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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論與建議 

    本章針對研究結果及研究限制加以討論，並提出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全章共分四節，分別為（一）結論、（二）討論、（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

究建議、（四）研究貢獻。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的研究議題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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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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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測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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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要更加確認威脅感

的產生，本研究除了採用情境焦慮量表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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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摘

要如下： 

（一）「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與「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

者在大部分領導表現變項上均無顯著差異，只有在「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

項能力表現」上，「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的平均得分顯著低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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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領導表現總分」、「領導相關各

項能力表現總分」、「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整體性領導表現

總分」、及「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上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

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而「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只

有「他評整體性領導表現」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

境中的受試者。 

（二）在「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具有不同程度「性別認同」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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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刻板印象威脅對其領導表現並無不同程度的影響。亦即在本研究

中，性別認同程度並不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領導表現之間的關係；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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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不同程度的影響。亦即在本研究中，領域認

同程度並不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領導表現之間的關係。 

（三）關於情境焦慮程度及非語言焦慮的部份，三個實驗情境的「情境焦

慮程度總分」、「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自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

境焦慮程度」、及「非語言焦慮」、「非語言焦慮頻次」均無顯著差異，僅

「非語言焦慮強度」的差異達顯著。此外，各焦慮變項的中介效果亦均未

得到支持，僅「非語言焦慮強度」的中介效果得到驗證。 

（四）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刻板印象威脅知覺並無顯著差異。不同程

度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的受試者，其刻板印象威脅知覺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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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討論 

一、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對於領導表現之影響 

    自從刻板印象威脅於 1995 年由 Steele與 Aronson提出之後，已有許多

研究一再證實了刻板印象威脅的確會影響個人的表現。黑人學生的學業能

力表現、女性的數學能力表現、老年人的記憶力表現、甚至是男性處理情

感性訊息的能力表現，皆被證實會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儘管過去研

究已經累積了許多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證據，然而與女性領導能力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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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有實徵證據。因此本研究試圖將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範疇擴展至「女性

的領導能力表現」，探討女性的領導能力表現是否也會受到刻板印象威脅

的影響。 

本研究告知「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女性較不適合

擔任領導者」，告知「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女性與男性

一樣適合擔任領導者」，而「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則沒

有被告知任何刻板印象訊息，然後衡量其在小組討論中的領導表現，藉以

探討在「激發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之下，女性受試者的領導表現是否會

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而比「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差。

研究結果發現，「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領導表現總分」、

「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自評整體性領

導表現」、及「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上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

「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雖然並不是在所有衡量領導表現

的變項上皆呈現這樣的差異，然而在絕大部分的領導表現變項上均有顯著

差異，所以這樣的研究結果仍然可說是符合本研究的預期。長久以來，人

們傾向視成功管理者為具有男性化特質，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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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刻板印象

影響了一般人對於女性領導能力的評價而產生一層阻礙女性升遷至高階

職位的「玻璃天花板」，也使得女性害怕在領導職位上需展現的行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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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合女性的性別角色，而受到負面的評價，或是認為自己不適合擔任領

導者，因而裹足不前。本研究結果更進一步證實了刻板印象會影響女性在

特定情境下的領導表現。這樣的影響，會使得女性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

後，真的認為自己不適合擔任領導者，且漸漸不認同領導工作而放棄投

入。這對於有實力與潛力在領導工作上有好表現的女性來說，是非常可惜

的。 

二、「外顯性刻板印象威脅」與「內隱性刻板印象威脅」 

由於 Spencer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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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Smith與White（2002）的研究結果中，被告知「男性的

數學表現比女性好」（外顯性刻板印象，ex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的

受試者，其在數學測驗上的表現與「未被告知任何有關數學表現誰優誰劣

的訊息」（內隱性刻板印象，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的受試者相較，

並沒有顯著差異。所以本研究也預期「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

者，其領導表現與「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沒有顯著差異，

而且「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其領導表現也會比「減除

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差。而本研究結果的確發現，「激發刻板

印象威脅」情境與「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者在大部分領導表

現變項上均無顯著差異，然而「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只

有「他評整體性領導表現」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

境中的受試者。這樣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的預期不甚符合，也與過去的研

究結果不同。Shih, Pittinsky, 與 Ambady（1999）認為，外顯性刻板印象對

個人的傷害比內隱性刻板印象來得大，因為個人比較難以忽略以直接而外

顯的方式所引發的刻板印象，但是較容易忽略以間接而內隱的方式所引發

的刻板印象。因此，研究者認為，雖然在未告知任何刻板印象訊息的情境

之下仍會產生內隱的刻板印象威脅（im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然而

其影響效果可能不若外顯的刻板印象威脅（explicitly activated stereotype）

那樣立即而直接，使得本研究「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的領

導表現並不像「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那樣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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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情境。除此之外，女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的刻板印象已經隨著時代的

變遷而逐漸改變。近年來越來越多的女性進入領導、管理的領域之中，而

且企業逐漸重視領導者的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彈性等特質，這與女性化

特質（重人情、友善、人際關係取向）不謀而合，使得女性不適任領導者

的刻板印象逐漸被打破。此外，女性在領導職位上嶄露頭角的新聞也不斷

出現。在這樣的轉變，以及女性領導角色模範的呈現之下，研究者認為「女

性不適任領導者」的刻板印象已經不若以前那樣根深蒂固，因此，如果我

們不刻意提醒受試者（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組），則其威脅效果就不那麼

強了。 

雖然本研究「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的領導表現並不像

「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那樣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然

而檢視研究結果的趨勢，「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的領導表現

低於「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而「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中受試者的領導表現又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

與 Smith與White（2002）的研究結果相較，雖然其女性受試在「外顯性

刻板印象情境」與「內隱性刻板印象情境」中的數學表現都顯著低於在使

刻板印象無效情境中的表現，與本研究結果不同，但是其三個情境的得分

趨勢與本研究相同。因此，具有負面刻板印象的特定團體成員，在「激發

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下的表現，是與「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下

的表現差不多，抑或是較「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下的表現來得差，

有待未來研究進一步釐清。 

三、刻板印象威脅效果之消減 

除了探討女性的領導能力表現是否會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之

外，本研究也欲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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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威脅是一種廣

泛而普遍的威脅（general threat）（Steele, Spencer, & Aronson,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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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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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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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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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顯示，僅僅告訴女性受試：男、女

性在某數學測驗上的表現差不多，就能消減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受試測

驗表現的影響。例如 Spencer等人（1999,實驗二及實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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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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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也證實了刻板

印象威脅可以透過特定的方法來加以消減其影響效果。在本研究中，「減

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者在大部分領導表現變項上的平均得分皆高

於「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這樣的結果顯示，告知受試者

「女性與男性一樣適合擔任領導者」，抑制了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Spencer等人以及 Smith與White用來消減刻板印象威

脅效果的方式均是告知受試者刻板印象在他們「即將要進行的測驗」上沒

有作用。Smith與White認為過去研究之所以不以直接告知受試者「女性

和男性的數學能力沒有差異」的方式來削減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可能如

Kunda與 Oleson（1995）所認為，人們不願意直接挑戰刻板印象，但是卻

傾向相信刻板印象在特定情境中不會應驗。然而本研究用以消減刻板印象

威脅效果的方式為直接告知受試者「女性和男性一樣適合擔任領導者」，

這樣的方式也與過去研究一樣有效地抑制了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後續研究

可同時針對這兩種方式加以比較，探討哪一種是較為有效的消減方式，對

具有負面刻板印象的特定團體成員有何不同的影響。 



 74

四、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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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本研究中，「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受試者的性

別認同及領域認同皆未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領導表現之間的關係，具有不

同程度「性別認同」、「領域認同」的受試者，其領導表現並沒有顯著差異。

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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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範疇為女性的領導能力，與過去研究不同，而本研究

在「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調節效果的驗證上，也與過去研究的發現

不一致。因此「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是否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和領

導表現之間的關係，有待未來研究進一步加以確認。 

另外，本研究測量性別認同的量表與過去研究不同。Schmader（2002）

修改 Luhtanen & Crocker（1992）的集體自尊量表（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中測量團體認同的分量表，以此來衡量受試者對於性別的認同程

度。此量表的題項包括：「我的性別是自我意象的重要部分」、「我的性別

可以反映我是誰」等等。研究者認為這些題項所陳述的概念過於抽象，且

傾向哲學性的思考，由於台灣大學的教育方式及內涵與西方國家不同，這

樣的量表可能不適合用來衡量本國大學生的性別認同程度。因此，本研究

參考 Pronin、Steele、與 Ross（2004）測量性別認同的方法，請受試者針

對女性特質，以 1分～5分來評定這些特質「適合用來形容你自己的程度」

以及「擁有這些特質對你的重要程度」。而在衡量領域認同的部份，由於

過去尚未有測量個人對於「領導」領域認同程度的量表，因此本研究測量

領域認同的量表，是參考 Smith與White（2001）針對數學及英文領域所

發展的領域認同量表（Domain Identification Measure），由研究者自行編撰

而成，共有 11題。或許是因為本研究所採用的量表與過去研究不同，而使

得本研究在「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調節效果上的結果與過去研究發

現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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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境焦慮程度及非語言焦慮 

焦慮是個體面對威脅時的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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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經驗到緊張、憂慮、擔心、及不安。這

種因為某一特定情境而引起的焦慮反應，即為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

既然刻板印象威脅是一種情境性的威脅，因此個體在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之

下所產生的焦慮感應該屬於情境焦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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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採用

此情境焦慮量表（中文簡短版）來衡量受試者的焦慮程度，並預期不同實

驗情境中的受試者，其焦慮程度有所不同。然而結果顯示，本研究三個實

驗情境中的受試者，在情境焦慮上並無顯著差異。以受試者「自評情境焦

慮程度」的部份來說，雖然結果不符合本研究的預期，但是與 Bosson等人

（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在刻板印象威脅情境

之下的受試者，其自陳焦慮的程度與控制組的受試差不多。因此，三個實

驗情境之受試者在「自評情境焦慮程度」上之所以沒有差異，原因可能如

Bosson、Haymovitz、與 Pinel（2004）所認為，受試者可以控制自己在自

陳式量表上的回答，掩飾自己的真實情緒。此外，研究者認為，並不是每

一個人都能夠敏感地察覺自己的情緒，本研究的某些受試者就反映無法非

常確定自己在焦慮量表上的判斷。 

除了自評之外，本研究也請小組的成員及另外的影片評量者以情境焦

慮量表來衡量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度。焦慮是一種包含了主觀反應、生理

反應、動作反應的心理歷程（Spielberger, 1985）。其中主觀反應指的是個

體所知覺到的不安、緊張、憂慮的情緒。本研究所採用的情境焦慮量表即

是用來測量焦慮的主觀反應。然而受試者的主觀反應不易為旁人所察覺，

因此本研究的評估者在十五分鐘的互動當中難以準確地衡量受試者的情

緒表現。所以本研究三個實驗情境在「他評情境焦慮程度」及「評量者評

情境焦慮程度」上的差異亦未達到顯著。 

本研究除了採用量表的方式來測量焦慮之外，也觀察受試者的焦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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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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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激發刻板

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顯現較多行為上的焦慮，自陳焦慮的程度則與未

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差不多。本研究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

「非語言焦慮」（非語言焦慮頻次與非語言焦慮強度相乘）雖然並沒有發

現顯著差異，但是若只針對「非語言焦慮強度」來說，其差異則達顯著。

研究者認為，Bosson等人衡量非語言焦慮的方式，較類似於本研究衡量非

語言焦慮強度的方式，他們衡量非語言焦慮的方式是將五分鐘的影片分割

成十段 30秒的片段，請評估者評量受試者在這 30秒中行為表現顯出不舒

服或不自然的程度，同時考慮非語言焦慮的頻率和強度，然後給予一個整

體性的分數。而本研究則是將非語言焦慮的頻率和強度分開考慮，研究者

請評估者觀察受試者不安、焦慮、或笨拙的行為表現，每當評估者認為受

試者表現出焦慮行為時，即計次，以此代表非語言焦慮的頻率。此外，評

估者也須依據受試者不安、焦慮、或笨拙的行為表現，對於其在活動過程

中顯出不舒服或不自然的程度，給予一個整體性的分數，此分數即為非語

言焦慮的強度。因此，雖然本研究三個實驗情境的「非語言焦慮」及「非

語言焦慮頻次」沒有顯著差異，然而受試者在「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

中的「非語言焦慮強度」顯著大於「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及「減除刻板

印象威脅」情境。這樣的結果與 Bosson等人的結果一致。 

過去已經有許多研究致力於探詢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機制，因為一旦

找出明確的影響機制，就能夠發展有效的方法來降低刻板印象的威脅，然

而有關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機制尚未有非常明確的瞭解。其中，「焦慮」

一直被認為可能是刻板印象威脅及個人表現之間的中介變項，但是卻因為

沒有確切的支持證據而尚無定論。Spencer等人（1999）就曾經檢視「擔

心被評價」（evaluation apprehension）、「焦慮」（Anxiety）、以及「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是否為刻板印象影響測驗表現的中介變項，研究結果發現

只有「焦慮」可能具有中介效果，但支持的證據不足。本研究對於情境焦

慮程度及非語言焦慮的驗證結果也不支持「焦慮」的中介效果。然而在本

研究中，「非語言焦慮強度」的中介效果得到驗證，為焦慮是否為中介變

項之議題，提供了些許證據。研究者認為，「焦慮」原就是一複雜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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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向度的心理歷程，難以精確地衡量，未來若有更適合的衡量工具

能夠代表且測量到「真正的」焦慮，或許「焦慮」是否為刻板印象威脅效

果的中介變項，能夠得到更有力的支持證據。 

六、其他分析結果之討論 

威脅感的產生是刻板印象威脅的重要部分之一。個體就是因為知覺到

威脅，才會受到影響而有較差的表現。因此本研究也參考過去研究衡量威

脅感的方式，來確認受試者是否感受到威脅。然而研究結果顯示，三個實

驗情境中受試者的刻板印象威脅知覺並無顯著差異，不同程度性別認同及

領域認同的受試者，其刻板印象威脅知覺亦無顯著差異。儘管如此，研究

者並不認為受試者沒有感受到威脅，也不認為他們未受到影響，因為三個

實驗情境的受試者在領導表現上確實有所差異，而刻板印象威脅知覺之所

以沒有顯著差異，或許是因為自陳式量表不夠敏感。而且因為研究者擔心

若在討論活動之前測量刻板印象威脅知覺，會影響受試者在討論活動中的

表現，所以本研究測量刻板印象威脅知覺的時間點是在討論活動結束之

後。然而依據 Chan, Schmitt, Sacco, 與 DeShon（1998）的研究發現，受試

者會依據其在測驗中的表現而調整測驗之後的反應（posttest reactions），因

此將測驗後的反應視為測驗表現差距的原因，是不適當的。Ryan（2001）

也認為，要探討測驗表現間的差距是否是由刻板印象威脅所引起，應該考

慮受試者在測驗前對於刻板印象威脅的知覺反應，不宜依據測驗後的反應

來作推論。因此，或許本研究在討論活動結束之後所測量的刻板印象威脅

知覺並沒有反映受試者真正的感覺，所以造成三個情境中刻板印象威脅知

覺沒有顯著差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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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節將從樣本特性、研究工具、及研究程序等三方面來討論本研究的

限制。並依據研究限制，提出對於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樣本特性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實際情況的限制，難以尋求學生以外的研究對象，

所以本研究的受試者主要為一般大學生。但研究者發現他們對於「領導」

領域的瞭解有限，因此對他們來說，要在十五分鐘的短暫活動之後衡量自

己或他人的領導能力表現，不是一件容易的事。他們大都只能依據模糊的

整體感覺來判斷，而這樣的判斷容易有偏誤，使得受試者的領導表現無法

被精確地衡量。因此，未來研究宜以學生之外、具有實際的領導與被領導

經驗之群體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對於「領導」應該會有更具體的瞭解，而

對於「領導能力表現」的衡量也會更加適切。 

    另外，有研究發現，團體成員的男女比率會影響個人對於團體的影響

力（Taps & Martin, 1990），也會影響個人如何知覺自己對於團體的影響力

（Izraeli, 1984）。依據政治大學教務處的統計資料，93學年度第二學期學

士班註冊人數中，男女比例為 1：1.66。研究者推論，在女生居多的學校

環境之下，女性學生較不認為自己不適合擔任團體的領導者，對於自己的

領導能力也較為肯定。因此未來研究可進一步針對男生比例高於女生比

例、或男女比例相當的團體進行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探討。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衡量領導表現的作業活動修改自「評量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的「團體討論」評鑑方式。由於「領導」既複雜又難以衡量，因

此「評量中心法」同時採用多種評鑑方式來鑑定受評者的領導能力。但因

為多種評鑑方式的時間成本較高，而且研究進行的時間若太長，會影響受

試者參與研究的意願，所以本研究只以團體討論方式來作為衡量領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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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團體討論雖然是觀察及評鑑個人領導潛力的有效工具，但是衡量

到的領導表現，卻只能代表領導能力的一部份，而且團體討論難以產出量

化的結果，因此在本研究中沒有客觀的量化指標來代表領導表現。此外，

國內外學者對於領導的定義眾說紛紜，領導理論也不斷推陳出新，衡量工

具更是五花八門，使得「何謂領導」、「哪種測量工具適合用來衡量領導表

現」的爭議不斷。因此，未來研究可同時採用多種評鑑方法來衡量領導能

力表現，並考慮能夠代表領導表現的客觀量化指標，以便進一步驗證及瞭

解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響效果。 

    Eagly, Karau, and Makhijani（1995）的整合分析研究發現，情境因素

會影響男女兩性領導者的領導效能。他們發現，整體而言，男女兩性領導

者在管理效能上並沒有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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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

分析了組織類型的影響效果，發現在軍事組織中，男性領導者的領導效能

優於女性；而在教育、政府組織、及社會服務等情境中，女性領導者的效

能優於男性。由於本研究所設計的討論活動情境為「分配新車」，受試者

在解決此問題情境時，必須用到的能力為溝通能力、說服能力、及協調能

力，而女性被認為較擅長於溝通與協調，所以本研究的討論情境可能屬於

較為女性化的問題情境。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男性化、女性化、及中

性化的領導情境加以探討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 

    而在測量工具的部份，其效度問題是本研究的另一限制。由於過去尚

未有研究探討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測量

「整體性領導表現」、「性別認同」、及「領域認同」的量表係為研究者自

編而成。因此關於這些量表是否真的能夠完全衡量研究者欲瞭解的概念建

構，應持保留態度。後續研究或許可以針對這些量表作效度的驗證，並且

進一步修訂與編製。 

三、研究程序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討論活動之後測量受試者的知覺反應，這樣的知

覺反應可能受到受試者在討論活動中的表現之影響，而可能不是受試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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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感覺及反應。因此未來研究應在活動進行之前測量受試者的知覺反

應，以確保測量結果的正確性及真實度。 

    另外，在討論活動結束之後，研究者即請小組成員當場評量受試者的

領導表現，由於受試者可能會知道小組成員給她的評分，或者即使受試者

不會看到也不會知道小組成員的評分，但因為受試者在場，所以小組成員

可能傾向評得較高。後續研究宜考慮會影響小組成員評分傾向的因素，確

保這些因素不會影響評分者而產生評分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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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貢獻 

一、學術貢獻 

過去研究大都針對黑人的學業能力表現及女性的數學能力表現來探

討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效果，相關研究尚未擴及女性領導能力的範疇。此

外，雖然最近有研究探討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領導抱負（leadership 

aspirations）的影響，且獲得了支持證據（Davies, Spencer, & Steele, 2005），

但是依據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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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有被威脅的感覺或額外的壓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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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點在於個人的「實際表現」會受到影響，然而 Davies等

人的研究並沒有針對女性的領導表現作探討。因此本研究的貢獻之一在

於，不但將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範疇擴展至女性領導能力的領域，也試圖

證明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領導表現（leadership performance）的影響。 

此外，依據研究者的瞭解，國內尚未有研究探討刻板印象威脅的影響

效果。因此，本研究首開先例，在與西方不同的文化環境之下試圖驗證刻

板印象威脅效果，亦為本研究的研究貢獻。 

二、實務貢獻 

    依據本研究之前的文獻探討，近幾年女性進入勞動市場以及擔任管理

職的比率持續增加，然而在領導職位上仍呈現男女比例不均的情況。雖然

已有許多研究者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並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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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研究忽略了刻板印象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

響，也可能是造成領導職位男女比例不均的原因之一。本研究結果發現刻

板印象會影響女性在特定情境下的領導表現，這可能會讓女性真的認為自

己不適合擔任領導者而漸漸不認同領導工作且放棄投入。透過本研究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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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除了為領導職位女性稀少的現象提供另一可能的解釋之外，也讓女性

瞭解刻板印象威脅的效果，提醒自己不要受其影響，並相信自己也會是優

秀的領導者。此外，由於女性進入管理職位已是勢不可擋的趨勢，女性領

導者能夠為企業帶來極大的利益也已經成為不容置疑的事實，因此企業應

該瞭解並正視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女性領導表現的影響，致力於營造使女性

免於威脅的工作環境，讓女性發揮其潛能，如此不但女性能夠追求自身的

成就，企業也能獲致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