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總結與討論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針對研究的結果進行總結說明，第二節討論本研究

結果的意涵，第三節將探討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總結 

    本研究的議題在於瞭解女性在面臨與性別有關的刻板印象時，是否會產生表

現不佳的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另外，個人在威脅情境當中的自我設限因應行為亦

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除了在情境中設定「設限線索是否影響測

驗表現」外，同時測量「宣稱性」與「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以便更加瞭解個

人在面臨刻板印象威脅情境時的反應。本研究的結果摘要如下： 

本研究假設一認為，在「刻板印象威脅」組別中，威脅組女性受試的「測驗

表現」比無威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受試還差。研究結果顯示，「威脅組」女性

受試的測驗表現與「無威脅組」女性及「威脅組」男性受試的表現並無顯著差異，

因此假設並不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二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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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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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威脅組」女性受試

在部分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的得分比「威脅組」男性受試來得低，代表其確實較

會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進行因應，因此假設二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三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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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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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威脅組」女性受試在練習題

數的選擇上與其他兩組無顯著差異，因此假設並不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四認為，當被告知「宣稱性與行為性自我設限」皆會影響測驗表

現時，威脅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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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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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限策略」，也就是減少練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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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威

脅組」女性受試與其他兩組在練習題數的選擇上並無顯著差異，但在宣稱性自我

設限問卷的填答上，刻板印象威脅的組別之間卻是有差異的，其中，「威脅組」

女性比「無威脅組」女性受試更不會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因此，假設沒有

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五認為，當受試出現「宣稱性的設限行為」後，其測驗表現較差

或無差異。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宣稱性問卷上的得分並不影響測驗表現，但

後續的探索性分析發現當「威脅組」女性受試在宣稱問卷第四題「你覺得一般標

準化的測驗是否公平？」的填答越低、亦即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其

在測驗上的表現較差。因此，假設五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六認為，當受試出現「行為性的設限行為」後，其測驗表現較差。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的練習題數目與測驗表現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因此假設沒

有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七認為，自尊越低的威脅組女性受試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

限」來進行威脅感的因應，而自尊越高的威脅組女性受試越傾向使用「行為性自

我設限」來進行威脅感的因應。研究結果顯示，威脅組女性的「自尊」程度高低

與「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具有正相關：當威脅組女性的自尊越低，他在

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上的第二題得分越低，代表越會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

但威脅組女性的「自尊」程度與「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因

此，假設七獲得部分支持。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威脅組女性的「自我清晰性」高低與「自我設限策略」

的使用具有負相關：當威脅組女性的自我清晰性越高，她在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

上的得分越低、在行為性自我設限的練習題數越少，表示越會使用宣稱性自我設

限策略及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而威脅組女性之「自尊」程度及「自我清晰性」

與「測驗表現」之間皆無顯著關係。 

 49



第二節、討論 

壹、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測驗表現的關係 

在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方面，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威脅組」女性受試的測驗

表現並沒有比「無威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受試差，在做完練習題、進行

正式測驗前的「練習題困難度」與「練習題信心度」的填答上也無組間差異，上

述結果不符合假設一的預期，顯示本研究並未有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出現。本研

究者試圖瞭解未有組別差異的原因，發現各組的的測驗表現標準差皆相當大，顯

示受試的得分相當分散，且分析結果也顯示受試的數學能力好壞與測驗表現有顯

著關係，也就是說，原本數學能力好的受試在測驗上的表現也高。由於過去的研

究多半選擇能力相當的受試進行研究(Schmader, 2002; Spencer et al., 1999)，因此

是否各組的組內變異量太大是否會使得組間的測驗表現差異不易突顯，是可進一

步探究的。 

另外，過去研究大都選用數學能力很好的學生(Steele & Aronson, 1995; 

Aronson et al., 1999; Schmader, 2002; Spencer et al., 1999)，因此本研究嘗試刪除學

科能力測驗中數學得分在六級分以下的 28位受試(總級分為十五級分)，再次進

行「刻板印象威脅」與「自我設限線索」在測驗表現上的 3×4共變數分析。結果

顯示，「刻板印象威脅」(F(2,192) = 2.51, p=.08)與「自我設限線索」(F(3,192) = 2.28, 

p=.08)的主要效果皆達臨界顯著水準，代表數學能力好的受試確實較可能受到指

導語的影響，進而使測驗表現較差。因此，表現不佳的刻板印象威脅現象是否僅

出現在數學能力較好的受試，須待進一步的探究。 

    本研究嘗試分析受試者在看完指導語後的操弄檢核作答，發現雖然各組的整

體錯誤率無顯著差異，但「無威脅組」的女性受試者卻比其他組容易答錯第二題：

「過去的研究發現，1. 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2. 女性在此測驗中的表

現比較好；3. 男、女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無差異」、且所有錯誤的答案都一致性

選了「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的答案。本研究因而認為，雖然「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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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女性受試的該組指導語是告知「男、女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無差異」，但其

在操弄檢核的作答上仍然可能「直覺地」以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作答，進而造成

選答錯誤。由於過去研究在告知性別無差異時，還會試圖向受試者解釋可能的原

因以取得他們的信任(Aronson et al., 1999; Smith & White, 2002; Spencer et al., 

1999)，但本研究在指導語中並未詳加解釋性別無差異的可能原因，是否因而讓

受試者並未完全相信本研究的指導語內容，是可進一步探究的。 

因此，表現不佳的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否因實驗材料的選擇未盡適當、困難

題目的數量不夠、受試者異質性太高、指導語的操弄強度不夠或其他可能因素的

影響而未出現，仍須待進一步研究進行解答。 

 

貳、「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設限線索」與「自我設限策略」使用的關係 

    「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自我設限線索」與「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依變項

之間的關係顯示，當「威脅組」女性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會對測

驗表現有不好的影響時，她在宣稱性設限問卷的題目填答上比「威脅組」男性受

試在「你目前的注意力，能專注在本實驗上的程度多高？」的填答上更認為自己

專注力差；在「你現在的壓力多大？」的填答上認為自己有更大的壓力。上述結

果符合本假設二的預期，當人們處於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中時，被威脅的對

象會採取身邊可用的線索來進行自我設限，為自己之後的測驗表現進行預防的動

作。但是，當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與行為性自我設限皆會影響測驗表現」時，威

脅組女性卻比無威脅組女性在「宣稱問卷第三題」上的填答更不傾向使用宣稱性

自我設限，與假設不符。本研究認為與假設不符的原因，可能來自於受試者填答

了真正的生活狀態。雖然本研究的四題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來自於 Steele與

Aronson(1995)的研究，且也有其他研究採用了同樣的問卷，但大部分的研究多

半只採用問卷中的第一、四題(Keller & Dauenheimer, 2003)或第二、四題(Keller, 

2002)進行研究。本研究再仔細分析問卷中的內容，發現在宣稱性問卷中，第一、

二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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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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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詢問受試者在測驗情境中的當下狀態，第三題「你這幾天是否有足夠的

睡眠？」的內容則傾向詢問受試者個人的最近生活狀態。因此，本研究認為，宣

稱性問卷的第三題的題目內容設計可能不是很適當，而使得受試者填答其真正的

生活狀況，因而出現與假設不一致的研究結果。 

    「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自我設限線索」與「行為設限策略」依變項之間的

關係顯示，當女性受試在處於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中被告知「行為性設限策略」

會影響測驗表現時，她們並沒有表現出較多的行為性自我設限，亦即並沒有採用

較少的練習題數。但她們在宣稱性設限問卷的題目填答的得分卻一致性地比未處

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女性更傾向自我設限，也就是更會認為自己在情境當下有

很差的身心狀態。上述結果可能意味著，在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中，人們更傾向

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的策略來因應威脅感。 

但過去的研究顯示，當被告知行為性自我設限是會影響測驗表現時，受試者

傾向出現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Hirt, et al., 1991; Stone, 2002）。本研究認為結果

與過去文獻不符的原因可能來自國情的差異。Stevenson等人(1990)研究顯示，華

人文化下的教育設計之價值觀與西方文化大不相同，相較於西方社會，華人尤其

強調努力的價值。Li（2002）研究也指出，華人學生在描述「學習」時，認為「好

學心」是不可缺少的概念，強調了努力的重要。而 Lay & Tseng（2003）針對台

灣國中、國小學生的研究發現，當學生被師長責備「不夠努力」時，不但覺得面

子掛不住，還會讓學童的自我價值感較低、不喜歡自己。上述研究都一致性顯示，

在華人文化中，除了成就結果的好壞之外，我們也重視過程當中的付出程度。 

因此，在華人（台灣人）認為「有努力，但失敗」是可以被接受的，「不努

力，但失敗」是不被接受的本國文化脈絡下，人們並不傾向以行為性自我設限策

略進行威脅感的因應。自我設限的原意本就在於為了怕表現不佳而事先創造有利

於自己的歸因，但如果使用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後不能自我保護，那麼人們當然

不會以行為性自我設限，而是尋找其他可能的方式來進行因應。若行為性自我設

限策略的使用是不被允許的，但人們面臨威脅感的不舒服感受又促使個人欲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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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此時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將成為不得已、但還可接受的方式。上述

推論可由「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設限線索」對「自我設限策略」依變項之間的

描述性統計資料獲得初步的探究。也就是說，即使受試不被告知任何自我設限策

略時，「威脅組」女性受試在宣稱性設限問卷的第一、二題填答上仍舊比「無威

脅組」女性或「威脅組」男性受試的得分低、亦即更傾向報告出較差的身心狀態

（請見表 4-9、4-11）。因此，本研究認為，不管實驗過程中受試是否被告知宣稱

性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不會影響測驗表現，對於實驗的不確定感與個人能力的威

脅感仍會促使他們進行「無意義」的呻吟，就像有些人在聽到本研究要請他們進

行數學測驗時，仍會不自禁的喊說「天啊！考數學哦，我數學很差耶！」的道理

是相似的。因此，華人在面臨「刻板印象威脅」時，是否因國情差異而不傾向使

用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進行因應，將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 

 

 

參、「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與「測驗表現」的關係 

    過去研究多半未將自我設限的使用與實際測驗表現的關係進行探究，而本研

究探討「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與「測驗表現」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後發現，個人

本身的數學能力與測驗表現呈現正相關，亦即數學能力越好的人、在數學測驗表

現上也越好，但「自我設限策略」的使用則對「測驗表現」的影響程度很低，也

就是說，即使個人已出現宣稱性或行為性的自我設限策略，此宣稱性或行為性自

我設限策略並不影響他在測驗上的表現。上述結果雖與本研究假設不符，但與過

去的研究卻有一致的地方。比較過去探究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自我設限的研究後

發現，Keller(2002)與 Keller & Daueheimer(2003)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似，亦即他們

也發現即使受試採取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其測驗表現仍不一定不佳。 

本研究進一步的探索性分析發現，「威脅組」女性受試若在「你覺得一般標

準化的測驗是否公平？」的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上有較低的得分、亦即越傾向自

我設限，而其在測驗上的表現也較差。上述結果似乎顯示，在排除個人數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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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影響後，並非所有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的受試皆會有表現下降的現象，而

是只有當受試處於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下時，他才有可能在使用了宣稱性自我設

限後，出現表現不佳的測驗表現。 

 

 

肆、有關「自我」的個別差異與「自我設限策略」的關係 

    在「自尊」程度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威脅組女性中，自尊越低者越傾

向採取宣稱性自我設限。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Kass, J., 2002; Martin, K. A. & 

Brawley, L. R., 2002; Spalding, L. R. & Hardin, C. D., 1999; Prapavessis, H. & Grove, 

J., 1998)，但自尊越高者在使用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的傾向上卻沒有比較多、則

與過去研究(Beck et al., 2000; Tice & Baumeister, 1984; Tice, 1991)不一致。由於過

去研究顯示，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在評價情境中更容易預期失敗(McFarlin & 

Blascovich, 1981)，因此本研究認為，當個人對自己的整體評價較低時，他處在

刻板印象威脅的測驗情境時擁有的負向情緒越高，越可能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

略以因應威脅感。因此，本研究以不同自尊程度的威脅組女性在威脅感依變項上

的填答進一步分析，結果確實顯示「自尊」程度與「情境焦慮」有負相關，表示

在威脅組女性中，自尊越低的人越覺得自己有害怕、不安、擔憂、沮喪、緊張、

焦慮等負向情緒。而自尊越高的威脅組女性為何沒有出現較多的行為性自我設限

呢？上節曾討論過在華人社會中強調努力的價值觀，因此，是否因為國情的不同

而使得自尊較高的威脅組女性不傾向出現行為性自我設限，亦須待進一步研究的

探究。 

而「自我清晰性」方面的研究則顯示，自我清晰性越高的威脅組女性，在刻

板印象威脅情境中也如低自尊者一樣，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負向情緒也較

高。上述結果似乎顯示，自我清晰性越高的威脅組女性可能由於對自己的能力有

清楚的認識，所以反而比自我清晰性低的人擔心自己會表現不好，衝擊到對自己

能力原有的看法，因此更會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過去 Campbell(199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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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自我清晰性與自尊程度之間有高度正相關，但他進一步指出高自尊者有

正向、清晰的自我概念，而低自尊者並非具有清晰的負向自我概念，而是自我概

念呈現較高程度的不確定。可是本研究結果卻發現，高自我清晰者與低自尊者一

樣較傾向使用自我設限。 

由於研究結果與 Campbell的論點不一致，本研究進一步分析自我清晰性與

自尊程度的關係，發現兩者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說，自尊程度越高的

威脅組女性，其自我清晰性越低，而自尊程度較低的威脅組女性，其自我清晰性

越高，此分析結果仍與 Campbell的論點不符。為何有如此不一致的結果呢？本

研究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顯示出不同文化脈絡下，個體在自我概念上的內涵也

有所不同。蔡芬芳（1997）曾在國內以自我清晰性與自尊程度的相關概念進行研

究，發現高低自尊者在負向特質的確定程度上有很大的差異，其中，低自尊的人

在符合其自我信念的負向特質上有很明確的確定程度，但高自尊者卻反倒對此負

向特質感到較模糊。蔡芬芳並認為，低自尊者不但不是一個自我概念不清晰的個

體，相反的，對負向訊息的高確定程度對低自尊者的影響程度遠比高自尊者來得

大。因此，本研究結果與蔡芬芳的研究皆顯示出，在本國文化脈絡下，高自尊者

並非對自己的自我概念完全清楚，反倒是低自尊者較清楚其自我概念。因此，當

不同自尊程度與自我清晰性的個體處於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中，他們是否因情境

中隱含的能力威脅之負向訊息及其對負向訊息的敏感度不同而有不同的自我設

限傾向，須待進一步的探究。 

 

第三節、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樣本特性：本研究的受試者皆為大學生，由於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化

已久，在陳述實驗指導語時他們可能比較不容易相信或受到指導語的影響。依據

研究者的瞭解，許多受試者在被告知將進行一個數學測驗時，還沒坐在電腦前面

就已經聽到他們唉唉叫說自己數學很差，也曾聽到受試者說在進行指導語操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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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時，「直覺」就認為男性的數學表現較好，因而一直答錯檢核題目。因此，將

來的研究可以採用年紀較小的高中生、國中生、甚至國小學生，將刻板印象社會

化的影響降到最小，使研究更可以明確地瞭解刻板印象威脅對測驗表現的影響，

以及個體在情境中的因應表現是否有文化脈絡的差異。 

 

（2）實驗材料：本研究為了與國外研究盡量一致，因此取材國外的 GRE 數學試

題。但在作答類型上與一般國內的數學測驗作答方式不同，可能因此使得受試者

的測驗表現因測驗類型而受到影響，研究者曾聽到受試者在作答結束後才提出自

己對作答類型的不熟悉，導致多浪費了一些測驗時間，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可

以參考國內有關的數學試題，以符合一般學生作答的方式。 

另外，由於亞洲學生的數學能力較好，本研究因而在實驗進行前進行預試，

並挑選答對率 15-30%的試題為實驗材料，但結果仍發現，評量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的數學測驗平均答對率偏高，且受試者在做完練習題、進行正式測驗前的「練

習題困難度」與「練習題信心度」填答上也一致性認為並不難（平均得分 3.57，

請見表 4-3）、對自己的答案還算有信心（平均得分 4.82，請見表 4-3）。因此，

數學測驗題目的傾向容易也可能使得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無法達到預期的結果。  

 

（3）指導語的內容說明：在受試者的操弄檢核作答上，本研究發現曾經答錯題

目的受試者人數很多（152位，佔全部受試人數的 65%），因此，對受試者的錯

誤答案進行分析。結果發現，受試者的錯誤答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錯誤是，在

操弄檢核第一題「您認為本研究的目的為…」上答錯，且受試者幾乎一致性的回

答「瞭解挑戰性動機對認知歷程的影響」。第二種錯誤是，「無威脅組」的女性受

試者較容易答錯第二題：「過去的研究發現…」、且所有錯誤的答案都一致性選了

「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的答案。第三種錯誤是，在「設限線索有效性」

上答錯，例如，「宣稱組」受試卻在第三題「過去的研究顯示，當測驗前的練習

越多…」時回答「測驗的表現越佳」。在分析完上述的錯誤類別後，本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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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導語的說明可能不夠清楚，尤其在說明無性別差異「男、女性在此測驗中的

表現無差異」時，並未提供可能的原因以解除受試者可能有的疑慮。因此，建議

未來的研究在指導語的文字描述上盡量多加說明，除了減少受試者對指導語內容

的疑慮，也能再加深受試者對指導語內容的印象，更能增加實驗的操弄強度與實

驗情境的控制。 

    另外，在「宣稱組」與「行為組」中，受試者被告知「宣稱（或行為）的藉

口會對表現有負向（或正向）的影響，而另一種藉口則”不影響表現”」，但選項

卻只有「測驗的表現越佳」、「測驗的表現越差」及「無告知相關訊息，無法判斷」

三個選項。由於指導語並非沒有告知任何相關訊息，而是告知「另一種藉口不影

響表現」，因此，受試者在看完指導語後欲填答操弄檢核選項時，有可能因為檢

核選項不完全符合指導語內容而感到困惑。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在檢核選項中多

增加「與測驗無關」的選項，避免增加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對實驗目的的猜疑與

不信任。 

 

小結： 

刻板印象是生活中無處不在的概念，正因為它是如此的廣泛存在，在刻板印

象威脅理論被發表後，相關後續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湧出，希冀能對此理論更加

瞭解，以減低刻板印象的威脅。由於國內尚未出現相似於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針對刻板印象威脅現象進行探究。 

本研究結果顯示，女性受試在威脅情境中並未如預期有表現較差的現象出

現，仔細分析其中的可能原因有幾項：一是，數學能力異質性高。在受試者的挑

選上，本研究並未選擇數學能力相似的人，可能使得受試者的數學能力異質性很

高、亦即組內的變異量太大，此時統計分析就不易顯著。而且，在刪除數學能力

差的部分受試後，統計分析結果已顯示出有表現不佳的資料型態。二是，實驗的

操弄強度不足。由於「刻板印象威脅」組別並未在「情境焦慮」得分上有差異，

表示「威脅組」女性受試並沒有比「無威脅組」女性受試較差的情緒狀態，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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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無威脅組」女性受試在操弄檢核上的一致性錯誤（填答「男性在此測驗中的

表現較好」的錯誤答案），顯示出「無威脅組」女性並非全然相信或接受實驗指

導語的內容。 

另外，過去相關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對自我設限策略少有探究，對於使用自

我設限策略後是否讓自己表現不佳的風險更高亦少探討。因此，本研究針對「自

我設限線索」進行操弄，同時，測量多種自我設限策略（宣稱、行為），以瞭解

受試者是否因設限線索有效性的不同而有不同自我設限策略使用上的差別。而本

研究結果顯示，不論設限線索的有效與否，威脅組女性受試幾乎都比較傾向使用

「宣稱性自我設限策略」以進行因應，可能因為在華人文化脈絡下，由於強調「努

力不懈」的價值觀，而使得「行為性自我設限策略」並非是一項因應的「好策略」，

所以，在威脅情境中的女性受試並不因「設限線索的有效性」不同而在「自我設

限策略」（宣稱、行為）的使用上不同，反倒是一致的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

限策略」。 

    最後，過去研究並未探討不同個人特質的人在面對刻板印象威脅時的因應行

為，所以，本研究對不同自尊程度與自我清晰性的人在面臨刻板印象威脅時的反

應進行探究。本研究結果發現，當處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自尊較低及自我清

晰性較高的女性受試確實會有較負向的情緒狀態、也會出現較多的「宣稱性自我

設限策略」，確實顯示出不同個人特質的人在面對威脅情境時的心理狀態與因應

行為都有所不同，更能夠勾勒出人們在受到負向刻板印象威脅時的個別差異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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