境激發條件 

刻板印象的威脅效果是由於特定情境的激發而形成，即使不常受到負向刻板

印象影響的白人男性，在特定情境下也會經歷刻板印象威脅。Aronson等人(1999)

在研究中告知受試者實驗目的為「想要瞭解亞洲學生與白人學生在數學成績上的

差距原因」來進行操弄，來激發受試者關於「亞洲人的數學表現比白人好」的種

族刻板印象。結果發現，被激發刻板印象的白人男性受試，其困難數學測驗表現

不如未被激發刻板印象的白人男性受試。顯示白人男性受試也會因為與其相關的

負面刻板印象被激發而產生威脅感，進而影響表現。另外，在性別刻板印象方面，

Spencer等人(1999)首先告知受試者「男女在數學能力上有所差異」的性別刻板

印象，然後告訴受試者此性別差異亦存在、或不存在於接下來的特定數學測驗

中。結果發現，當告訴受試者「數學能力上的性別差異並不適用於本數學測驗」

時，不同性別受試者的數學表現即無差異；但是，當告訴受試者「在本數學測驗

上也發現了性別差異」時，不同性別受試者的數學表現就出現了差異，且男性受

試的數學表現遠高於女性受試。以上種族刻板印象與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皆顯

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隨著指導語或當下情境涉入所引發出的個人能力威脅

感，影響了受試者在評價測驗情境當下的身心狀態，以致於有表現下降的現象發

生。 

既然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由特定評價情境所激發，研究者在情境中給予的指

導語便相當重要，而過去研究者對於威脅情境中的刻板印象操弄相當多樣性。有

些研究者以填寫性別、種族來激發刻板印象的出現(Steele & Aronson, 1995)；有

些研究者則僅在測驗情境下讓受試者感受到自己的能力被評價以激發負向刻板

印象(Spencer et al., 1999; Smith & White, 2002)。過去操弄刻板印象的指導語可大

略分為二類：（1）外顯激發(explicit activated)：指導語直接提醒受試者與其團體

身份相關的負向刻板印象。例如「想要瞭解亞洲學生與白人學生在學業成績上差

距的原因」(Aronson et al., 1999)、「不同性別的人，在數學能力上是否有差異一

直是個被關注的議題」(Spencer et al., 1999)、「男性的數學表現比女性好的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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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來自生理基因上的差異」(Smith & White, 2002)。（2）內隱激發(implicit 

activated)：研究者假設刻板印象知識是深植於受試者的心中，當受試者置身於特

定威脅情境之中，刻板印象即會被測驗情境所激發。所以，研究者並不告知受試

者刻板印象的存在，而是以情境中的線索讓受試者自動意識到刻板印象的方式來

激發現實世界既有的刻板印象知識。包括突顯個人的烙印身份，例如突顯受試者

的種族(Steele & Aronson, 1995)與性別(Shih, Pittinsky, & Ambady, 1999; Schmader, 

2002)；強調評價性測驗能夠精確地評量出個人能力(Steele & Aronson, 1995; 

Spencer et al., 1999)；甚至僅告訴受試者將進行與刻板印象有關領域的評價性測

驗，例如告知受試者欲發展數學測驗，所以進行施測(Smith & White, 2002; 

Spencer et al., 1999; Steele & Aronson, 1995)。 

 

第二節、自我設限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壹、自我設限的定義與典範研究 

Jones(1990)曾提出一項有趣的比喻：「人們總是會認為，因為懶惰而失敗，

會比因為愚笨而失敗要來的好多了！！」(It is better to fail because one is lazy than 

because one is stupid.)。當一項能力與個體的自我形象關連越強，或個體對此能力

的重視越高，則個體表現不佳時，越會找尋可能歸因將失敗結果歸咎於外界因

素，藉以減低對自我形象與能力感的威脅。亦即，自我設限的出現多半由於個人

的自尊被威脅(Snyder & Smith, 1982)。因此，自我設限被定義為，當個體在面對

不確定可以獲得良好評價的評量情境時，事先為自己設立障礙(例如：選擇情境

或出現特定行為)來「創造」原因，增加失敗時外在歸因與成功時內在歸因的機

會，以避免表現不好時需歸咎於自己能力不足的自尊損害(Berglas & Jones, 1978; 

Jones & Berglas, 1978)。 

自我設限的研究最早由 Berglas與 Jones(1978)所做。在實驗中，研究者告知

受試者該研究的目的是測試治療心理疾病的藥物是否會影響個人的智力表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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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被要求接受兩次的智力評價測驗，且被告知此智力測驗可以篩選出智力能力

前 20％的學生。在接受第一次測量之後，受試者可以自行選擇會抑制或提升智

力表現的藥物來服用，接著再進行第二次的測量。不論受試者在第一次測量的表

現為何，研究者皆會給予受試者「你的表現是過去參加測驗的學生中表現最好的

一位」的回饋。研究者並依據第一次測驗內容的困難度來進行操弄：在關聯性正

向回饋組(contingent-success feedback)中，測驗的困難度不高，由於測驗題目的困

難度不高，研究者的正向回饋可以增進受試者的信心，此種讓受試者相信自己可

以在下一次相似測量情境中獲得成功回饋的想法即為關聯性的正向回饋；在非關

聯性正向回饋組(noncontingent-success feedback)中，測驗的困難度很高，研究者

雖然給予正向回饋，但由於測驗題目相當困難，正向回饋並無法增進受試者在下

一次測量中再次獲得好成績的信心，此種對自己能力感到不確定的想法，即為非

關聯性的正向回饋。結果發現，非關聯性正向回饋組比關聯性正向回饋組的受試

者更傾向於選擇會抑制智力表現的藥物。顯示在面對能力評價測驗時，對自己能

力沒有把握的受試者容易產生自我設限的行為。 

當受試者面對自己不能確定可以有良好表現的評價性測驗時，他(她)可能會

使用許多不同的自我設限策略。回顧自我設限的文獻，Arkin & Baumgardner(1985)

將自我設限的策略分成「獲得的障礙」(acquired obstacles)(個體確實出現會降低

成功表現的障礙策略)與「宣稱的障礙」(claimed obstacles)(個體宣稱自己所遭遇

的障礙策略)兩類。另外，Leary & Shepperd(1986)提出相似的語詞，將自我設限

策略分為「行為性的自我設限」(behavioral self-handicapping)(例如：喝酒)與「宣

稱性的自我設限」(self-reported handicapping)(例如：報告考試焦慮)，後來的研究

大都沿用此分類名詞。 

行為性的自我設限行為是個體在行為上實際出現會阻礙成功結果的行動，例

如：服用可能抑制表現的藥物或飲酒行為(Jones & Berglas, 1978; Gibbons & 

Gaeddert, 1984; Kolditz & Arkin, 1982)、放棄嘗試的機會或是縮短練習的時間

(Baumeister, Hamilton, & Tice, 1985; Ferrari & Tice, 2000; Harris & Snyd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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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t, Deppe, & Gordon, 1991; Ferrari, Johnson, & McCown, 1995)、故意選擇會使自

己分心的音樂(Rhodewalt & Davison, 1986; Shepperd & Arkin, 1989; Tice, 1991)等

等都屬之。相反的，宣稱性的自我設限是指個體並非實際出現設限行為，而是口

頭上引用可能會干擾行為表現的藉口(excuse claiming)，不需確實賠上成功的機

會來維護自我形象，而是採取曖昧性的「策略性呻吟」(strategic claiming)來代替

實際設限行為，例如告知受試者焦慮會影響測驗成績時，高焦慮者更易報告出有

考試焦慮(Smith, Snyder, & Handelsman, 1982)、告知受試者欲探討壓力與測驗表

現間的關係，受試者會報告出較多的壓力(Hirt, Deppe, & Gordon, 1991)。另外，

生理或心理上的症狀，包括健康上的問題(Mayerson & Rhodewalt, 1988)、社會性

焦慮(Snyder & Smith, 1986)、考試焦慮(Smith, Snyder, & Handelsman, 1982; Hirt et 

al., 1991)、情緒不好(Baumgarder, Lake, & Arkin, 1985)、不愉快的生活事件

(DeGree & Snyder, 1985)等一般認為可能影響測驗表現的因素，都是受試者常常

會使用的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 

 

貳、刻板印象威脅與自我設限 

    當負向刻板印象對個人能力感造成威脅時，個人有動機去維護自己的整體自

尊感。Steele(1997)認為在特定領域中受到負向刻板印象或被社會貶低(social 

devaluation)的族群(例如女性的數學能力、非裔美國人的學業成就)將會轉移對此

能力領域的認同與對其自我形象的重要性。Steele稱此轉移過程為認同減少

(disidenfication)歷程，個人並可經由減少認同來隔離能力威脅感與自我的相關

性。從 Steele的想法可知，若女性意識到外界所給予「女生的數學能力比男生差」

的性別差異時，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感會促使烙印團體成員進行認知或行為上的

因應與歸因來抒解能力威脅感。並且，當烙印團體的女性成員不斷地從環境接收

數學能力的負向刻板印象時，她們將不再認同數學成就對自己的自我概念與評價

有關連性，同時在學科與職業工作上不會選擇與數學能力相關的行業以減少接觸

負向刻板印象的威脅情境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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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某些特定能力是社會上普遍認定重要且不可缺少的能力時(例如：

數學能力、智力)，減少認同是無法使個人能力威脅感永遠不再發生，僅是讓個

人減少威脅情境的接觸機會。因此，當個人感受到負向刻板印象的能力威脅感

時，個人會如何出現防衛性的保護行為以因應威脅感的議題就相當重要了。自我

設限策略是個人的保護性行為，當他擔心自己會表現不好時，可能會找尋其他辯

解原因，以說服自己或他人表現不好的原因並非來自能力差，而是來自其他不可

控制的因素。 

在負向刻板印象激發的情境中，個人是否也會因為擔心要被評價，而採取自

我設限策略，為擔心表現不好的威脅感來找尋辯解原因，以說服自己或他人表現

不好的原因並非來自能力差，而是來自其他不可控制的因素呢？目前只有少數研

究曾對此問題的研究進行探討。Steele與 Aronson(1995)的研究顯示了黑人受試在

感受到能力威脅感後，會表達出較高的宣稱性自我設限傾向。當受試者接收負向

種族刻板印象指導語之後，在進行數學測驗前請受試者填寫自我設限量表，問卷

中的指導語告訴受試者說「大家都知道，學生的生活壓力其實是很大的，所以我

們有時會沒睡飽等等情況發生，這樣的情況可能會影響頭腦思考的運作，所以在

接下來的問卷中將會問你一些問題，瞭解你目前的身心狀態。」，之後請受試者

填寫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例如「依你目前的注意力，能專注在本實驗上的程度

多高？」、「你現在的壓力多大？」、「你這幾天是否有足夠的睡眠？」、「你覺得一

般標準化的測驗是否公平？」等。結果發現，激發組中黑人受試相較白人受試出

現較多宣稱性自我設限傾向，而且激發組的黑人受試相較非激發組的黑人受試更

傾向於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來保護自己脆弱的能力感。 

除了 Steele與 Aronson(1995)以種族刻板印象威脅探討威脅情境中個人的自

我設限策略傾向外，Croizet與 Claire(1998)以社經地位刻板印象、Stone, Lynch, 

Sjomeling與 Darley(1999)和 Stone(2002)以運動能力刻板印象、以及 Keller(2002)

以性別刻板印象也進行了相關研究。其中，Croizet與 Claire(1998)和 Stone(2002)

的研究中，受試者在自我設限問卷的填答上並無顯著差異。而 Steele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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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nson(1995)、Stone等人(1999)和 Keller(2002)則發現被激發負向刻板印象的受

試者在自我設限問卷上出現了較控制組多的宣稱性自我設限傾向。顯示當個體感

受到能力的威脅感，他會採取自我設限策略來找尋辯解原因，以說服自己或他人

表現不好的原因並非來自能力差，而是來自其他不可控制的因素。 

當個人使用了自我設限策略後，對之後的測驗表現有沒有影響呢？在上述研

究中，Keller(2002)是唯一針對性別刻板印象進行研究的，他採用 Steele與

Aronson(1995)的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中的兩題，並且發現被激發負向性別刻板

印象的女性受試報告出較多宣稱性自我設限。但是他同時發現，兩組受試在測驗

表現上沒有組間差異。雖然該研究顯示出宣稱性自我設限的使用並不一定影響測

驗表現，其控制組指導語仍似有操弄不當。該研究使用之指導語，實驗組為「本

數學測驗的過去資料中顯示有性別差異，且男性表現較女性佳」；而控制組為「本

數學測驗的過去資料中顯示有性別差異」。但由於現實生活中個體已有刻板印象

的既存知識，即使僅告知有性別差異，刻板印象威脅仍舊可能在受試者接受能力

相關測驗的情境下自動被激發。因此，本研究欲採用較適當的控制組「本數學測

驗的過去資料中顯示男、女性的表現無差異」來確認、瞭解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對

女性受試的表現影響，並進一步探討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與測驗表現之間的關

係。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擁有多個自我設限策略的選擇權，且個人在不同的評價

情境可能呈現出不同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一方面，由於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相

較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所需付出的成本較低，所以當個人具有自我設限策略的選

擇權時，他可能會傾向出現成本較少的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Cox & Giuliano, 

1999)。Hirt, Deppe, & Gordon(1991)的研究確實發現，若受試者可以自由選擇自

我設限策略，他會傾向採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他們告知受試者研究目的為探

討壓力與測驗表現間的關係，並在程序中提供練習的機會與壓力量表的填答。研

究者在指導語中操弄自我設限線索的給予，分為宣稱性自我設限線索、行為性自

我設限線索與兩者皆有的線索三組。宣稱性自我設限線索組的指導語為「不論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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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時間長短，測驗皆會精準測量你的潛在意向(integrative orientation)。潛在意向

分數對個人的創造力與問題解決能力是一個很好的預測指標。不過，壓力會對此

分數有負向的影響」；行為性自我設限線索組的指導語為「雖然壓力並不影響個

人的潛在意向分數，不過練習會增進問題解決的能力，間接對潛在分數有正向的

影響」；兩者皆有線索組則為「不管壓力或練習皆會影響個人的潛在意向分數」。

結果發現，兩者皆有組受試傾向使用宣稱性、而非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 

另一方面，Hirt等人(1991)及 Leary與 Shepperd(1986)認為，當個人主要動機

在於自我保護時，個人可能較傾向出現行為性自我設限，因為行為性自我設限比

宣稱性自我設限更能維持個人的能力信念而維護自尊。Stone(2002)以運動能力刻

板印象激發白人受試的能力威脅感，並同時提供行為性與宣稱性自我設限的機會

給受試。結果發現二組受試(白人、黑人)在行為性自我設限傾向上有差異，且白

人受試有練習次數減少的情形；宣稱性自我設限傾向上則無差異。因此，研究者

認為當個人所存在的情境為一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他可能更傾向使用行為性自

我設限來進行因應。 

 

 

第三節、自尊程度的個別差異意義與相關研究 

壹、自尊程度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自尊(self-esteem)的定義在社會心理學的領域裡，是一個不斷被探究的議

題。在大部分的定義中，自尊多半被指稱為個人對自己整體性的評價。James(1980)

認為無關現實條件好壞，自尊是個人對自己整體的平均感受。Rosenberg(1979)

將自尊定義為，個體對自己進行主觀自我評價後，所反映出的態度。Brown(1998)

則對自尊的定義是，對自己本身的情感性感覺。由上述看來，以不同觀點來定義

自尊的看法相當多。 

除了自尊的定義相當的多元，自尊的重要性與相關研究更是多樣化。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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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1951)的現象學論(phenomenological theory)認為，人們有自我維持及自我彰

顯的基本需求。Brown(1986)認為自尊的維持對人們而言是強烈到個人無法想像

缺乏它的。而 Tesser(1988)自我評價維護理論的前提假設即是，對個人欲維護正

向自我評價而有相關行為的出現。學者並認為在社會心理學領域裡，很難找到一

個與自尊需求完全無關連的行為議題(Solomon, 1991)。 

近來文化心理學的意識抬頭，學者們開始關心心理學的重要議題是否放諸四

海而皆準，或是不同的文化應該探討的議題是具有不同的(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 Markus & Kitayama, 1991)。由於文化的脈絡塑造個人的自我，

而不同文化下的自我概念差異，可能因而導致個人在自我相關心理運作歷程上的

不同(Markus & Kitayama, 1991)。因此，與自尊相關的議題也不例外地受到文化

的衝擊與質疑。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1999)在研究中以加拿大代表

個人主義國家、以日本代表集體主義國家，收集超過 4000人的自尊量表分數來

進行文化間的比較。結果發現，在分數的整體分佈上，加拿大受試的分數程度呈

現高度負偏態，亦即受試在自尊選項的填答上多半相當正向；相反的，日本受試

的資料分佈則趨近常態分配，亦即受試在自尊選向上的填答並不特別正向。Heine

等人因而推論，在加拿大等北美國家中，其正向自我觀之文化特性是非常清晰、

且重要的；而在日本等亞洲國家，此正向的自我觀對於他們而言並非如此重要。

他們甚至認為，對日本人而言，相較於自尊維護，他們反而更傾向自我批評

(self-criticism)，亦即對自己的整體評價是不好的。因此，上述研究者認為自尊或

許是個人主義社會下的產物，而集體主義者並不如個人主義者般必須擁有正向的

自尊需求。換言之，由於自尊不是集體主義社會所重視的文化特性，集體主義者

可能沒有正向的自尊需求。 

日本人或集體主義者真的沒有自尊維護的需求嗎？本研究有不同的看法。

Heine等人(1999)以不同文化者為受試的自尊分數分佈(P. 777)中發現，雖然日本

受試相較加拿大受試的自尊分數為低，但其分佈並非為正偏態，而是趨向常態分

配。換言之，大多數的日本受試並非負向的看待自己，而是認為自己不好也不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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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eine與 Lehman(1999)在研究中探討自尊與獨立性(independence)、相依性

(interdependence)間的關係，發現在日本受試中，獨立性與自尊之間仍具有正相

關，顯示獨立性強的人其自尊較為正向。而在台灣方面，簡晉龍(2003)的研究顯

示，獨立自我建構的台灣受試可透過整體自尊感來獲得幸福感。孫蒨如(2001, 

2002)更是以一系列自我評價維持模式的研究證明台灣受試會因維護自我評價的

動機，而出現高估自己特質的自我彰顯(self-enhancement)行為、以及正向回饋後

避免下次表現失敗的自我設限行為，這些行為都顯示出台灣人亦有正向自尊的需

求。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認為不同文化在個人行為的型態上或許有所影

響，但自尊的維護仍是身為人類所共有的需求。 

 

貳、自尊程度與自我設限 

Jones與 Berglas(1978)一開始提出自我設限的概念時，認為個體使用自我設

限策略的動機起源於維護自己的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而研究顯示，藉由

操弄情境來使受試者對其能力感到不確定時，維護整體自尊的動機將會增強

(Berglas & Jones, 1978; Snyder & Smith, 1982)，而且相較未使用自我設限的受試

者，使用自我設限策略的受試者確實能夠在表現失敗的回饋下維護了整體自尊

(Feick & Rhodewalt, 1997; Rhodewalt & Hill, 1995; Rhodewalt, Morf, Hazlett, & 

Fairfield, 1991)。 

既然自尊是引發個體出現自我設限策略的重要因素，個體在自尊向度上的個

別差異自然調節了自我設限策略的出現與否。過去的研究顯示出在自尊相關特質

上的個別差異會影響不同自我設限策略使用的傾向，但既有的研究結果卻不一

致。有些研究發現，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更傾向自我設限(Beck, B. L., Koons, 

S. R., & Milgrim, D. L., 2000; Feick, D. L. & Rhodewalt, F., 1997; Tice & 

Baumeister, 1984)，但有些研究卻發現低自尊比高自尊者更傾向自我設限(Kass, J., 

2002; Martin, K. A. & Brawley, L. R., 2002; Spalding, L. R. & Hardin, C. D., 1999; 

Prapavessis, H. & Grove, J., 1998)。本研究仔細分析這些探討自尊程度對於自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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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用的相關文獻，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似乎以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來進

行的研究，均得到高自尊者使用自我設限的傾向較低自尊者多的結果(Beck et al., 

2000; Tice & Baumeister, 1984; Tice, 1991)；而以宣稱性自我設限來進行的研究，

均得到低自尊者使用自我設限的傾向較高自尊者多的結果(Kass, 2002; Martin & 

Brawley, 2002; Spalding & Hardin, 1999; Prapavessis & Grove, 1998)。而 Hirt, 

Deppe與Gordon(1991)雖然曾在研究中同時採用行為性與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進

行探討，並發現受試者較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但其研究未探討高低自尊與

不同自我設限策略使用的關係。因此，研究者欲探討自尊高低不同者是否在自我

設限策略的使用亦各有偏好：當面臨不確定有好表現、且情境僅提供行為性設限

策略的機會時，自尊越高的人是否傾向使用行為性自我設限？而當面臨不確定有

好表現、且情境僅提供宣稱性設限策略的機會時，自尊越低的人是否傾向使用宣

稱性自我設限？ 

為什麼自尊程度不同者在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偏好上會有不同？

Campbell(1990, 1996)曾提出「高低自尊者在自我概念結構上是不同的」的看法。

他並提出「自我概念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的概念，來解釋高低自尊者在

自我概念上的差異。他定義自我概念清晰性為：個體對自我定義的確定程度、信

心程度以及其自我概念內部一致性與時間穩定性的程度(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tents of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 are clearly and confidently defined, internally 

consistent, and temporally stable)，並且發現自我概念清晰性與自尊之間有高度正

相關。但最重要的是，高自尊者具備清楚的(well-articulated)正向自我概念；相反

地，大多數的低自尊者並非具備清楚的負向自我概念，而是自我概念呈現較高程

度的不確定(uncertainty, instability, inconsistency)。因此，本研究認為當刻板印象

威脅情境使個人對自己的能力產生威脅感時，低自尊者雖然擔心自己表現不佳而

欲採取自我設限，但由於他對自己的能力並不清楚（其自我概念不清晰），在欲

瞭解自己能力好壞、又擔心表現不好的情況下，他可能會傾向使用對表現傷害性

較小的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如此一來，既可因應威脅感，又可藉由後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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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來肯定或瞭解自己的能力。反之，當高自尊者面臨能力威脅感時，由於他相

信自己的能力應該是不錯的（其自我概念清晰、正向），為了擔心表現不佳會影

響他對自己能力的正向評價與自我概念，高自尊者反倒可能使用較有說服力的行

為性自我設限來進行能力威脅感的因應，以維護正向的自我概念。本研究先探

討、確認不同自尊程度者在威脅情境中使用設限策略的不同，再更進一步探討自

我概念清晰性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節、研究問題與假設 

綜合刻板印象威脅與自我設限策略的理論與研究，本研究最主要的問題如

下： 

（一）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效果是否也會存在於東方（或台灣）文化？ 

（二）當一個人處在自我能力被威脅的情境中，個人是否會以宣稱性自我設

限策略來因應威脅感呢？ 

（三）當一個人處在自我能力被威脅的情境中，個人是否會以行為性自我設

限策略來因應威脅感呢？ 

（四）當個人有機會選擇自我設限策略，個人傾向使用宣稱性或行為性的設

限策略來因應威脅感呢？ 

（五）面臨威脅情境時，個人是否可能因採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而導致表

現不佳的結果？ 

（六）面臨威脅情境時，個人是否可能因採用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而導致表

現不佳的結果？ 

（七）當受試者在威脅情境中可採用行為性或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來因應

時，自尊程度不同者在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傾向上是否確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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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之研究問題，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假設一：在「刻板印象威脅」組別中，威脅組女性受試的數學表現比無威脅組

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差。 

假設二：當被告知「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可能影響測驗表現」時，相較於無威

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威脅組女性受試表現出較多的宣稱性自我設限行

為，亦即報告出較差的身心狀態。 

假設三：當被告知「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可能影響測驗表現」時，相較於無威

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威脅組女性受試表現出較多的行為性自我設限行

為，亦即較會減少練習。 

假設四：當被告知「宣稱性與行為性自我設限」皆會影響測驗表現時，威脅組

女性受試比無威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受試更會使用「行為性自我設限策

略」，也就是減少練習；但其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傾向上可

能較多或無差異，也就是在身心狀態的填答上較差或無差異。 

假設五：威脅組女性出現「宣稱性的設限行為」後，其數學表現較差或無差異。 

假設六：威脅組女性出現「行為性的設限行為」後，其數學表現較差。 

假設七：在威脅組女性中，自尊越低的人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來進

行威脅感的因應，而自尊越高的人越傾向使用「行為性自我設限」來進行

威脅感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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