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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為（一）研究動機與目的、（二）文獻探討、（三）

研究問題與假設，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女性進入職場的比率提升，女性擔任主管職位的人數也持續增

加。美國的統計資料顯示，女性擔任管理職位的比例從 1972 年的 18％增
加至 2002 年的 46％（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2, 2002）。而國內
行政院主計處在 2002 年的調查亦指出，管理及經理人員的女性比率逐年

增加，2001 年管理及經理人員女性比率為 14.8％，比 1981 年增加了 4.5
個百分點。然而，遠見雜誌在 2002 年 3月針對全國 862家上市上櫃公司
所進行的調查顯示，企業界的女性主管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是比例仍遠

低於男性，主管階層的男女比率為八比二。而且企業拔擢主管時，在男女

條件相當的情況下，有 22.8％的企業會優先拔擢男性，但卻只有 1.4％的
企業會優先起用女性擔任主管。 

管理職位的男女比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刻板印象」是原因之

一。Schein（1973, 1975）的研究發現，不論是男性或女性中階管理者，皆

傾向認為一個成功的中階管理者具有男性化的特質。Powell與 Butterfield
（1979, 1989）及 Powell、Butterfield、與 Parent（2002）的研究結果也發
現，雖然他們假設成功管理者會被視為是兩性化的，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

人們傾向視成功管理者為具有男性化特質。這種視領導角色為男性化的傳

統，使女性所具有的女性角色與領導者角色產生不一致，導致人們對於女

性領導者的偏見，產生例如「女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女性主管情緒

化」、「女性主管優柔寡斷」等等的刻板印象。而這樣的刻板印象會影響女

性決定是否要擔任主管，也會影響企業拔擢主管的標準，因此而導致管理

職位男女比率懸殊的現象。 

在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中，近幾年來以 Steele與 Aronson所提出
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最為重要。他們的研究證明了刻板印象會透過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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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威脅來影響個人的表現。他們認為：某些團體具有某種眾所皆知的

負面刻板印象，當隸屬於此團體的成員身處於有可能會應驗此種負面刻板

印象的情境之中時，個人因為擔心自己會驗證他人對其所屬團體的負面刻

板印象，也覺得眾人會以其所屬團體之負面刻板印象來評斷他們、對待他

們，因此會有被威脅的感覺或額外的壓力。這種威脅感即是「刻板印象威

脅」（Steele & Aronson, 1995）。而這樣的壓力或威脅感會影響個人的表現，

使得個人表現較差，最後更支持了原有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已經在許多研究中被證實。例如 Steele與 Aronson
（1995）的研究發現，當告知受試者：測驗在衡量其能力水準時，有關非

裔美國人學業能力較差的刻板印象因此而彰顯，非裔美國學生擔心自己的

表現會驗證此刻板印象，而這種擔心所產生的威脅感反而影響其表現，使

得非裔美國學生表現得比白人學生差；然而當告知受試者：測驗不是在衡

量其能力水準時，非裔美國學生表現得與白人學生一樣好。除了與種族有

關的刻板印象之外，性別刻板印象也會產生這種威脅效果。Spencer、
Steele、與 Quinn（1999）讓精於數學的男性和女性接受困難的數學測驗，

告知一組受試：男女數學表現有差異；而告知另一組受試：男女數學表現

沒有差異。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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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女性的數學測驗表現，可能受

到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而變得較差。因為數學測驗情境中隱含著某些

訊息線索，能夠引發「女性不擅於數學」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這使得身

處於此情境之中的女性，擔心自己的表現會應證了刻板印象，所以感受到

壓力與威脅感，結果反而真的表現不好。 

由於刻板印象威脅是一種情境性的威脅，只要情境中出現暗示此負面

刻板印象的線索或訊息，不管個人相信或不相信負面刻板印象的存在、認

為自己的情況符合或不符合此負面刻板印象，都會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

這表示刻板印象威脅是一種如此廣泛而普遍的威脅（general threat）（Steele, 
Spencer, & Aronson, 2002），而且可以經由情境中無所不在的線索而如此輕

易的被引發。那些相信自己可以在數理領域有好表現的女性，也敵不過刻

板印象威脅的效果，可見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具有負面刻板印象的特定團體

成員產生難以想像的影響。 



 3

雖然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很大，但仍然可以透過一些方法來加以

削減。Smith與White（2002）同時操弄三種實驗情境：1.外顯性刻板印象
（ex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告知受試者「男性數學表現較好」；2.內
隱性刻板印象（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未告知任何有關男女數學

能力差異的訊息；3.使刻板印象無效（nullified stereotype）：告知受試者「男
女數學表現沒有差異」。結果發現女性受試在「外顯性刻板印象情境」與

「內隱性刻板印象情境」中的數學表現都低於在「使刻板印象無效情境」

中的表現，這樣的結果表示，僅僅告訴女性受試：男、女性在某數學測驗

上的表現差不多，就能削減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受試測驗表現的影響。 

既然「女性不擅於數學」的性別刻板印象會透過刻板印象威脅而影響

女性的數學表現。那麼前述關於女性領導者的刻板印象應該也會透過刻板

印象威脅而影響女性的領導表現。根據 Steele（1997）的說法，任何隸屬

於具有負面刻板印象團體的成員都有可能會經驗到刻板印象威脅。除了黑

人和女性之外，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已經在拉丁裔美國人、低社經地位兒

童、運動員、以及老年人身上得到驗證（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
Gonzales, Blanton, & Williams, 2002；Croizet & Claire, 1998；Stone, Lynch, 
Sjomeling, & Darley, 1999；Levy, 1996）。此外，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
能力領域也跳脫學業能力與數學能力的範疇。例如 Leyens、Desert、
Croizet、與 Darcis（2000）探討男性與女性處理情感性訊息的差異，瞭解

當男性被告知「女性比男性更精於處理情感性訊息」時，男性是否會因為

此負面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威脅感而表現較差。而 Kray、Galinsky、與
Thompson（2002）則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如何影響男性與女性在談判協商上

的表現差異。上述研究顯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也可以擴展至黑人及女性以

外的團體、學業能力與數學能力以外的能力領域，因此本研究者認為：與

女性領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見，應該也會影響女性的領導表現。 

有鑑於刻板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尚未擴及女性領導能力的範疇，而且

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如此深遠，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與女性領導者有關

的刻板印象與偏見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影響女性的領導表現。

另外，由於刻板印象威脅會影響個人的能力表現，使得個人無法發揮應有

的實力，因此是否能如之前研究一樣，運用特定的方式來消除或減少女性

領導者刻板印象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響，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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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刻板印象威脅的確會影響個人的表現，然而並

不是所有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個人，在其表現上均受到相同程度的影

響。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程度會因為某些個人因素而有

所不同。例如有研究發現「對特定領域的認同」（domain identification）、「對
所屬團體的認同」等個人差異因素確實會使得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個人表現

有不同程度的影響效果（Aronson, Lustina, Good, Keough, Steele, Brown, 
1999；Leyens, Desert, Croizet, & Darcis, 2000；Schmader, 2002）。這些研究
所探討的對象與能力領域主要為黑人的學業能力或女性的數學能力，由於

本研究的研究範疇為女性的領導能力，為了瞭解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否也

會因為這些個人差異因素而受到不同程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將測量研

究對象對於領導領域的認同程度以及對於女性的認同程度，並探討其如何

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領導表現之間的關係。 

此外，過去研究大都以自我報告的方式來測量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之下的焦慮程度，然而自我報告的方法有其限制。並不是每一個人都

能夠敏銳地察覺自己的感覺，有些人則是傾向誇大自己的感受。而且受試

者也可能是因為看到量表的題項，才知覺到焦慮。因此，為了要更加確認

威脅感的產生，本研究除了採用自陳式的方式來測量焦慮之外，也加以觀

察受試者的焦慮行為，以便更加確定情境中的刻板印象訊息是否引發了威

脅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與女性領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見

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而影響女性的領導表現，以及是否可以消除

或減少它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也將探討「對特定領域的認同」及

「對所屬團體的認同」在女性領導能力的範疇中，是否會使得刻板印象威

脅對於個人表現有不同程度的影響效果。另外，本研究為了要更加確認威

脅感的產生，故增加行為觀察的方式來測量焦慮的產生，以彌補自陳焦慮

方法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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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節將先討論領導職位女性化的趨勢；其次探討與女性領導者有關的

偏見與刻板印象，以及這些偏見對於女性領導者的影響；最後將回顧刻板

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與研究取向，並討論焦慮之測量方式。 

壹、女性領導者 

一、領導的女性化（Feminization of Leadership） 

隨著女性進入職場的比率提升，女性擔任主管職位的人數也持續增

加。企業組織正經歷一股領導職位女性化的趨勢。有越來越多的女性進入

企業組織的核心，也有越來越多的女性創立自己的事業（Smith & Smits, 
1994）。美國的統計資料顯示，女性擔任管理職位的比例從 1972 年的 18
％增加至 2002 年的 46％（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2, 2002）。而
國內行政院主計處在 2002 年的調查亦指出，管理及經理人員的女性比率

逐年增加，2001 年管理及經理人員女性比率為 14.8％，比 1981 年增加了

4.5個百分點。這股「女性進入傳統上屬於男性的管理職位」之趨勢即為

領導的女性化（Feminization of Leadership）。 

女性領導者的增加，也帶動了領導理論與實務的轉變（Eagly & Carli, 
2003）。在過去，領導者是專屬於男性的角色，領導方式是屬於命令、控

制式的，且很少女性涉足領導者的領域，甚至於當女性慢慢進入職場而漸

漸有女性領導者嶄露頭角之時，她們仍然必須採用男性所建構的領導方式

才能夠見容於領導的領域之中。但是近年來越來越多的女性進入領導、管

理的領域，而且隨著社會變遷，現代企業的組織型態已從金字塔型轉為扁

平式組織，強調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及彈性。在這樣的轉變之下，使得

領導的內涵與過去有所不同。好領導者被認為須重視人際關係、鼓勵團隊

合作、強調授權、提供指導與支持、與部屬打成一片等等（Hammer & 
Champ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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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女性領導者的偏見 

雖然女性進入勞動市場以及擔任管理職的比率增加，但是擔任高階主

管的女性仍屬少數（Powell, 1999）。在 Fortune 500大企業中任職的女性比

率為 11.2％，而擔任要職的女性比率僅為 3.8％，更甚者，擔任執行長、主

席、副主席等最高職位的女性比率只有 1％（Catalyst, 1996）。而遠見雜誌

在 2002 年 3月針對全國 862家上市上櫃公司所進行的調查也顯示，企業

界的女性主管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是比例仍遠低於男性，主管階層的男

女比率為八比二。而且企業拔擢主管時，在男女條件相當的情況下，有 22.8
％的企業會優先拔擢男性，但卻只有 1.4％的企業會優先起用女性擔任主

管。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因素為：人們加諸於女性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與男性化的領導角色不符合，形成了不利於女性領導者的成見，使得擔任

領導者的女性顯得格格不入。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會影響人們對於領導者的刻板印象。因為人們會依

據不同的性別角色而對不同性別的領導者抱持不同的預期。Eagly、Wood、
與 Diekman, （2000）認為性別角色的制控（Agentic）-----共享（Communal）
向度，最常被用來瞭解不同性別領導者的領導風格，並與領導者刻板印象

有所連結。一般來說，男性比女性更被認為具有制控（Agentic）特質（堅
定、控制、有自信）；而女性則比男性更被認為具有共享（Communal）特
質（情感性、仁慈、幫助他人、同情、人際敏感性、溫和）。人們會依據

領導者的性別而對他們抱持不同的期待。亦即人們認為男性領導者較傾向

以堅定的方式說話、爭取別人的注意、影響他人、分派工作、以及給予問

題導向的建議；而女性領導者較傾向以猶豫或不確定的方式說話、不太爭

取別人的注意、接受別人的指示、支持他人、以及擅於解決關係或人際方

面的問題（Eagly & Johannesen-Schmidt, 2001）。而實際研究顯示，性別角
色的確會影響同在領導者職位上的男性和女性表現出不同的領導行為。例

如Moskowitz、Suh、與 Desaulniers（1994）請受試者觀察自己在不同工作

情境中的人際互動行為。結果發現：受試者與部屬互動時表現得最具制控

性（agentic），然而與上司互動時表現得最不具制控性（agentic）；此外，
女性表現出較多共享性（communal）的行為，尤其是與其他女性互動時。 

    探討性別刻板印象與管理者刻板印象之間關係的研究，大部分都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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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於男性與女性的觀感，與對於典型領導者的觀感加以比較。例如 Schein
（1973）編製「特質形容詞量表」（Schein Descriptive Index；SDI），此量

表包含 92個描述男性與女性的特質形容詞。她請 300位男性中階管理者

評定這 92個特質形容詞適合用來描述男性（men in general）、女性（women 
in general）、以及中階管理者（middle managers in general）的程度。研究

結果發現，描述男性的特質形容詞與描述管理者的特質形容詞較為相似；

然而描述女性的特質形容詞與描述管理者的特質形容詞較不類似。她在

1975 年重複一樣的研究，但以男性與女性中階管理者為受試者，研究結果

發現，不論是男性或女性中階管理者，皆傾向認為描述男性的特質形容詞

與描述管理者的特質形容詞較為相似。 

Massengil和 DiMarco（1979）利用與 Schein一樣的方法來探討人們對

於管理者的刻板印象是否有所改變。其研究結果發現，不論是男性受試或

女性受試，皆認為「男性形象」與「領導者形象」類似；雖然女性受試認

為「領導者形象」漸漸與「女性形象」類似，然而男性受試仍然認為「女

性形象」與「領導者形象」之間有很大的落差。另外，Brenner、Tomkiewicz、
與 Schein（1989）比較人們對於男性（men in general）、女性（women in 
general）、以及成功中階管理者（successful middle managers in general）的
觀感。他們的研究結果也發現，雖然男性受試認為「男性形象」與「成功

領導者形象」類似，但不認為「女性形象」與「成功領導者形象」類似。

然而女性受試則認為「男性形象」及「女性形象」都與「成功領導者形象」

類似。這顯示「想到管理者，就想到男性」（think manager---think male）
的現象依然持續存在，而且男性特別會具有這種想法（Schein & Mueller, 
1992；Schein, Mueller, Lituchy & Liu, 1996）。 

    另外，Heilman、Block、Martell、與 Simon（1989）只以男性為受試
者，比較他們對於男性管理者（male managers）、女性管理者（female 
managers）、以及成功管理者（successful managers）的觀感。研究結果發
現，受試者對於男性管理者的觀感與對於成功管理者的觀感類似。而認為

女性管理者與成功管理者較不類似。由此可見，與男性管理者相較，女性

管理者較不會被視為是成功的管理者。而 Deal與 Stevenson（1998）則比
較人們對於男性管理者（male managers）、女性管理者（female managers）、
以及典型管理者（prototypical managers）的觀感。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
與女性管理者相較，男性與女性受試皆傾向認為男性管理者與典型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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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 

    除了 SDI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 Bem所編製的（Bem Sex Role 
Inventory；BSRI）來探討性別刻板印象與領導者刻板印象之間的關係。Bem
（1974,1975）認為男性化與女性化是兩個獨立的向度，而不是一個向度的

兩極端。在此雙向度概念之下，男性化概念與女性化概念可以組合成兩性

化（男性特質與女性特質均高）、男性化（男性特質高，女性特質低）、女

性化（女性特質高，男性特質低）、未分化（男性特質與女性特質均低）

四種性別角色類型。Bem也認為兩性化者能視情況需要而採取或柔或剛的

因應行為，他們比其他性別角色類型的人有較佳的社會適應。因此有些學

者便認為成功管理者可能會被視為是較為兩性化的，這使得有關兩性化與

成功管理者之間關係的研究開始盛行。例如 Powell與 Butterfield（1979）
採用 Bem所編製的性別角色量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BSRI）來探

討人們認為「成功管理者」所具有的特質。雖然 Powell與 Butterfield假設
成功管理者將會被視為是兩性化的，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人們仍然傾向視

成功管理者為具有男性化特質。Powell與Butterfield於 1989年再次以BSRI
來探討人們對於成功管理者的看法，結果發現成功管理者仍然被視為具有

男性化特質。直至 2002 年，Powell、Butterfield、與 Parent又以相同的方
法探討成功管理者的特質是否隨時代而改變。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成功管

理者的特質已經不若之前那麼傾向男性化，但是一個成功的管理者仍然被

視為具有男性化的特質。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形象」不但與「領導者形象」類似，而且與

「成功領導者形象」類似。此外，男性管理者比女性管理者更會被視為是

成功的管理者及典型的管理者，而且成功的管理者被視為具有男性化的特

質。既然傳統的領導角色被視為是男性化的，則女性領導者所具有的女性

性別角色便與領導者角色產生不一致。Eagly與 Karau（2002）認為女性性

別角色與傳統領導者角色之間的不一致會導致人們對於女性領導者的偏

見。例如「女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女性主管情緒化」、「女性主管優柔

寡斷」等等。人們會認為女性較不具領導潛力，因為「領導」一向是屬於

男性的領域；而且當女性展現與男性相同的領導行為時亦會受到較低的評

價，因為傳統領導行為是制控性的（agentic），不符合女性的性別角色。由

此可見，女性領導者確實會被以一些不一定正確的刻板印象來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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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刻板印象對於女性領導者的影響 

刻板印象會透過一些運作過程而影響個人的知覺與行為。刻板印象本

身會形成一套標準，讓人們知道何者該去順應、何者該去對抗、以及如何

評價他人（Basow, 1992）。刻板印象就好像知覺過濾器（perceptual filters）
一樣，我們會透過這個過濾器來看待他人，而且比較容易去注意和記得與

刻板印象一致的行為（Bodenhausen, 1988；Stangor, 1988）。例如性別刻板

印象會影響一般人如何看待男性與女性。當男性與女性的行為符合性別刻

板印象時，我們會去注意並且記住這個行為，則刻板印象在無形之中被強

化且誇大了。如果男性與女性不能達到「社會期望的角色行為」時，我們

則會給予負面的評價。 

刻板印象也會透過上述的過程而影響一般人對於女性領導者的評價。

例如 Eagly、Karau、與Makhijani（1995）整合分析 96個比較男性領導者

與女性領導者之領導效能的研究發現：男性領導者與女性領導者在領導效

能上並沒有差異。然而，當男女兩性領導者在符合其性別角色的職位中展

現符合期待的性別角色行為時，皆會被認為較有效能。Eagly、Makhijani、
與 Klonsky（1992）的研究也發現，人們傾向給予女性領導者比較負面的

評價，這個現象在女性領導者採取較為男性化的領導風格，以及評估者是

男性的情況之下尤其明顯。雖然男性化的女性領導者得到較負面的評價，

但是女性化的男性領導者卻不會被評價得較差。性別刻板印象也影響了雇

主或管理者僱用員工的標準、兩性的薪資、以及升遷機會與管道。此外，

由於一般人對於女性的刻板印象認為：女性缺乏管理相關特質，而且女性

較不積極、較不具攻擊性、優柔寡斷等等，這些特質與領導者應有的特質

不符，因此當人們透過這些刻板印象來看待女性時，便會認為女性無法勝

任高層管理職務（Witz & Savage, 1992）。這使得企業組織中產生一層阻礙
女性升遷至高階職位的障礙，造成女性在高階職位的比率低於男性的現

象。這種僅有極少數女性能夠晉升至組織高層職位的現象，被隱喻為「玻

璃天花板效應」（Glass ceiling effect）（黃煥榮，2000）。 

性別刻板印象不只會影響一般人如何看待個人，也會影響個人如何看

待自己。男性與女性在選擇職業時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直覺地選

擇與自己性別角色和特質相符合的職業。例如人們認為女性的數理能力比



 10

男性差，那麼有些女性就會如此看待自己，而不試圖參與數理課程的學

習，也不會選擇就讀與數理相關的科系，或從事與數理相關的工作。因為

她們認為這些行為不適合自己的性別角色。在領導職位上也是如此，由於

傳統領導者的角色不符合女性的性別角色，使得女性害怕若自己的行為表

現不符合女性的性別角色，會受到負面的評價，或是認為自己不適合擔任

領導者，因此裹足不前。Eagly與 Karau（1991）就發現，在沒有指定領導

者的團體中，若團體任務不需要大量的人際互動，則男性比女性更容易成

為團隊的領導者。此外，在團體成員大部分為男性的情況之下，不論是自

願或被推選，女性都比較不會成為團隊的領導者。這樣的結果是因為「女

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女性是人際取向的」等性別刻板印象，使得團體

中想要擔任領導者的女性，因為擔心別人對於她的行為抱持負面的評價

（例如：女性應當順從，不應該強出頭），而打消擔任團體領導者的念頭。 

除了上述的影響過程之外，性別刻板印象也會影響個人在與刻板印象

有關的領域中之能力表現。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相關研究即是在探討刻板

印象如何透過刻板印象威脅而影響個人表現。以女性的數學測驗表現為

例，「女性不擅於數學」的性別刻板印象會使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較

差。如果數學測驗情境中隱含著某些訊息線索，引發「女性不擅於數學」

的性別刻板印象，這就會使得身處於此情境之中的女性，擔心自己的表現

會應證了刻板印象，而感受到壓力與威脅感，結果反而真的表現不好。這

樣的影響過程即為 Steele等人所提出的「刻板印象威脅效果」（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teele & Aronson, 1995；Steele, 1997）。人們對於女性領導

者的刻板印象是否會透過刻板印象威脅而影響女性的領導表現，即是本研

究欲探討的議題。 

貳、刻板印象威脅 

一、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的意義 

    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最早是由 Steele與 Aronson於 1995
年提出。他們認為：某些團體具有一些眾所皆知的負面刻板印象，當隸屬

於此團體的成員身處於有可能會應驗此種負面刻板印象的情境之中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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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擔心自己會驗證他人對其所屬團體的負面刻板印象，也覺得眾人會

以其所屬團體之負面刻板印象來評斷他們、對待他們，因此會有被威脅的

感覺或額外的壓力。這種威脅感即是「刻板印象威脅」（Steele & Aronson, 
1995）。Steele（1997）強調，刻板印象威脅指的是負面刻板印象的情境性
威脅。這種威脅感不是因為引發個人內化的焦慮或期待所產生，而是因為

個人意識到在某情境中，所屬團體的負面刻板印象可能會在自己身上應

驗，因而產生威脅感。不幸的是，這樣的壓力或威脅感會影響個人的表現，

使得個人表現較差，最後更支持了原有的刻板印象。短期來說，刻板印象

威脅使得個人在與此負面刻板印象有關的領域上表現較差；長期來說，負

面刻板印象團體的成員可能漸漸不認同此領域，並放棄投入，以保護其自

尊（Steele & Aronson, 1995）。 

    Steele（1997）認為刻板印象威脅有幾項特點：1.不是只有某些特定團
體的成員才會經歷刻板印象威脅，而是任何負面刻板印象被激起的團體成

員都有可能會經驗到刻板印象威脅；2.個人不必在團體（包含受到刻板印

象化的人與沒有受到刻板印象化的人）中才有可能會感受到刻板印象威

脅。例如女性一個人單獨接受數學測驗時也可能會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

3.不同團體的成員會感受到不同形式及不同程度的刻板印象威脅，因為刻

板印象的內容、範圍、以及涉及的情境皆有所不同；4.個人不必相信刻板

印象，只要意識到在某種情境中所反映的刻板印象，就足以使個人感受到

威脅；5.個人雖然可以在某情境下克服刻板印象威脅（例如：努力增進在

此情境下的表現），但是卻無法在另一個情境下倖免。因為刻板印象廣泛

地散佈在社會中，也深植於眾人的心中。 

而 Keller與 Dauenheimer（2003）認為最可能出現刻板印象威脅的情
況是：1.測驗是測量個體的能力極限（最大能力），而且測驗項目的難度很

高；2.個體的「能力」受到非常嚴謹、仔細的評估；3.負面刻板印象正好
適合於特定情境，亦即此特定情境會讓人聯想到此負面刻板印象。 

二、研究典範 

典型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為直接或間接的呈現或激起某團體的負面

刻板印象（此刻板印象與某種能力有關），使得此團體的成員身處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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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驗此種負面刻板印象的情境之中，然後測試此團體成員在此種能力領

域上的表現。Steele與 Aronson（1995）以史丹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的白人與黑人學生為研究對象，讓他們做難度很高的 GRE語文題目。在
測驗進行之前，他們告知第一組受試者：此測驗在衡量其智力能力（此組

為刻板印象威脅組）；告知第二組受試者：此測驗只是一般的問題解決作

業，不是在衡量其能力（此組為無刻板印象威脅組）；告知第三組受試者：

此測驗不是衡量其能力，但要求其將此測驗視為一項挑戰（此組為無刻板

印象威脅─挑戰組）。然後測量受試者在此測驗上的表現（包含答對的題數

與正確率）、對於學業能力與自我價值的想法感覺、在測驗過程中讓其分

心的想法、測驗的難度、覺得測驗不公平的程度、以及估計自己答對的題

數，並評估自己與其他史丹福學生相較之下的表現。在排除學業性向測驗

分數（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的影響後進行分析發現：刻板印象威

脅組黑人受試答對的題數少於無刻板印象威脅組黑人受試及無刻板印象

威脅—挑戰組黑人受試；刻板印象威脅組黑人受試答對的題數少於刻板印

象威脅組白人受試；刻板印象威脅組黑人受試的答題正確率低於無刻板印

象威脅組黑人受試及刻板印象威脅組白人受試；黑人受試比白人受試更認

為此份測驗有偏見；刻板印象威脅組黑人受試估計自己答對的題數少於無

刻板印象威脅組黑人受試及無刻板印象威脅—挑戰組黑人受試。此研究結
果明確地證明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存在。黑人學生在測驗上的表現較

差，並不是因為能力比白人學生差，因為一方面能力差異已經藉由排除學

業性向測驗分數（SAT）的影響而被控制住了。另一方面，能夠進入史丹

福大學就讀的黑人學生，智力能力並不比白人學生差。由此可見，刻板印

象威脅組的黑人受試之所以表現較差，是因為當他們被告知該測驗可以測

量出個人智力能力時，「黑人智力表現比白人差」的刻板印象會被激發，

使得黑人受試感受到對其能力的威脅感，導致他們無法在測驗上發揮原有

的能力水準。 

三、相關研究整理與回顧 

（一）研究對象 

除了上述 Steele與 Aronson（1995）的研究之外，刻板印象威脅效果
也已經在女性、拉丁裔美國人、低社經地位兒童、運動員、以及老年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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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驗證（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Gonzales, Blanton, & Williams, 
2002；Croizet & Claire, 1998；Stone, Lynch, Sjomeling, & Darley, 1999；Levy, 
1996）。例如 Spencer、Steele、與 Qui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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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讓精於數學的男性和女性接受困

難或容易的數學測驗，結果發現女性受試在困難的測驗上之表現略遜於男

性受試，而在容易的測驗上之表現則優於男性受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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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等人在第三個實驗中，讓男性與女性受

試接受難度比實驗一和實驗二低一點的數學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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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等人在實驗二中告知受試者男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

有所差異，就好比是在提醒受試者有關女性數學能力的刻板印象，這是外

顯性的刻板印象威脅（ex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但是在一個眾所皆
知有刻板印象存在的領域中，內隱的刻板印象（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也會威脅個人的表現，正如 Spencer等人在實驗三的結果發現，
即使沒有告知受試者任何有關數學測驗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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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也可以擴展至其他團體與能力領域。例如 Stone、
Lynch、Sjomeling、與 Darley（1999）探討刻板印象威脅對於運動表現的
影響。他們讓擅於運動的黑人與白人大學生進行一項運動性向測驗。他們

告知不同組的受試者：此測驗是用來衡量個人的運動智能（sports 
intelligence）、運動體能（natural athletic ability）、或與一般運動表現（general 
sports performance）有關的心理因素。然後測量其在高爾夫球推桿上的表

現。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被告知此測驗是在衡量其運動智能的黑人學生

表現得比另外兩組的黑人學生差。此外，被告知此測驗是在衡量其運動體

能的白人學生表現得比另外兩組的白人學生差。而 Levy（1996）則探討有
關老年人的刻板印象對於其記憶表現的影響。此研究發現：當研究者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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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人具有智慧」的正向刻板印象時，被激發組的老人受試者之記憶力

表現比未激發組的受試者更好；反之，當激發「老年人會忘東忘西」的負

面刻板印象時，激發組受試者的記憶表現比未激發組受試者差。Leyens、
Desert、Croizet、與 Darcis（2000）則探討不同於以往的能力領域：男性與

女性處理情感性訊息的差異，以瞭解當男性被告知女性比男性更精於處理

情感性訊息時，男性是否會因為此負面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威脅感而表現較

差。另外，Kray、Galinsky、與 Thompson（2002）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如何
影響男性與女性在談判協商上的表現差異。這些研究結果證實了黑人與女

性以外的團體也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而且受到影響的能力領域不僅只有

學業能力與數學能力。可見刻板印象威脅是相當普遍而一般的現象。 

此外，平常很少受到負面刻板印象的印記、而且在美國社會中為主要

群體的白人男性，在特定的情境下，也會經歷刻板印象威脅。例如

Aronson、Lustina、Good、Keough、Steele、與 Brown（1999）在實驗組的
受試者接受數學測驗之前，告訴他們：亞裔學生在數學領域的表現優於白

人學生；而控制組則未得到這樣的訊息。結果發現在相同的數學測驗上，

實驗組的白人男性受試答對的題數顯著地比控制組少。Aronson等人的研
究顯示，這些最不可能受到負面刻板印象烙印並將之內化成「無能感」的

白人男性也會因為與他們有關的負面刻板印象而影響表現，這證明了情境

當中負面刻板印象的訊息所引發的壓力就足以干擾個人的表現。 

（二）影響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個人差異因素（individual difference） 

    雖然上述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刻板印象威脅的確會影響個人的表現，但
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威脅程度會因為某些個人因素而有所不同（Brown & 
Pinel, 2003）。截至目前為止，學者曾探討過的個人差異因素包括：烙印知

覺、對領域的認同程度、以及對所屬團體的認同程度。 

1.烙印知覺（stigma consciousness） 

Pinel（1999）認為烙印知覺指的是：個人知覺到其被烙印的程度。同

屬於某一烙印團體中的成員，對於其身份受到的損害（spoiled identity），
有不同程度的認知。Brown與 Pinel（2003）認為烙印知覺會影響刻板印象

威脅的效果。亦即具有不同程度烙印知覺的個人會感受到不同程度的刻板

印象威脅，而烙印知覺越高的人，越容易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他們

操弄有關女性數學能力的負面刻板印象，並告知實驗組的受試：本研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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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造成男性與女性數學能力差異的因素（隱含男、女的數學能力有差

異）；而告知控制組：本研究欲探討能夠預測數學能力的因素。並用烙印

知覺問卷（stigma consciousness questionnaire）（Pinel, 1999）測量受試的烙

印知覺程度。此問卷包括 10個問題，例如「當我和男性互動時，總是覺

得他們以性別的角度來解釋我的行為」、「我從來沒有受到女性刻板印象的

影響」（反向題）。研究結果發現：在引發有關女性數學能力負面刻板印象

的情境之下，具有高烙印知覺的女性表現得比具有低烙印知覺的女性差。

Brown與 Pinel的研究證實了烙印知覺的高低，的確會影響個人所感受到

的威脅程度，而對其表現有不同的影響。 

2.對領域的認同程度（domain identification） 

Aronson等人（1999）與 Steele（1997）均認為只有對特定領域有高度

認同感的個人才會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進而影響表現。亦即個人必須很

在乎自身是否擁有某領域的能力，或是很在乎沒有這項能力會被別人如何

評價，才會因為刻板印象威脅而減損其在此領域上的表現（Steele, 1997）。
Leyens、Desert、Croizet、與 Darcis（2000）也提到，要引發刻板印象威脅
有兩項前提條件，目標對象除了必須意識到與特定領域有關的負面刻板印

象之外，還必須對此領域有一定程度的認同，而且認同程度必須足夠使他

們願意在此領域上付出努力以求好的表現。為了檢驗這項前提條件是否屬

實，前述 Aronson等人（1999）在其第二個實驗中，以白人男性為對象。
他們先請受試評定數學能力對其自我的重要性（1分：一點也不重要～15
分：非常重要），並依據分數將受試者區分為高度認同數學、中度認同數

學、以及低度認同數學。然後將高度認同與中度認同的受試者隨機分派至

實驗組和控制組。他們告訴實驗組的受試：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亞裔學生

的數學能力為何優於白人學生。而未告知控制組任何有關白人和亞洲人數

學能力差異的訊息。結果發現對數學有高度認同的白人男性受試，在激發

負面刻板印象的情境之下，表現得比沒有負面刻板印象情境中的受試差。

而中度認同數學的白人受試者則是在沒有負面刻板印象訊息的情境中表

現較好。而 Leyens等人（2000）探討：當男性被告知女性比男性更精於處

理情感性訊息時，男性是否會因為此負面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威脅感而表現

較差。他們的受試者為心理系的大學生，因為「敏感於別人的情緒」、「處

理情感性訊息」對於這些受試者在求學過程以及將來的職業上有其重要

性，所以他們在研究中以「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處理情感性訊息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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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處理情感性訊息的能力對於你將來成為心理學家有多重要？」兩

個問題來測量受試者的領域認同程度。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男性受試

在判斷字彙的情感性意義上，表現得比實驗組女性受試、控制組男性受

試、以及控制組女性受試差。而且在實驗組中，領域認同程度越高的男性

受試，表現得越差。可見對特定領域的認同確實會影響個人感受到刻板印

象威脅的程度，並因此對其表現有不同的影響。 

3.對所屬團體的認同程度 

    Schmader（2002）認為除了對某領域的認同（domain identification）
外，個人對於其所屬團體的認同也會影響其所感受到的威脅程度。

Schmader認為即使所有女性都承認她們的女性性別，但是女性身份對於個

人自我的重要程度卻會因不同的人而有所不同。視性別為自我的重要部分

之女性，在引發與性別有關的負面刻板印象之情境下，表現會較差。為了

驗證此假設，他先讓受試者填答四個測量其性別認同的問題（例如：身為

男性/女性，是自我意象的重要部分。1分代表非常不同意；5分代表非常
同意），將四題分數的平均做為代表性別認同程度的指標。然後告知實驗

組的受試：本研究會利用受試者在此數學測驗上的表現來加以比較，以瞭

解女性和男性在數學測驗上的相對表現（暗示受試者：他們在此測驗上的

表現，代表女性或男性的表現）。此外，並要求實驗組的受試者填寫自己

的性別。控制組的受試則未給予類似的訊息，也無須表明自己的性別。研

究結果發現：當性別與數學測驗表現有所連結時（實驗組），高性別認同

女性受試的測驗表現比男性受試差；然而低性別認同女性受試的測驗表現

與男性受試差不多。當性別與數學測驗表現沒有連結時（控制組），不論

是高性別認同或低性別認同的女性受試，皆表現得與男性受試差不多。 

（三）引發刻板印象威脅的方式 

過去研究用來引發刻板印象威脅的方式包括：1.引發有關個人所屬團
體的負面刻板印象；2.彰顯個人的標籤化團體身份（Gonzales, Blanton, & 
Williams, 2002）。而這兩類又可依據以直接方式引發（明顯地說明或包含

刻板印象的訊息）或以間接方式引發（未提及任何有關刻板印象的訊息）

再加以細分。例如 Spencer、Steele、與 Quinn（1999）在實驗二中告知受
試者男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有所差異、Aronson、Lustina、Good、
Keough、Steele、與 Brown（1999）告知受試：亞洲人的數學能力比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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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這樣的方式即為直接引發有關個人所屬團體的負面刻板印象。而

Spencer等人認為即使沒有告知受試者任何有關數學測驗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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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實驗三中採用

未告知任何訊息的方式，或如 Steele與 Aronson（1995）告知受試測驗目
的在診斷其真實能力，這樣的方式並未直接告知任何有關負面刻板印象的

訊息，故屬於間接引發有關個人所屬團體的負面刻板印象。另外，Schmader
（2002）告知受試：研究者會以受試者在此測驗上的表現加以比較，來瞭

解女性和男性在數學測驗上的相對表現，則屬於以直接方式彰顯個人的標

籤化團體身份。至於以間接方式彰顯個人的標籤化團體身份，就如

Schmader（2002）請受試者表明自己的性別，以及 Steele與 Aronson（1995）
在實驗四中要求受試者表明其種族。 

（四）降低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 

由於刻板印象威脅會影響個人的能力表現，使得個人無法發揮應有的

實力，因此如何能消除或減少它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是個非常重要的議

題。既然刻板印象威脅是由情境中的訊息所引發，因此若要降低其對個人

表現的影響效果，則可以從情境因素著手。例如 Steele與 Aronson（1995,
實驗一及實驗二）試圖降低測驗情境的威脅程度，以消除刻板印象威脅的

效果。他們直接告知受試者此測驗目的不在衡量其能力，這使得測驗情境

較不具威脅性。結果在此情境下的黑人受試與白人受試的表現差不多。

McIntyre、Paulson、與 Lord（2003）認為，告知黑人受試測驗目的不在衡

量其能力，就好像是移除了黑人受試代表其所屬團體的額外壓力，這降低

了刻板印象的激發程度，使得黑人受試能夠有較好的表現。 

Spencer等人（1999,實驗二及實驗三）則試圖告知受試者性別刻板印
象在此測驗上沒有作用，以消除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他們讓男性與女性

接受困難的 GRE 數學測驗，並且告知受試：不同於一般人對於女性數學

能力較差的刻板印象，女性在此測驗上的表現與男性差不多。結果女性受

試表現得與男性受試一樣好。另外，Smith與White（2002）同時操弄外顯

性刻板印象（ex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告知受試者「男性的數學表

現比女性好」、內隱性刻板印象（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未告知受
試者任何有關數學表現誰優誰劣的訊息、以及使刻板印象無效（nullified 
stereotype）：告知受試者「男性和女性的數學表現一樣好」等三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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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女性受試在外顯性刻板印象情境與內隱性刻板印象情境中的數

學表現都低於在去刻板印象情境中的表現。Spencer等人以及 Smith與
White的研究結果顯示，僅僅告訴女性受試：男、女性在某數學測驗上的

表現差不多，就能削減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受試測驗表現的影響。 

除了情境性的策略之外，Marx與 Roman（2002）認為女性角色模範

（female role model）似乎可以緩和、降低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他們進行

了三個研究來探討角色模範對於刻板印象威脅的緩和效果。在第一個實驗

中，由精於數學的男性實驗者同謀或女性實驗者同謀來監督數學測驗的進

行，結果發現在女性實驗者同謀的情境之下，女性受試者的數學表現和男

性一樣好。在第二個及第三個實驗中，研究者僅使用女性實驗者同謀，並

操弄女性實驗者同謀的數學能力，而且女性實驗者同謀並未出現，受試者

只看到關於女性實驗者同謀數學能力的書面描述。研究結果發現，在女性

實驗者同謀數學能力高的情況之下，女性受試的數學測驗表現較好，而且

對於數學能力的自我評估也較高。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角色模範的成就

說明了刻板印象是可以克服的。而且不論角色模範有沒有出現在受試者面

前，只要讓她們知道有女性可以在數學領域中表現優異，就能夠增進她們

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 

而McIntyre、Paulson、與 Lord（2003）則藉著提醒受試者女性在其他

領域的成就，以消除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在實驗一中，McIntyre等人告
知實驗組的受試者：在心理學實驗中，與男性相比，女性的表現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能夠理解實驗要求。結果實驗組的女性受試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

比控制組的女性受試好。而在實驗二中，McIntyre等人讓實驗組的受試閱
讀四篇文章，分別描述在建築、法律、醫學、以及發明領域上有所成就的

女性；而控制組的受試則閱讀描述四家在建築、法律、醫學、以及發明領

域的成功企業之文章。結果實驗組的女性受試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比控制

組的女性受試好。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所呈現的女性成就與數學領

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也能夠增進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 

此外，「能力是可以經由努力而增進」的信念，也可以減低刻板印象

威脅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Aronson、Fried、與 Good（2002）讓受試者寫
一封信給小學生，鼓勵他們要專注於學業，並讓他們知道能力是可以經由

努力而增進的。而且在寫信之前，還提供智力能力及大腦可以透過學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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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努力而予以調整及改變的相關資訊，讓受試者做為寫信的參考。研究

結果發現，與「沒有寫信」以及「信件內容不包括能力可以增進」的黑人

受試相比，寫信倡導能力可以改變的黑人受試更相信能力是可以改變的，

也認為學業是重要的，而且在學業上有較好的表現。 

綜上所述，除了透過降低情境的威脅程度、移除刻板印象在情境中應

驗的可能性、以及呈現角色模範之外，也可以透過教導個人某些信念而減

低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 

四、焦慮之測量 

威脅感的產生是刻板印象威脅的重要部分之一。當個體的平靜心情受

到威脅時，就會導致焦慮。因此焦慮是面對威脅時的適當反應，但是若個

體面對威脅時產生長期而過份的不適當焦慮反應，則會導致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s）（趙芳玫，2003）。焦慮又可分為情境性焦慮與特質性焦慮。所
謂情境性焦慮是指：當個人將某一個外在的壓力情境主觀地解釋為有危險

或威脅性時，所經驗到的緊張、憂慮、擔心、不安的感受。亦即某一特定

情境才會引起個人的焦慮反應，而且這樣的焦慮反應會因時間及情境而變

化。而特質性焦慮則是指個人較穩定持久的焦慮傾向，是一種穩定的人格

特質，具此一特質的個人易對不同情境產生穩定且一致性很高的焦慮反應

（鍾思嘉，1984；沈勝昂，1998）。由於刻板印象威脅是一種情境性的威
脅，因此在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當中，大部分都以測量情境性焦慮來確定

威脅感的產生。例如 Aronson等人（1999）就修改 Spielberger、Gorsuch、
與 Lushene（1970）所編的情境—特質焦慮量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來測量受試者的焦慮程度。Schmader（2002）也採用簡短版的
情境—特質焦慮量表來測量受試者的自陳焦慮。 

焦慮是一複雜且多向度的心理歷程，這個歷程包含主觀反應、生理反

應、動作反應等三個主要成分（Spielberger, 1985）。主觀反應指的是個體
所知覺到的不安、緊張、憂慮的情緒。生理反應則包括不同荷爾蒙的分泌

（例如腎上腺素）、流汗、瞳孔放大、呼吸頻率加快、腸胃蠕動加快、嘔

吐、及頻尿等等。而動作反應包含行為（behavioral）反應及表現（expressive）
反應兩部分。行為反應指的是因焦慮情境所引起的逃避（escape）及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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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ance）行為，也包含面對及處理焦慮的正向行為。至於表現反應則

是非語言行為表現（nonverbal behavioral expressions），例如身體動作

（kinesics）、姿勢（postures）、臉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語音及語調
（paralanguage）等（引自沈勝昂，1998）。 

傳統上，常用生理反應及自我陳述量表來評估個人的焦慮程度。不過

生理測量設備通常不易取得，而且單以生理指標的高低變化程度及組型

（patterns）很難決定情緒的類別，因為生理指標嚴格來說只是顯示個人生

理的激發程度，然而這樣的激發程度幾乎是各種不同情緒狀態共同擁有的

特徵（Lang, 1985）。自我陳述量表雖然被認為較能有效或正確地測量到個

人主觀的情緒類別及強度，但其結果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例如社會

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有些學者認為非語言行為不易掩飾或控制，所

以較能夠傳達個人真實的情緒狀態。藉由對非語言行為的觀察，可以彌補

生理指標及自我陳述量表的不足（沈勝昂，1998）。 

有關焦慮之研究，幾乎都以自陳式量表或自我報告的焦慮狀態為指

標，以非語言行為表現來測量焦慮的研究相當有限。然而現有研究發現，

某些非語言行為表現的確可以用來衡量焦慮程度。根據沈勝昂（1998）整
理以非語言行為表現來衡量焦慮程度的研究發現，身體的移動、目光的移

動、臉部表情、語音及語調、說話速度、及人際距離會隨著焦慮的增加而

不同。由此可見，非語言行為焦慮指標是可用的焦慮程度指標。 

在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當中，大部分研究都以自我陳述的方式來測量

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下的焦慮程度。然而，如上所述，自我陳述

的方法有其限制。並不是每一個人都能夠敏感地察覺威自己的感覺，有些

人則是傾向誇大自己的感受。而且受試者也可能是因為看到量表的題項，

才知覺到焦慮。因此，若要更加確認威脅感的產生，除了自陳式的測量方

式之外，還可以採用行為觀察的方式來測量，才能夠更確定情境中的刻板

印象訊息是否引發了威脅感。Bosson、Haymovitz、與 Pinel（2004）首先
採用行為觀察的方式來測量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下的焦慮。他們探

討與男同性戀有關的刻板印象（例如男同性戀者有戀童僻）是否會影響其

與小朋友互動時的行為表現。他們請實驗組的受試圈選其性傾向，然後讓

他們與小朋友互動，參與小朋友的遊戲或活動。之後請他們自己評估其感

到焦慮的程度。此外，他們將受試者與小朋友互動的過程錄製成錄影帶，



 21

請評估者評估受試者在互動過程中顯示出不舒服或不適的程度。他們請評

估者觀察任何不安、焦慮、笨拙的行為表現，例如：慌張、坐立不安、咬

嘴唇、玩頭髮、咬指甲、緊張而尷尬的微笑、僵硬的肢體動作、眼神飄忽

不定等等。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受試者顯現較多行為上的焦慮，然而

自陳焦慮的程度與控制組的受試差不多。由此可見，如果只測量受試者的

自陳焦慮，可能無法確定受試者是否真的產生威脅感，要輔以行為的觀

察，才能夠更加確定威脅感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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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如前所述，由於傳統的領導角色是被視為男性化的，所以女性領導者

所具有的女性角色便與領導者角色產生不一致。這會導致人們對於女性領

導者的偏見，產生例如「女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女性主管情緒化」、「女

性主管優柔寡斷」等等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研究證實了刻

板印象會透過刻板印象威脅來影響個人的行為表現。而且其對於具有負面

刻板印象的特定團體成員產生很大的影響。例如受到刻板印象威脅影響的

女性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後，漸漸會不認同數學，並放棄投入。這對於

有實力與潛力在數學領域上有好表現的女性來說，是非常可惜的。由此可

見探討刻板印象威脅及降低其影響效果的重要性。有鑑於過去刻板印象威

脅的研究尚未擴及女性領導能力的範疇，而且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如

此深遠，因此本研究欲遵循先前刻板印象威脅相關研究的研究取向，探討

與女性領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見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影響

女性的領導表現。此外，也將探討是否能如之前研究一樣，運用特定的方

式來消除或減少女性領導者刻板印象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響。 

根據 Steele（1997）的說法，任何具有負面刻板印象團體的成員都有

可能會經驗到刻板印象威脅。除了黑人和女性之外，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已

經在拉丁裔美國人、低社經地位兒童、運動員、以及老年人身上得到驗證

（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Gonzales, Blanton, & Williams, 2002；
Croizet & Claire, 1998；Stone, Lynch, Sjomeling, & Darley, 1999；Levy, 
1996）。而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能力領域也跳脫學業能力與數學能力

的範疇。因此，既然「女性不擅於數學」的性別刻板印象會透過刻板印象

威脅而影響女性的數學表現（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也可以透過
「使刻板印象無效」的方式而加以削減（Smith & White, 2002）。則前述關
於女性領導者的刻板印象應該也會透過刻板印象威脅而影響女性的領導

表現，並且可透過「使刻板印象無效」的方式而加以削減。此外，由於 Spencer
等人的研究發現，即使沒有告知受試者任何有關數學測驗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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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內隱的刻板印象

（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在一個眾所皆知有刻板印象存在的領域

中，也會威脅個人的表現，因此，本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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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與「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中受試者的領導表現沒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及「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中的受試者，其領導表現皆比「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

差。 

    過去刻板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發現對領域的認同程度以及對所屬團

體的認同程度會調節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使得個人的能力表現受到不同

程度的影響。這些研究所探討的對象與能力領域主要為黑人的學業能力或

女性的數學能力，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範疇為女性的領導能力，為了瞭解本

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否也會因為這些個人差異因素而受到不同程度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也將測量研究對象對於領導領域的認同程度以及對於女性

的認同程度，並探討其如何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領導表現之間的關係。基

於此研究議題，本研究假設： 

假設三：在「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具有不同程度「性別認同」的

受試者，刻板印象威脅對其領導表現有不同程度的影響。 

假設四：在「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具有不同程度「領域認同」的

受試者，刻板印象威脅對其領導表現有不同程度的影響。 

過去研究大都以自我報告的方式來測量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

下的焦慮程度，然而自我報告的方法有其限制。並不是每一個人都能夠敏

銳地察覺自己的感覺，有些人則是傾向誇大自己的感受。而且受試者也可

能是因為看到量表的題項，才知覺到焦慮。因此，為了要更加確認威脅感

的產生，本研究除了採用自陳式的方式來測量焦慮之外，也加以觀察受試

者的焦慮行為。因此，本研究假設： 

假設五：「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及「減

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具有不同程度的「情境焦慮」。 

假設六：「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及「減

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具有不同程度的「非語言焦慮」。 

綜合上述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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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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