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研究對象與實驗設計、實驗工具、研究程序、

以及資料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實驗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66位國立政治大學的女性學生。為形成研究團

體，另徵求 66位男性學生及 66位女性學生配合參與。研究者主要是利用

課堂時間，先請願意參加研究的同學填寫時間表，然後再由研究者以隨機

方式將其湊為三人一組，每組包括二位女生、一位男生。每組當中的一位

女生被隨機選出擔任小組的領導者，也就是本研究的受試者。為了避免小

組中的三人彼此互相認識，研究者盡量將同系級或互相認識的參與者分為

不同組，但仍然有些組別當中有兩位參與者彼此認識，不過並沒有任何一

組是三人之間彼此認識。 

由於有二位受試者漏答部份量表，以及四組的影片檔案發生問題，因

此有效樣本為 60組。「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共計 21組，「不激發刻板

印象威脅」情境為 21組，「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則有 18組。 

此 60位受試者之年齡介於 18歲至 23歲之間，其中有 11位大一學生
及 29位大二學生，大三和大四學生則分別有 12位和 8位。在「激發刻板
印象威脅」情境中的 21位受試者，其年齡介於 18歲至 22歲之間；「不激

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 21位受試者年齡介於 19歲至 22歲之間；而
「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 18位受試者的年齡則介於 19歲至 23歲之
間。 

表 2-1為各實驗情境中的受試者人數、所屬科系、及各科系人數所佔

百分比。受試者的科系涵蓋 20個系，心理系所佔比例最高（18.3﹪），其
次為中文系（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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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為三個實驗情境中各年級人數及所佔百分比。本研究的受試者

以二年級學生居多，所佔比例為 48.3﹪。 

表 2-1  各實驗情境中受試者各科系人數及所佔百分比 

各實驗情境之人數 
受試者科系 「激發刻板印象威

脅」情境 
「不激發刻板印象

威脅」情境 
「減除刻板印象威

脅」情境 

各系總

人數 百分比

中文系 3 5 2 10 16.7﹪
心理系 3 4 4 11 18.3﹪
外交系 1 1 0 2 3.3﹪ 
民族系 0 0 1 1 1.7﹪ 
企管系 1 3 2 6 10﹪ 
地政系 1 0 0 1 1.7﹪ 
法律系 0 0 1 1 1.7﹪ 
金融系 0 0 1 1 1.7﹪ 
俄文系 2 1 0 3 5﹪ 
英文系 0 0 1 1 1.7﹪ 
哲學系 0 2 1 3 5﹪ 
財政系 1 1 0 2 3.3﹪ 
國貿系 2 2 1 5 8.3﹪ 
教育系 1 0 1 2 3.3﹪ 
統計系 1 0 0 1 1.7﹪ 
新聞系 0 1 0 1 1.7﹪ 
會計系 0 0 1 1 1.7﹪ 
經濟系 1 0 0 1 1.7﹪ 
廣告系 1 0 1 2 3.3﹪ 
廣電系 3 1 1 5 8.3﹪ 
總計 21 21 18 60 100﹪
 

表 2-2  各實驗情境中受試者各年級人數及所佔百分比 

各實驗情境之人數 
受試者年級 「激發刻板印象威

脅」情境 
「不激發刻板印象

威脅」情境 
「減除刻板印象威

脅」情境 

各系總

人數 百分比

一年級 4 5 2 11 18.3﹪
二年級 11 8 10 29 48.3﹪
三年級 5 3 4 12 20﹪ 
四年級 1 5 2 8 13.3﹪
總計 21 21 18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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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獨變項為「刻板印象威脅的激發、不激發、及減除」。實驗情

境共有三種情況： 

1.「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告知「女性較不適合擔任領導者」 

2.「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無告知刻板印象訊息 

3.「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告知「女性與男性一樣適合擔任領導

者」 

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為受試者在領導活動中的領導表現，以及擔任活

動領導者的意願。受試者的領導表現是由自己、小組中的二位成員、以及

不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來予以衡量。評估內容主要包括與領導

有關的能力向度（例如口語溝通能力、分析能力、歸納能力等等），以及

整體性的領導能力與表現（例如整體來說，此領導者的表現如何？有無擔

任領導者的潛力？）。擔任活動領導者的意願則由受試者在活動進行之前

自行評估。另外，本研究除了由受試者及小組成員以情境焦慮量表來評估

受試者的焦慮程度之外，也請不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以情境

焦慮量表來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度，並觀察其焦慮行為，評量受試者在活

動過程中顯出不舒服或不自然的程度及頻率。各依變項將在第二節中詳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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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工具 

一、領導活動 

本研究修改「評量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中所採用的「團體討
論」評鑑方式，作為衡量領導表現的作業活動。評量中心的主要目的在鑑

定人員之潛能，以作為考選與晉升的參考，同時亦可作為訓練與發展領導

及管理能力的有效方法。在「評量中心法」中，通常將討論情境設計的與

管理工作的實際狀況極為類似，透過團體討論，可以觀察到受評者在實際

狀況中可能會展現的管理行為，以衡量其管理潛能。此外，團體討論還可

以衡量出受評者的決策能力、自信心、分析能力、果斷力、人際敏感度、

領導能力、主動性、彈性、口語溝通能力、說服力、影響力、判斷力等。

由於團體討論的衡量方式具有許多評鑑或預測領導行為的情境要素，例如

有效溝通、解決問題、獲致共識等。而且人際技能是擔任領導者的重要能

力，團體情境正好能夠讓個人展現其人際能力。因此，團體討論是觀察及

評鑑個人領導潛力的有效工具（吳復新，1997）。 

在「評量中心法」中，進行團體討論時，通常不設定團體的領導者，

其進行方式為：每個小組（約 4～8人）被指定討論一個問題，並且必須

在一定的時間內討論出一個彼此皆同意的結論。在此討論中，無人被指定

為主持者，亦不設定任何討論的規則，完全由參與者自由發揮。通常問題

皆以書面方式告知參與者，而其結論也以書面方式為之。評量者藉由觀

察，以衡量受評者在活動中的表現。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觀察與衡量受

試者的領導能力表現是否會因為刻板印象威脅的激發與否或使其無效而

不同，因此本研究擬將討論情境設計為與領導有關的情境，並指定女性受

試者為小組中的領導者，藉以觀察並衡量其領導表現。 

本研究的討論情境主要為一新車分配問題（附錄一）。每個小組需依

據既有條件，決定新車要分配給哪一個部門使用。每組的領導者被告知：

「公司最近購置一輛 TOYOTA ALTIS的新車。在衡量過各部門的狀況之

後，有兩個部門比其他部門更需要這輛車子，但是因為這兩個部門現有車

子的狀況、使用頻率等條件類似，所以很難做出決定。你是這家公司的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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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現在你將與這兩個部門的主管討論並決定應該把新車配給哪一部門。

因為明天就要把車子領回來，有人需要負起保管的責任，因此在今天下班

以前，一定要做出決定，現在離下班時間只剩 15分鐘，你必須帶領他們

一起討論，協調出一個最好的決定。」此外，並提供兩個部門原有兩輛車

的車況和其他相關資料。 

另外，其中一位小組成員被告知：「公司最近購置一輛 TOYOTA ALTIS

的新車。在衡量過各部門的狀況之後，有兩個部門比其他部門更需要這輛

車子，但是因為這兩個部門現有車子的狀況、使用頻率等條件類似，所以

很難做出決定。你是 A部門的主管，現在老闆把你和另一個個部門的主管

找來，討論並決定應該把新車配給哪一部門。因為明天就要把車子領回

來，有人需要負起保管的責任，因此在今天下班以前，一定要做出決定，

現在離下班時間只剩 15分鐘，趕快開始吧！」然後提供該部門原有車子

的車況和其他相關資料。 

而另一位小組成員被告知：「公司最近購置一輛 TOYOTA ALTIS的新

車。在衡量過各部門的狀況之後，有兩個部門比其他部門更需要這輛車

子，但是因為這兩個部門現有車子的狀況、使用頻率等條件類似，所以很

難做出決定。你是 B部門的主管，現在老闆把你和另一個個部門的主管找

來，討論並決定應該把新車配給哪一部門。 

因為明天就要把車子領回來，有人需要負起保管的責任，因此在今天

下班以前，一定要做出決定，現在離下班時間只剩 15分鐘，趕快開始吧！」
同樣地，也提供該部門原有車子的車況和其他相關資料。 

二、依變項與其他測量 

1. 領導表現 

由受試者自己以及另二位小組成員，針對受試者在領導活動中

的表現，在以下項目給予評分：（1）口語溝通能力；（2）說服能力；

（3）領導能力；（4）協調能力；（5）分析能力；（6）歸納能力；（7）
自信心；（8）企圖心；（9）領導群體解決問題的才能；（10）輕鬆愉
快的程度；（11）擔任領導者的潛力；（12）在活動中的整體表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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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領導者的滿意程度。其中，第一項至第八項為「領導相關各項

能力」，而第九項至第十三項為「整體性領導表現」。 

此外，除了由受試者及小組成員進行評估外，本研究也將討論

過程加以錄影，請四位不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量者觀看影

片，針對受試者在領導活動中的表現進行評分。評量者被告知這些

受試者是在應徵某項工作，評量者觀看受試者進行領導活動的影

片，根據受試者於活動過程中的表現，在一樣的項目上給予評分。

故每位受試者的領導表現分數包括「自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

「他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

現」、「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自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

他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的加

總）、「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他評整體性領導表現」、「評量者評

整體性領導表現」、「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

他評整體性領導表現、評量者評整體性領導表現的加總）、以及「領

導表現總分」（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及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的

加總）。 

2. 擔任領導者的意願 

在領導活動開始之前，請小組成員評估自己願意擔任領導者來

帶領大家討論的程度。以此作為擔任領導者意願的指標。評估方式

為 1分（非常不願意）到 5分（非常願意）。 

3. 情境焦慮程度 

本研究採用林莉萱（2003）所修改的簡化版情境焦慮量表來測

量受試者的焦慮程度。此量表是中文情境焦慮量表的簡短版。中文

情境焦慮量表是鍾思嘉與龍長風（1984）翻譯 Spielberger等人（1970）
所編的「情境—特質焦慮量表」（State –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當中的「情境焦慮量表」（state-STAI）。中文情境焦慮量表的再測信

度為.74；Cronbach’s α 係數為.90。情境焦慮量表是請受試者描述「現

在當下」的感覺。量表內容為 20題描述情緒的句子，例如「我覺得

很鎮靜」、「我很緊張」等等。其中又包含無焦慮情緒項目

（anxiety-absent）及有焦慮情緒項目（anxiety-present）。計分方式為
四點量尺，1分代表「一點也不符合」；2分代表「有一點符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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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代表「頗為符合」；4分代表「相當符合」。有焦慮情緒項目為正
向計分，無焦慮情緒項目為反向計分。簡化版情境焦慮量表有六題，

皆為有焦慮情緒項目，其與完整版情境焦慮量表的相關係數為.90
（Marteau & Bekker, 1992）。林莉萱（2003）加入兩題無焦慮情緒項

目，修改為包含八題的簡化版情境焦慮量表，Cronbach’s α 係數

為.85。本研究採用八題的簡化版情境焦慮量表來測量受試者的情境

焦慮程度。 

除了由受試者自評之外，也請小組中的二位成員以及不知道本

研究目的與假設的影片評量者根據受試者在活動過程中的表現，以

情境焦慮量表來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度。量表內容則修改為「此領

導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得很鎮靜」、「此領導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得很緊

張」等等。故每位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度是由「自評情境焦慮程度」、

「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境焦慮程度」、以及「情境焦慮

程度總分」（自評情境焦慮程度、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境

焦慮程度的加總）來代表。 

4. 非語言焦慮（non-verbal anxiety） 

參考 Bosson、Haymovitz、及 Pinel（2004）評估受試者非語言
焦慮的方法，因應本研究情況而加以修改之。本研究非語言焦慮之

評量主要是由四位不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影片評量者，評估受

試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不舒服或不自然的程度。本研究將非語言焦

慮的頻率和強度分開考慮，評量者須觀察受試者不安、焦慮、或笨

拙的行為表現（如表 2-3所示），每當評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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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者也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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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試者的「非語言焦慮」即由「非語言焦慮

頻次」與「非語言焦慮強度」的乘積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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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評量者須加以觀察的焦慮行為 

類別 包含的行為 

言語上的不安（Disturbances in 
speech） 

口吃、發出「啊…」「呃…」「唔…」
等聲音、語句重複、語句不完整、語

句停頓、語句不流暢、聲小顫抖 

臉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
緊張尷尬的微笑、眼神慌張、眼神閃

爍不定、咬嘴唇、舔嘴唇、嘟嘴、抿

嘴、鼓起臉頰、皺眉 

身體動作（Kinesics） 
僵硬的肢體動作、咬指甲、玩頭髮或

摸頭髮、坐立不安、玩手或搓手、把

玩其他物品、其他非有意的手部活動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編製 

5. 性別認同 

參考 Pronin、Steele、與 Ross（2004）測量性別認同的方法，列

出一些女性特質，請受試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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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

者的性別認同程度是由「這些特質適合用來描述自己的程度」以及

「擁有這些特質的重要程度」之平均來代表。另外，也請受試者評

定自己「喜歡身為女性的程度」。本研究所採用的女性特質為陳皎眉

與周育瑩（2004）利用 Prentice與 Carranza（2002）所提出的新分類

架構而歸類出的「女性強化規範」，共有 14項特質形容詞。 

6. 領域認同 

依據 Steele（1997）的定義，領域認同意即個人認為某領域（例

如數學）對他來說是具有吸引力的、重要的、且希望在此領域上有

好表現。Smith與White（2001）依據這樣的概念定義，針對數學及

英文領域，發展了領域認同量表（Domain Identification Measure）。
數學領域部分的再測信度為.89；而英文領域部分的再測信度為.56。
本研究修改 Smith與White所發展的領域認同量表，請受試者評定

「領導」對其自我的重要性。例如「有沒有領導能力對你來說是不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領導能力在你的生活當中有多重要」、「在

團體中成為領導者對你來說重不重要」等。（1分：一點也不重要～

5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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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領導經驗 

詢問受試者「是否參加過訓練領導能力的課程」、「是否曾擔任過

團體（社團、營隊、課堂小組等）的領導者」、「在團體中擔任領

導者的頻率」、並以 1分（非常不稱職）到 5分（非常稱職）評估
「在過去擔任領導者的經驗中，自覺是不是一個很稱職的領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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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主要分為四個部份進行，第一部份為刻板印象威脅的實驗操

弄；第二部份為領導活動的進行與領導表現及焦慮程度的測量；第三部份

為性別認同與領域認同之測量，以及其他輔助測量；第四部份為受試者以

外的評估者評量受試者的領導表現與非語言焦慮程度。詳細研究程序如

下： 

一、研究目的說明與實驗操弄 

1. 研究者利用課堂時間，請願意參加研究的同學填寫時間表，徵求了 198
位參與者，並將他們隨機分配成 66組，每組包括二位女生及一位男生。

每組當中的一位女生被隨機選出擔任小組的領導者，也就是本研究的受

試者。為了避免小組中的三人彼此互相認識，研究者盡量將同系級或互

相認識的參與者分為不同組，但仍然有些組別當中有兩位參與者彼此認

識，不過並沒有任何一組是三人之間彼此認識。分組完成之後，接著將

每一小組隨機分派至「激發刻板印象威脅」、「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減

除刻板印象威脅」三個實驗情境。當每組的參與者到達施測地點坐定

後，研究者再簡單說明本研究分若干部分進行，然後給予參與者一份書

面資料。內容包括本研究目的（三個實驗情境的受試者所閱讀的研究目

的是不相同的）、活動說明、參與者自評其擔任領導者的意願、以及參

與者基本資料（附錄二、附錄三、附錄四）。研究者請參與者先閱讀研

究目的說明。 

   「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所閱讀的研究目的說明為： 

「在社會心理學及工商心理學的領域中，領導（leadership）一直是一個相
當受到重視的研究議題。好的領導者不僅能帶動團隊朝目標共同努力，而

且能為整個團隊及企業組織創造莫大的效益。由於領導者在企業組織中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功能，因此與領導有關的議題持續地被注意與討論。

有一部分的研究專注於探討與女性領導者有關的議題，這些研究發現，女

性領導者比較感情用事，也比較優柔寡斷，所以女性被認為不適合擔任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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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為了探討女性是否真的不適合擔任領導者，本研究接受教育部委

託，欲比較男性和女性在領導能力上的差異」。 

「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所閱讀的研究目的說明為： 

「在社會心理學及工商心理學的領域中，領導（leadership）一直是一
個相當受到重視的研究議題。好的領導者不僅能帶動團隊朝目標共同努

力，而且能為整個團隊及企業組織創造莫大的效益。由於領導者在企業組

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功能，因此與領導有關的議題持續地被注意與

討論。為了規劃完善的領導相關課程，以培育更多優秀的領導人才，本研

究接受教育部委託，欲了解一般大學生的領導能力，以作為課程規劃的基

礎」。 

「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所閱讀的研究目的說明為： 

「在社會心理學及工商心理學的領域中，領導（leadership）一直是一
個相當受到重視的研究議題。好的領導者不僅能帶動團隊朝目標共同努

力，而且能為整個團隊及企業組織創造莫大的效益。由於領導者在企業組

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功能，因此與領導有關的議題持續地被注意與

討論。有一部分的研究專注於探討與女性領導者有關的議題，這些研究發

現，女性擅長於包容、人際關係、分享權力、培育部屬，所以女性也適合

擔任領導者。因此，為了探討女性是否真的適合擔任領導者，本研究接受

教育部委託，欲比較男性和女性在領導能力上的差異」。 

2. 三個實驗情境的受試者所閱讀的活動說明皆相同。活動說明告知受試

者： 

「接下來你們將進行一項討論活動，你們必須針對問題作討論，並獲得

結論。由於在進行討論時需有一位領導者帶領大家，因此首先請你們每個

人均評估自己想要擔任領導者來帶領大家討論的意願程度。請以 1分～5
分來評估。1分代表非常不願意；2分代表不願意；3分代表普通；4分代
表願意；5分代表非常願意。請寫下你的評分：       」 

3. 最後請參與者填寫其基本資料。包括年齡、系級等。另「激發刻板印象

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須填寫其性別，而「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

與「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則不必填寫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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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行領導活動 

1. 在活動進行之前，告知參與者：由於大家想擔任領導者的意願程度均

差不多，因此由研究者隨機指定由誰擔任領導者。三人之中的某一位

女性成員被隨機選出來擔任小組的領導者。三人所坐的位置如圖 2-1
所示，若研究者隨機指定的領導者不是坐在中間的位置，則研究者會

要求其先換位子，然後再開始進行討論。 

2. 決定領導者之後，讓小組成員閱讀討論情境的說明，並告知因為研究

的需要，等一下活動進行中將會錄影。在徵求受試者的同意之後，即

開始進行討論活動。 

3. 討論活動結束之後，請小組成員評估領導者在剛剛活動過程中的領導

表現及焦慮程度（量表請見附錄五）。擔任領導者的女性受試者則自評

其領導表現及焦慮程度（量表請見附錄六）。 

 

 

 

 

 

 

 

圖 2-1  參與者位置配置圖 

三、性別認同與領域認同之測量，以及其他輔助測量 

在受試者評估完成自己的領導表現及焦慮程度之後，接著請其填寫測

量領域認同、性別認同、以及領導經驗的問卷（附錄七）。在受試者填寫

完各項量表之後，贈與小禮物及謝卡，感謝受試者的參與及協助。 

 

桌子 

領導者 

小組 

成員 

小組 

成員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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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受試者以外的評估者衡量受試者的領導表現與焦慮程度 

研究者請四位不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影片評量者者，評估受試者

的領導表現、情境焦慮程度、及非語言焦慮。每位評量者評估 22位受試
者。評量者被告知： 

「你們即將進行評量的對象是一群應徵者，他們在應徵某項管理工

作，而你們將觀看他們在應徵過程中的表現。這些應徵者正在進行「評量

中心法」中的「團體討論」評鑑。透過團體討論，可以觀察到他們的領導

行為，以衡量其領導潛能。所以影片內容為他們帶領兩位成員一起討論的

過程。 

這些應徵者被指定擔任公司的老闆，他們被告知：「公司最近購置一

輛 TOYOTA ALTIS的新車。在衡量過各部門的狀況之後，有兩個部門比其

他部門更需要這輛車子，但是因為這兩個部門現有車子的狀況、使用頻率

等條件類似，所以很難做出決定。你是這家公司的老闆，現在你將與這兩

個部門的主管討論並決定應該把新車配給哪一部門。」 

另外兩位成員則擔任兩個部門的主管，他們被告知：「公司最近購置

一輛 TOYOTA ALTIS的新車。在衡量過各部門的狀況之後，A部門和 B部

門比其他部門更需要這輛車子，但是因為這兩個部門現有車子的狀況、使

用頻率等條件類似，所以很難做出決定。你是 A部門（或 B部門）的主管，

現在老闆把你和另一個個部門的主管找來，討論並決定應該把新車配給哪

一部門。」 

依據上述說明，你們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些應徵者於討論過程中的表

現，在與領導有關的能力向度（例如口語溝通能力、分析能力、歸納能力

等等），以及整體性的領導能力與表現（例如整體來說，此領導者的表現

如何？有無擔任領導者的潛力？）等方面，給予客觀的評分。 

另外，也請你們觀察影片中應徵者的焦慮程度並予以評分。第一部分

請評估應徵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不舒服或不自然的程度，予以整體性的評

分。第二部分請觀察應徵者不安、焦慮、或笨拙的行為表現。例如慌張、

坐立不安、咬嘴唇、玩頭髮、咬指甲、緊張尷尬的微笑、僵硬的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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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神閃爍不定等等。每當應徵者表現出類似於上述的焦慮行為時，請計

次。影片結束之後，請在空格中記錄下總次數。」 

    評量者所用的評估表請見附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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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分析 

一、量表資料之登錄與分析 

    在進行完 66組小組討論之後，研究者開始進行資料之整理與分析。由

於有二位受試者漏答部份量表，以及四組的影片檔案發生問題，因此有效

樣本為 60組。資料登錄以組為單位，其中包括小組 2位成員評估受試者

（小組的領導者）與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8題）、整體性領導表現（4

題）、情境焦慮程度（8題），以及受試者自評其領導意願、與領導相關各

項能力表現（8題）、整體性領導表現（4題）、情境焦慮程度（8題）、刻

板印象威脅知覺（5題）、性別認同程度（4題）、領域認同程度（11題）、

領導經驗（4題）。影片部份則由四位評量者評估受試者（小組的領導者）

與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8題）、整體性領導表現（4題）、情境焦慮程

度（8題）、非語言焦慮頻率、及非語言焦慮強度。 

    資料登錄完成之後，首先針對基本資料變項、主要依變項、以及其他

測量變項計算兩兩相關，並建立相關係數矩陣，檢視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

係。基本資料變項包括年級、年齡；主要依變項包括領導意願、領導表現

總分（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及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的加總）、領導

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自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他評領導相關各項

能力表現、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的加總）、自評領導相關各項

能力表現、他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

現、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他評整體性領導表現、

評量者評整體性領導表現的加總）、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他評整體性領

導表現、評量者評整體性領導表現、情境焦慮程度總分（自評情境焦慮程

度、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境焦慮程度的加總）、自評情境焦慮

程度、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境焦慮程度、非語言焦慮（非語言

焦慮頻次與非語言焦慮強度相乘）、非語言焦慮頻次、及非語言焦慮強度；

而其他測量變項包括刻板印象威脅知覺、性別認同程度、領域認同程度、

及領導經驗。 

    其次，針對領導表現總分、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總分、自評領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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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各項能力表現、他評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評量者評領導相關各項能

力表現、整體性領導表現總分、自評整體性領導表現、他評整體性領導表

現、評量者評整體性領導表現進行事前比較分析，以便檢驗三個實驗情境

中受試者的領導表現差異是否與本研究的假設一致。 

接著，以變異數分析來檢驗性別認同程度與領域認同程度的調節效

果。研究者先依據性別認同程度與領域認同程度，將「激發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中的受試者區分為高、中、低三組。然後進行變異數分析，以檢驗不

同性別認同與領域認同程度的受試者，其領導表現是否顯著不同。 

最後，運用變異數分析來檢視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度

總分、自評情境焦慮程度、他評情境焦慮程度、評量者評情境焦慮程度、

非語言焦慮、非語言焦慮頻次、及非語言焦慮強度的差異是否與本研究的

假設一致。此外，研究者也以迴歸分析來檢驗這些變項的中介效果。 

二、影片之評量與分析 

    影片之評量主要由政大心理系工商心理學組的四位(二男二女)碩士班
研究生進行，每位進行 22段影片的評估，影片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2-4  評估影片分配表 

實驗情境 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 不激發刻板印象威脅

情境 
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

境 
影片編號 1-1~1-11 1-12~1-22 2-1~2-11 2-12~2-22 3-1~3-11 3-12~3-22
女性評量

者一 ◎  ◎    

男性評量

者一  ◎ ◎    

女性評量

者二    ◎ ◎  

男性評量

者二    ◎  ◎ 

註：表中「◎」代表評量者針對這些影片進行評估 

上表顯示，女性評量者與男性評量者之間有一半的影片重疊（例如女

性評量者一與男性評量者一皆針對影片 2-1~2-11進行評估），若重疊部分

的評量具有一致性，則其他部分的評量也將被視為一致。評量工作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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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如下所示： 

1. 評量者訓練 

研究者首先說明評量工作的目的及程序。評量者被告知：你們即

將進行評估的對象是一群應徵者，他們在應徵某項管理工作，而你們

將觀看他們在應徵過程中的表現。這些應徵者正在進行「評量中心法」

中的「團體討論」評鑑。透過團體討論，可以觀察到他們的領導行為，

以衡量其領導潛能。所以影片內容為他們帶領兩位成員一起討論的過

程。你們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些應徵者於討論過程中的表現，在與領導

有關的能力向度（例如口語溝通能力、分析能力、歸納能力等等），以

及整體性的領導能力與表現（例如整體來說，此領導者的表現如何？

有無擔任領導者的潛力？）等方面，給予客觀的評分。另外，也請你

們觀察影片中應徵者的焦慮程度並予以評分。第一部分請評估應徵者

看起來緊張、焦慮、不安的程度。第二部分請觀察應徵者不安、焦慮、

或笨拙的行為表現。須加以觀察的行為表現主要分為三大類：（1）言
語上的不安（Disturbances in speech），例如口吃、發出「啊…」「呃…」
「唔…」等聲音、語句重複、語句不完整、語句停頓、語句不流暢、

聲小顫抖；（2）臉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例如緊張尷尬的微笑、

眼神慌張、眼神閃爍不定、咬嘴唇、舔嘴唇、嘟嘴、抿嘴、鼓起臉頰、

皺眉；（3）身體動作（Kinesics），例如僵硬的肢體動作、咬指甲、玩

頭髮或摸頭髮、坐立不安、玩手或搓手、把玩其他物品、其他非有意

的手部活動。每當應徵者表現出類似於上述的焦慮行為時，請計次。

影片結束之後，請在空格中記錄下總次數。第三部份請依據影片中應

徵者不安、焦慮、或笨拙的行為表現，以 1分～10分來評量此位應徵

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不舒服或不自然的程度。分數越高，代表非語言

焦慮的強度越強。 

接著，研究者說明影片中的討論情境，並提供與「焦慮」及「焦

慮行為」有關的書面資料，使評量者對於這些概念有更深入的了解，

提高觀察的敏銳性與評估的正確性。 

最後，請評量者實際評估一段影片，提出各種可能遭遇之困難及

問題，並進行討論。整個訓練過程歷時約一個小時，結束之後請評量

者先回家試著評估五段影片（評量者彼此重複的部分），三天後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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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討論。 

2. 討論並檢視評量者間的一致性 

評量者完成五段影片之評估後，研究者再次集合四位評量者進行

討論，檢視評量者之間的評估標準是否一致，並且討論及解決評估過

程中所碰到的問題。 

3. 進行評估 

    評量者各自進行影片的評估，整個評估工作為期一週。表 2-5為
影片評估工作的時程表。 

表 2-5  影片評估工作時程表 

4/11（一） 4/12（二） 4/13（三） 4/14（四） 4/15（五） 4/16（六） 

影片評估說

明及評量者

訓練 
   

每人試做完

成五段影

片。討論。 
 

4/17（日） 4/18（一） 4/19（二） 4/20（三） 4/21（四） 4/22（五） 

     
評估完成剩

下的影片 

4. 評分者間的信度檢驗 

研究者針對評量者互相重疊的部份，以皮爾森相關分析來檢視評

量者間的判斷是否一致。結果顯示，男性評量者一與女性評量者一在

各項評量上的評分皆達顯著正相關（rs＞.66, ps＜.05），然而男性評量

者二與女性評量者二的評分卻不完全一致。 

在檢視評估的原始資料之後發現，男性評量者二的評分明顯不同

於其他三位評量者，因此研究者捨棄男性評量者二的評估資料，但如

此將缺少「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3-12~3-22的影片評估資料。所以

研究者請男性評量者一及女性評量者二額外再評估「減除刻板印象威

脅情境」的影片 3-12~3-22，如此不但可補足這部份的評估資料，也可

進一步確保三位評量者之間的一致性。皮爾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男

性評量者一與女性評量者二在各項評量上的評分皆達顯著正相關（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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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ps＜.05）。 

5. 評估結果之資料處理與分析 

評量者完成影片評估之後，由研究者將評估結果輸入並進行分

析。評量者互相重疊的部份，以二位評量者的評分之平均作為此部份

的分數。研究者主要以事前比較及變異數分析檢視三個實驗情境中評

量者對受試者在領導相關各項能力表現、整體性領導表現、情境焦慮

程度、以及非語言焦慮上的評定是否有顯著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