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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性別教育平等的推動是我國政府近年來最主要的推動項目之

一，然而最近的趨勢顯示兩性在國、高中以後的數學成就與興

趣，並沒有明顯的改善，而且在生涯選擇上也沒有明顯的變

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能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

有很大的關聯。過去研究顯示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會對女性

的認知運作（工作記憶容量）造成折損，進而影響其數學的成

就表現。而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是否會對女性的動機（自我

設限程度）形成影響，進而影響其數學的成就表現，未有研究

加以探討。本計畫以兩個研究來探討這個問題。研究一針對

男、女高一學生 104 人，進行數學測驗，但於作答前先勾選欲

參與「中等程度版」或「困難程度版」的測驗，隨後，再填寫

數學自我設障問卷。結果顯示，相同內容的數學測驗，性別上

並無分數上的顯著差異；而在選擇不同數學測驗版本上，男生

較多選擇困難版本，女生較多選擇中等版本；最後在自我設障

量表上，女生分數顯著高於男生，而且選擇中等版本者的分數

也高於選擇困難版本者。綜合而論，高一男、女參與者的數學

表現並無顯著差異，但女生在面對數學時，比男生顯現出更多

的自我設障作為與想法。研究二針對高中女學生 54 人，進行三

組性別刻板印象的操弄，三組分別為：1). 明示威脅操弄組；2). 
隱含威脅操弄組；及 3). 無威脅處理組。結果顯示：1).相較於

無威脅處理組，明示威脅操弄組的高中女生，不只在工作記憶

顯現較低的分數，而且自我設障的分數較高，數學成就表現也

較低；2).相較於無威脅處理組，隱含威脅操弄組的女生，在工

作記憶的分數上雖然沒有差異，但其自我設障的分數較高，數

學成就表現也較差。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不同於工作記憶的中

介效果角色，自我設障在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對數學表現的影響

中，顯現了重要的調節效果。 
英文摘要： There are many evidences abou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the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and then affects the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but there is still no evidence about the threat on 
individuals’ thoughts about self handicapping. Therefore, two 
studies were designed to test the moderate effect of self 
handicapping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In Study 1, 104 senior-hig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nt in a math exam. 
Before the exam,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ose either a mid-level or 
a difficult-level version of exam. And then, they were asked to 
finish a short questionnaire about self-handicapping on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from Study 1 indicated that even female 
and male students showed no difference in the math exam, but 
female students tended to chose the mid-level version and male 
students tended to chose the difficult-level version of exam. 
Moreover, female students showed higher self-handicapping scores 



on mathematics than male students. In Study 2, fifty-four senior-
high femal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s: 1).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2).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3).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were not 
only with lower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but also became more 
self handicapping, and then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2).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kept the same degre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but 
they still became more self handicapping and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elf handicapping w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of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ext) on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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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可能前因與後果之探討 
—以高中女生與數學學習之關聯為例 

中 文 摘 要  

 
性別教育平等的推動是我國政府近年來最主要的推動項目之一，然而最近

的趨勢顯示兩性在國、高中以後的數學成就與興趣，並沒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在生涯選擇上也沒有明顯的變化。從社會心理學的角度來看，這可能

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有很大的關聯。過去研究顯示性別刻板印象的威

脅，會對女性的認知運作（工作記憶容量）造成折損，進而影響其數學的

成就表現。而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是否會對女性的動機（自我設限程度）

形成影響，進而影響其數學的成就表現，未有研究加以探討。本計畫以兩

個研究來探討這個問題。研究一針對男、女高一學生 104 人，進行數學測

驗，但於作答前先勾選欲參與「中等程度版」或「困難程度版」的測驗，

隨後，再填寫數學自我設障問卷。結果顯示，相同內容的數學測驗，性別

上並無分數上的顯著差異；而在選擇不同數學測驗版本上，男生較多選擇

困難版本，女生較多選擇中等版本；最後在自我設障量表上，女生分數顯

著高於男生，而且選擇中等版本者的分數也高於選擇困難版本者。綜合而

論，高一男、女參與者的數學表現並無顯著差異，但女生在面對數學時，

比男生顯現出更多的自我設障作為與想法。研究二針對高中女學生 54 人，

進行三組性別刻板印象的操弄，三組分別為：1). 明示威脅操弄組；2). 隱
含威脅操弄組；及 3). 無威脅處理組。結果顯示：1).相較於無威脅處理

組，明示威脅操弄組的高中女生，不只在工作記憶顯現較低的分數，而且

自我設障的分數較高，數學成就表現也較低；2).相較於無威脅處理組，隱

含威脅操弄組的女生，在工作記憶的分數上雖然沒有差異，但其自我設障

的分數較高，數學成就表現也較差。進一步的分析顯示：不同於工作記憶

的中介效果角色，自我設障在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對數學表現的影響中，顯

現了重要的調節效果。 
 
 

關鍵詞：性別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威脅、工作記憶、自我設限、數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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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The Association of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and 

Math Performanc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vidences abou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the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and then affects the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but 
there is still no evidence about the threat on individuals’ thoughts about self 
handicapping. Therefore, two studies were designed to test the moderate effect of 
self handicapping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In Study 1, 104 senior-hig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nt in a math exam. Before the exam,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ose either a mid-level or a difficult-level version of exam. And then, they were 
asked to finish a short questionnaire about self-handicapping on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from Study 1 indicated that even female and male students showed no 
difference in the math exam, but female students tended to chose the mid-level 
version and male students tended to chose the difficult-level version of exam. 
Moreover, female students showed higher self-handicapping scores on 
mathematics than male students. In Study 2, fifty-four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s: 1).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2).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3).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were not only with lower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but also became more self handicapping, and then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2).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kept the same degre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but they still became 
more self handicapping and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elf handicapping w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of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ext) on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Key words: gender stereotype, stereotype threat, working memory, self 

handicapping, mat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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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可能前因與後果之探討 

—以高中女生與數學學習之關聯為例 

 

本研究計畫的動機與重要性 

為什麼女生表現幾乎同樣傑出，但卻缺乏自信心？ 

  Else-Quest、Hyde 與 Linn（2010）以 TIMSS（2003）及 PISA（2003）的跨

國性比較資料，針對青少年男女在數學科目的表現及其相關的自我概念統計結

果，進行整合分析研究（meta-analysis），結果顯示：14-15 歲青少年男女在數

學測驗（TIMSS, 2003）的表現上並沒有差異；而對 15.3-16.2 歲的青少年而言，

其在較困難的數學測驗（PISA, 2003）中，男生表現只稍微優於女生。然而引人

注目的結果是：男女生在數學的自信心及其相關的自我概念上（包含學習興趣及

學習效能等），不論在 TIMSS 或 PISA 的資料中，女生均顯著地低於男生。而且

在 PISA 的調查中，女生比男生顯示出較高的數學焦慮（anxiety）。Else-Quest

等人的後續分析也顯示出：男女生對數學自信心的差距愈大，其數學表現的差異

也就愈大；因此，此部份的結果說明數學的表現與數學自信心，具有很重要的關

聯。令人訝異的是，為何女生的數學表現，在青少年階段，明明與男生是沒有差

異或者差異很小，但其對數學的自信心及相關態度（包含：數學焦慮、學習興趣

及數學效能），卻與男生有明顯的差異？ 

再者，OECD 近來所公告的調查資料中(見 PISA, 2006）亦發現，即使是國小

學童，他們對科學與數學的自我效能、自我概念（自信心）、學習興趣及學習動

機，早就產生了兩性差異（男高於女）。而國內的調查也反映出類似的現象，即

女學童從國小四年級開始，就對自然及數學科目的學習，顯現出比男童較高的學

習焦慮（親子天下，2009）。綜合上述，可發現即使是男、女學童在科學或數學

科目的表現上，尚未顯現出差異，甚至是女生表現得比男生好(Lauzon, 2001），

但女生卻早在小學中年級時，就出現了對數學學習自信心及學習動機比男生低落

的現象。 

 

個人學習表現與興趣，可能影響生涯發展 

數學成績及興趣偏好帶給青少年學生最直接的影響，可能就是科系的選擇與

未來職業的發展（Gallagher & Kaufman, 2005; Hackett, 1995; Penner, 2008）。

高中學生會為了大學入學考試而選擇分組 (自然組或社會組)，此時也正好是他

們生涯發展的重要時期，選不同的類組，將會影響到大學科系的選擇；而大學中

不同的科系，其訓練的方式與內容也極為不同，大學畢業後所從事的職業，與未

來的生涯規劃，也可能會大相逕庭。由此可見，遠至國小，慢慢進入國中、高中，

男女生逐漸對不同學科產生不同的興趣及偏好，甚至也可能深植了「學科性別刻

板印象」的態度；而這個興趣的分野及學科性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就可能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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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生涯選擇與發展，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因為數學與語文是青少年學習階段最為重要的學科之一，數學與語文的成

就、興趣及學習動機，與個人未來生涯發展的規劃息息相關。數學與語文這兩個

科目的偏好及成績好壞，也很容易成為高中學生選擇分組及生涯規劃的參考指

標。而學科性別刻板印象可能就會引導男女學生，在時間分配上，及在閱讀興趣

上，產生了偏頗的現象：喜歡的就更喜歡，討厭的就逃避。 

 

為什麼女生不喜歡數學？ 

從前述 OECD（見 PISA, 2006）及親子天下（2009）所進行的調查結果來看，

小學四年級的男、女學童，已經對科學或數學，在自信心、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

上產生了分歧，一致性的結果是男性優於女性，然而是什麼原因造成兩性在這一

部份的差異呢？ 

過去研究認為女性會對數學沒有信心，或沒有興趣，可能就是她們的學業表

現不如男性（見 Pajares, 2005）。然而，造成男、女在數學學業成就產生差異

的原因很多，不同研究取向的學者，分別從其觀點或理論出發，因而各獲得支持

其論點的證據（見 Gallagher & Kaufman, 2005）。 

  回顧二十世紀末，仍有大量的研究顯示，女性的數學表現不如男性（見 Hyde, 

Fennema, & Lamon, 1990 之後設分析），使得當時正意氣風發的生理心理學研究

者，紛紛認為數學表現的性別差異是有生理根源的，例如：Kimura（1999）的荷

爾蒙理論，及 Baron-Cohen（2003）的大腦結構差異論述。 

  然而，最近幾年的整合分析研究卻顯示，男女間的數學表現差異已經不存在

或逐漸縮小了（見 Else-Quest, Hyde, & Linn, 2010; Guiso, Monte, Sapienza, 

& Zingales, 2008; Hyde & Mertz, 2009; Lindberg, Hyde, Peterson, & Linn, 

2010; Penner, 2008）。在這些整合分析研究的結果中，主要有三個共同結論： 

一、在美國全國性的數學測驗中，男女生在各年級（all grade levels）的數學

成就表現上並沒有差異；在高中及在較為困難的數學測驗上，皆是沒有性別

的差異。雖然，早期眾多的研究顯示男優於女的起始點，是由高中階段開始。 

二、在美國及跨國性的數學測驗，甚至是國際數學奧林匹亞（International 

Mathematic Olympia, IMO）的競賽，其中女性成員在數學表現極為傑出者

（被定義為 Extreme Mathematical Achiever ）的百分比率，持續地逐年上

升。 

三、各國國內的男女數學表現差異，與其國內男女性別平等的指標（Gender Gap 

Index），具有高度的關聯。也就是說，在對女性愈不平等對待的國度中，其

男女間的數學表現差異就愈大。其中對表現極為傑出者（top 90%）的男女

比率之差異，更是能被各國國內的 GGI 所預測。 

 

  以上的結果似乎說明了：相對於生理性的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對數學表現的

可能影響力，是更值得學者在未來的研究中倍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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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男女間的數學表現差異已經逐漸縮小，或者沒有差異，但是為什麼女生

們仍然還是認為她們對數學沒有信心，或者沒有興趣？ 

  雖然這個問題的解答並不單純，單單從心理學的觀點而言，就可以從生理、

認知發展、心理計量、個人特質與選擇、教育心理及社會文化的各個角度及其可

能的交互作用來探討（見 Aroson, 2002; Gallagher & Kaufman, 2005; Wigfield 

& Eccles, 2002）。 

  舉例而言，從心理計量的角度來看，或許就是女生，尤其是高能力的女學生，

在回答與自身相關的問題時，就可能比較保留。明明有好的表現，但卻傾向於謙

虛、含蓄地回答（Eccles et al., 2000; Pajares & Valiante, 1999; Wigfield 

et al., 1996）。然而此問題仍有許多面向需要考量，例如：Matsui 等人發現，女

大學生只有在傳統刻板印象中，男性表現較優異的項目（male-dominated，例如

數學），才會報告出自己有較低的自我效能，而在傳統上女性表現較優異的項目

（female-dominated），則會自陳自己有較高的自我效能（Matsui, 1994；Matsui, 

Ikeda, & Ohnishi, 1989）。因此，性別差異的比較結果，不只是能力表現的比較，

可能還要考慮心理測量上的性別區隔，及個人對社會規範的認知。 

  再從認知發展的角度分析為例，王震武（2009）在大量地對心理學雙歷程理

論（dual-process theory；例如：Chaiken & Trope，1999; Epstein, 1994; Evans，
2007; 2008; Sloman，1996; Stanovich，2004）進行文獻探討後，認為兩性間的

差異原因與多項因素有關聯，其主要的論述為： 
1、個體對訊息的處理，主要可以分為內隱歷程（implicit process）

以及外顯歷程（explicit process）。 

2、內隱歷程是自動、連續、平行處理，不太佔用資源、不易為意識所覺察

的高效率處理方式；而外顯歷程則是意識能覺察，運作緩慢、系列處理、

須要佔用認知資源的緩慢處理歷程。而上述所提的內隱及外顯態度測量

及內穩與外顯態度改變模式，正是這種雙歷程論的體現。 

3、這兩種思考歷程的分野，可能源自於人類存在有兩種不同的認知思考系

統，學者們分別給予這兩種認知系統不同的名稱，例如：稱內隱系統為

直觀系統（intuitive system）、連結系統（association system，Sloman, 

1996）；而稱外顯系統為分析系統（analytic system，Evans & Over, 

1996）、理性系統（rational system，Epstein, 1994）。 

4、認知發展上，是先內隱而後外顯的歷程，內隱系統可能包括先天的成分，

是包括個體生命早期賴以理解，應付生活所需的素樸直覺能力；而外顯

系統則是學來的，經過教育而成的，是個體用以調整直覺偏差，而轉變

以系統的、規則化的、及合乎邏輯的方式運作之後天習得理性思考能力。 

5、過去有關各種捷思反應、偏誤判斷及科學迷思的研究成果（見 Evans, 

Barston, & Pollard, 1983; Larkin, 1983; Tversky & Kahneman, 1981; 

Wason , 1966 等），正都反應著內隱系統干擾或駕凌於外顯系統運作，

而產生之結果。可能因為內隱系統是早期發展的、易自動浮現的人類先

天偏向，因此在外顯系統的運作尚未完全發展完成之前，內隱系統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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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較佔優勢的系統。 

6、兩性對科學思考方面的科目，會有能力、興趣及成就的不同，或許源自

於兩性在兩個認知系統之偏好不同所導致。因為女性似乎在演化上而對

人及人際間的情感關係比男性更為感興趣，而人際關係中所存在的行為

語言、表情、與互動等訊息，大多為高度複雜的內隱訊息，因而使得女

性在內隱系統的發展上，取得了較好的優勢，在良性循環的運作下，使

得女性更往內隱系統去發展，而在取捨上，有助於科學思考的外顯系統

之發展則相對成為弱勢。而反觀男性，因為內隱系統之運作不如女性那

麼得心應手，因而反而會相對地去發展並學習對科學思考有幫助的外顯

系統運作。 

 

  因此王震武(2009)認為女性可能因為在認知發展上，內隱的訊息處理系統在

演化上及社會化的歷程中，均較男性佔優勢，使得女性更樂於進行內隱訊息的處

理，例如：人際互動。而多數的男性因為內隱系統相對較為弱勢，而且又對物（動

物及無生物）比較感興趣（見 Su, Rounds, & Armsteong, 2009 之後設分析）。因

此比較願意花費時間及精力去發展外顯系統的運作，因而傾向對訊息作系統性及

分析式的外顯化處理，因而在科學或數學思考的發展上，也就逐漸地優於女性，

最後兩性對科學及數學的興趣與態度，就逐漸產生了分歧。王震武這個認知發展

的分析，同時牽涉了生理、認知與社會發展及演化等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 

 

  由上述二個例子的分析，可以了解到性別差異比較的原因探索，實屬不

易。 

從社會心理學的角度來探索男女數學喜好度分歧的原因 

  受到研究能力及時間的限制，各研究者只能從各自專長的領域，來抽絲剝繭

地處理並解決問題。從社會心理學家的角度來看，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被認為

是兩性產生表現差異及興趣分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以女性受到性別刻板

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的研究，最為多數與透徹（Ben-Zeev et al., 2005; 

Beilock, Rydell, & McConnell, 2007; Johns, Schmader, & Martens, 2005; 

Keller, 2007; Kiefer & Sekaquaptewa, 2007a; Kiefer & Sekaquaptewa, 2007b ; 

Lesko & Corpus, 2006; Ryan, Ryan, 2005; Schmader & Johns, 2003; 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 

  性別刻板印象為什麼會造成女性在數學興趣及成就方面，較男性低落呢？ 

無論是 Eagly 與 Steffen（1984）所提出的社會角色理論、Bem (1981)所提出

的性別基模理論、或 Fiske 與 Taylor (2007)所提的認知吝嗇者(cognitive miser)

概念，均認為當個體形成了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s)後，個體

對於與性別有關的訊息，其注意力、花費的心力、及記憶的程度皆會透過其所認

定的性別類型，而有所選擇及偏重。當個體在了解自己，看待自己的過程當中，

也會加入許多與性別相關的訊息(見林烘煜，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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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個體經常使用性別來同化及調適訊息時，往往就會將特定的特質或行為組

型與特定的性別相互連結。因此，一些特質與行為組型就很容易與特定的性別聯

結在一起，個體就會認為某些特質是偏屬女性的，而另外某些則是偏屬男性的。 

例如，早期 Goldberg（1968）即以實驗研究法，驗證了這種性別特質刻板化

的存在。Goldberg 讓女大學生閱讀一篇“科學研究＂的文章，其中實驗組的文章

中，註明的是男性作者，而對照組的文章中，作者標明為女性。結果，對同樣的

文章內容，大學女生竟然認為標明男作者的文章，比標示女性作者之著作，有較

高的學術品質。 

又例如在 Nosek、Banaji 與 Greenwald（2002）的研究中，亦顯示：當女性

擁有愈深的性別刻板印象時，她們就愈認為數學是男性的學科領域，而對數學有

愈大的負向態度。 

  性別刻板印象化後，會使得人們對男女在能力表現上、科系就讀選擇上、工

作分工上，產生很大的影響。例如：如果依照女性的特質分配工作，女性工作範

疇與機會，常常被侷限在某些狹窄及工資較低的工作領域：像是老師、護士、秘

書、圖書館員、服務生等 (Eagly & Chaiken, 1993)。 

另一方面，具有性別刻板印象，也會促使個體產生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現象。亦即，如果個體已經對性別角色存在某些既定的態度與想法，

那麼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然會增強先前已存在的態度與想法。舉例來說，假如

社會大眾（尤其是父母及教師）都認為在某些學科（如數學）或某些科系中（如

理工科），女性的成就表現會比男性來得差，那麼，此社會中大多的女性就會如此

地看待自己（Bouchey & Herter, 2005; Jocobs et al., 2005），而不願意進入

這些科系就讀，挑戰社會文化所形成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果，使得女性對這些科

系的認識與了解，就會越來越不足，最後應驗了刻板印象的看法。這樣的論點，

正好與 Eagly 與 Steffen（1984）所提出的社會角色理論相呼應。因此，個體愈受

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產生性別角色刻板化之行為的可能性就愈為提昇。 

從實際的資料來看，長期以來台灣社會對於不同性別所擅長與感興趣的學

科，似乎一直都持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例如男性就普遍被認為是比較擅長並

喜歡數學方面的學科，而女性則被認為是喜好語文之類的學科。依據教育部（2007）

的資料顯示，幼稚園到大學的就學性別比率（幼稚園男、女比率：52％ vs. 48％；

大學男、女比率：51％ vs. 49％）相當平均，且從 2002 到 2006 學年的分析都

穩定呈現這種模式。然而，進一步從大學三大類（人文、社會與科技）科系性別

比率來看，近十年來科技類始終是以男性居多，從 1996 年的男性 66% 到 2006 

年的男性 68% 。而近幾年的資料顯示，仍然是一樣的結果(教育部，2010），亦即

三大分類科系（人文類、社會類及科技類）的男女比例仍然存在著極大的性別差

異，科系的選擇依舊呈現「男理工，女人文」的現象。 

 

另外，根據教育部（2006）公布的博士生在學人數的數據，可以發現兩性差

異最大的領域為與數學極為相關的工程學類。在所有博士班的在學學生中，男性

有42.5％攻讀工程學類，而女性博士生只有11.3％攻讀工程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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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國內常見的職業分佈現象也可以說明性別刻板印象可能造成的影

響。例如：大學理工科的教授，男性顯著多於女性；科學或數學知識關係密切的

產業(工程業、電子業)，其從業人員也是男多於女（王震武，2008）而這些現象

會不會與高中女學生的數學興趣有關聯呢？ 

如前所述，男女在能力表現的性別差異結果及原因，其結論於心理學研究中

至今仍爭辯未休，然而性別差異刻板印象卻早已形成。因此，性別刻板印象的消

除是不容小覷的議題。 

 

究竟刻板印象中的什麼力量，讓不同性別的個體，在學科能力表現上產生了

差異？Steele(1997)提出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的主張，他認為：

自身所處內團體的負向刻板印象，會讓個體產生壓力與困境，擔心自己的表現會

被用來證實其內團體的負向刻板印象。而且這樣的壓力相當地強烈，強烈到會影

響個體在此事件上的行為表現。這些較差的行為表現，又會一次又一次地加深自

己的刻板印象。 

例如：當女性在做數學測驗時，女性不擅長數學的負面刻板印象就會對女性

產生相當的壓力，即女性會擔心自己如果在數學測驗上表現不好的話，會被他人

拿來證實女性確實不擅長數學，而這樣的壓力又回頭造成女性在數學測驗上的表

現不佳，產生類似自我設限(self-handicapping)以及自我應驗

(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 

刻板印象威脅這個論點後來 Steele 等人（見 Shapiro & Neuberg, 2007,之

回顧）的系列實證研究所證實：即當誘發個體刻板印象的作用突顯時，被負向期

待團體之個體，其能力表現就會變差；而當誘發此個體刻板印象的作用消失時，

其原本之能力表現又會恢復。後續也有許多研究證實了女性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

的威脅，而導致表現低落的現象（例如：林烘煜，2010；陳奕成，2006；Beilock, 

Rydell, & McConnell, 2007; Johns, Schmader, & Martens, 2005; Lesko & Corpus, 

2006; Schmader & Johns, 2003）。 

因此，以上的資料顯示，或許男生與女生的學科能力剛開始（在國、高中前）

並沒有很大的差異，但在社會與文化的不同期許下，再加上個體本身受到性別刻

板印象的威脅，尤其是對女性偏多的負向刻板印象，使得女生逐漸沒有信心面對

數學，對數學學習失去興趣；進而產生自我設限與自我應驗的效應，最後甚至對

數學產生了焦慮與害怕。 

也就是說，在許多情況下，女性常低估自己的數學能力，或者對數學缺乏信

心及興趣，進而忽視並掩沒了自己在數學表現上的實力，造成對未來志願的選擇

及生涯規劃的窄化及侷限（Pajares, 2005）。尤其有許多表現優秀的年輕的女性，

在高中階段，反而選擇了一些無法充分表現出她們天分及能力的科系或生涯發展

（O’Brien, Friedman, Tipton, & Linn, 2000）。因此，針對那些與男生同樣優

秀的高中女學生，使其對數學自信心偏誤的想法改變，或提升她們對數學的興

趣，對其後續的數學學習及馬上要面臨的科系分組選擇，應該是甚為重要的。 

在前述的研究分析之中，有一個必須注意的事項是：當誘發個體的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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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的作用消失時，性別之間的能力表現差異就會消失(Spencer et al., 
1999)。 

性別刻板印象之威脅產生了什麼樣的效應？ 

那麼刻板印象威脅到底是透過什麼樣的機制或方式來影響個體的表現？

Steele 等人首先從許多情感機制的影響來看，例如：焦慮(anxiety)、生理上的激

發(physiological arousal)等，但利用自陳報告的方式，研究間卻難以得到一致的

結果(Gonzales, Blanton, & Williams, 2002; Schmader, 2002; 陳奕成, 2006)，因

此 Ashcraft 與 Kirk (2001)提出女性在數學上的表現，是經由刻板印象所產生的數

學焦慮(math anxiety)，進而對於認知資源(cognitive resources)的侵佔與工作記

憶容量(working memory capacity)的降低，最後影響女性在認知作業上的表現，

使得她們在數學的表現變得較差。Schmader 與 Johns (2003)在其實徵研究中，

驗證了 Ashcraft 與 Kirk (2001)的論點，也就是他們在兩個實驗中找到了工作記憶

容量中介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數學測驗表現之間的證據。 
國內陳奕成(2006)也曾經以高一女學生為對象，複製 Schmader 與 Johns 

(2003)的實徵研究。在陳奕成的研究中，的確發現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引發，會

影響高一女學生的工作記憶，但數學成就表現卻未獲得預期的結果（可能是數學

成就測驗缺乏鑑別力）。 
整體而言，目前已經有許多的證據顯示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會造成認知的折損

(見 Shapiro & Neuberg, 2007 之回顧)，然而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是否也會造成個

體在情緒上及動機上，產生不良的影響呢？截至目前為止，在這方面以實驗研究

而獲得的因果結論仍然十分缺乏，而且已有的證據也未獲得一致的結果。 
如前所述，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是否會引發個體的焦慮反應，在主觀自陳報告

上的不一致研究結果，若以客觀的生理測量，是否可以獲得較為可信及一致的答

案？有待未來研究的探討（因侷限於研究工具--生理回饋儀數量不足的限制，本

研究暫時不加以處理）。 
另外，當個體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時，是否會在動機上，產生自我設限

的反應呢？這個問題，尚未有實驗性的實徵研究來探討，所以這是本研究想要探

索的主要因素之一。 
Snyder 與 Smith（1982）認為：自我設限表現是一種個體預期可能失敗、表

現不佳而影響自我價值感之前所做的行動，目的是要減少個人對失敗的責任承

擔。而 Covington（1992）認為，自我設限是個人事先對未來行動失敗尋找藉口，

所預設之想像或真實的障礙。採用自我設限策略會有幾點好處：1). 維護自尊：當

個人將自己的失敗歸諸於外在環境，而非能力不足的時候，自尊不會因失敗降低；

2). 維持個人形象：將自己的失敗歸諸於可接受的理由，可以維持在他人心中的形

象，避免他人的批評；3). 減輕焦慮：自我設限有助於減輕自己的焦慮，減少失敗

所帶來的負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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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體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時，是否會為了避免個人的自尊與形象受

損，亦或者擔心即將而來的挑戰或工作失敗，因而採取選擇容易應付的情況？ 

 



 

哪些人，在哪些情況下，容易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 

按照 Steele 等人(1997, 2002)的推論，性別刻板印象越為深化的個體，其應

該越容易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所威脅。然而 Ashcraft 與 Kirk(2001)依據 Steele 等人

的推論，探求數學焦慮與工作記憶的關連，卻只得到部分的支持。陳奕成(2006)
懷疑問題可能出現在自陳式的焦慮量表，無法真實反應參與者的內在情緒，更無

法因此推論個體的性別刻板印象程度。因此，陳奕成採用了 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的內隱測量技術，直接測量高中女生的內隱學科性別刻板印

象，並尋求其在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情境下，與工作記憶容量的關連。結果仍然

無法獲得支持 Steele 等人(2002)的證據。那到底問題出現在哪裡呢？ 
 

問題焦點 

如前所述，可以發現目前在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上，仍然有許多的問題

有待澄清。而本研究計畫就是希望以兩年的時間，以高一女生為對象，進行性別

刻板印象威脅對其數學成就可能影響的探索。本計畫根據上述的文獻探討，預計

處理並澄清下列幾個關鍵的問題： 
1. 高一女生中，哪些人（外顯數學態度或(數學)性別刻板印象的高低 vs. 內隱

數學態度或(數學)性別刻板印象的高低）？在哪些情況下（不同的性別刻板

印象威脅形式）？容易受到性別刻板印象之威脅？ 
    (由另一個實驗研究進行探討) 
2. 性別刻板印象威脅除了影響個體認知運作的折損外，是否也會造成高一女生

產生自我設限的結果？ 
3. 在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情況下，外顯態度或刻板印象與及內隱態度或刻板印

象，是否會透過不同的心理機制，而對數學成就表現產生影響？ 
4. 不同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操弄（明白顯示 vs. 隱含提示），是否也會透過不

同的心理機制，而對數學成就表現產生影響？ 
為了釐清上述問題，本計畫提出了此研究的研究計畫模式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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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計畫的研究模式 
 

 
        圖一：造成刻板印象威脅效果之可能中介與調節變項及其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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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 

過去國內研究統計顯示高中男生比女生在學習數學上，會有較佳的成績表現，

此一差異可能源自於刻板印象的影響，而其中自我設障可能為造成數學學習表現差

異的調節變項。藉此，本研究以性別(男性、女性)為自變項；高一學生在國中基本數

學學力測驗之版本選擇及測驗表現為依變項，而調節變項則為數學自我設障程度。

所以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不同性別的個體，是否有不同的自我設障程度，進而影響

其對數學測驗版本之選擇及測驗之表現。 
  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乃在於為研究二編制一份具有鑑別度及難度指標的國中

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題本。 

(一) 研究方法 

1. 參與者 

本研究之參與者為在98學年度時，對花蓮某私立中學高中一年級的四個班級，

隨機抽取三個班級之學生，共計111名（女生 59名、男生 52名）進行施測，其平均

年齡為16.32歲。 

2. 材料 

研究工具包含自編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數學自我設障量表、國中基本數

學學力測驗版本之選擇題目，三個測量工具詳述如下： 
 

(1). 自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 
本研究中「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題目的選擇，乃經過專家挑選與分類及預

試後而完成。編制題目時，首先邀請教學資歷多年的二位花蓮某私立中學數學老師，

以國三畢業生程度為標準，由 90~95學年度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之數學題庫試題中，

挑選出179題不同類型之題目，然後進行題目難易程度的評定。經由這二位專家評定

所有題目之難易度後，挑選出各種難度之題目共50題以做為第一階段之預試。此外，

也考量到研究二作答時間之限制及題目難易分配的必要，因此再將此50題依照難易

比例分配，分成難度相當的兩個測驗版本各25題，接著對兩版本題目再以兩種隨機

排列的方式，各造成兩種不同題目順序的題本，因此最後共有二類難易程度相當的

四種預試題本。 
預試題目編制完成後，在97學年度，先由花蓮某私立中學之59位高一學生（題

本一：15 人、題本二：15人、題本三：14 人、題本四：15 人）為預試對象，進行

50分鐘之填答。最後經由試題分析以評估測驗的難度（difficulty）與鑑別度

（disscrimination，D 值）。 
而測驗的難度與鑑別度的評斷是依據余民寧（2000）之建議：鑑別度分為四類，

若D值介於0.4以上，表示非常優良；0.3 ~0.39間表示優良；0.2 ~0.29間表示尚可；0.19 
以下，則表示試題不良。難度分為五類，當難度分數介於0.00～0.20間，表示非常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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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0.21～0.40間，表示困難；0.41～0.60間，表示中等；0.61～0.80間，表示容易；

而難度分數介於0.80～1.00間，則表示非常容易。 
而在預試的59人中，初步分析顯示題本一、二間之測驗平均分數沒有顯著差異

（t(28) = -.205，p =.839）；題本三、四間之測驗平均分數亦沒有顯著差異（t(27) = 
-1.310，p = .201）。顯示題目之順序並不會影響到作答之結果。因此，將相同題目

之題本合併以進行後續之分析（以下將題本一、二合併後稱之版本A；題本三、四合

併後稱之版本B)。 
版本A、B 之測驗平均分數分別為13. 5（SD = 4.37）及12.6（SD = 3.93）。A版

本之鑑別度分析結果顯示，有14題鑑別度為「非常優良」；4題鑑別度為「優良」；

4題鑑別度為「尚可」；3題鑑別度為「試題不良」；B 版本之鑑別度分析結果顯示，

有12題鑑別度為「非常優良」；2題鑑別度為「優良」；5題鑑別度為「尚可」；6題
鑑別度為「試題不良」。A版本在難度分析結果則顯示，有1題難度為「非常困難」；

5題難度為「困難」；3題難度為「中等」；9題難度為「容易」；而有7題難度為「非

常容易」；B版本在難度分析結果則顯示，有9題難度為「困難」；9題難度為「中等」；

6題難度為「容易」；另有1題難度為「非常容易」。 
依據預試分析之結果，首先先選取「鑑別度」大於或等於0.3之題目，亦即評鑑

結果為「非常優良」或「優良」的題目予以保留；接下來再剔除難度分數大於0.80
的題目，亦即剔除難度指標為「非常容易」的題目。 

由上述標準，從50題之預試中選入27題題目。此外，也考量參與者對基測題庫

熟練之狀況，甚至能熟背答案，可能不經過計算而直接答題，因此研究者嘗試更改

每一題題目中的數據與部分圖形，經由研究者與花蓮某國立大學之大學生進行試算

及檢驗後，有四題因不易更動而刪除之。此外，也考量到為提升參與者之填答信心，

因此納入一題難度為「非常容易」的題目，列於本研究數學測驗之第一題，因此，

共篩選出24題的題目(見表一)。 
另在進行預試時，因學生反應作答的時間太緊迫，為使得參與者有充分作答的

時間，可以將每一個題目完成，以建立此測驗每一題之鑑別度與難度指標。因此，

再剔除四題較容易且鑑別度較低的題目（A06、A 11、A 16 及B23），最後篩選出20
題題目，作為本研究正式施測的題本。 
 
(2). 數學自我設障量表 
  「數學自我設障量表」主要是參考陳珮娟（2007）所編製的20題學習經 
驗量表(其Crobach α為 .93)。本研究依據此量表，挑選部分題目並進行修改，編製成

12題的「數學自我學習量表」（研究用宣稱的表面名稱，實際上即為數學自我設障

量表），以李克特式五點頻率量尺的形式呈現。題目如：數學考試前，我會很晚睡，

這樣我才可以用「睡眠不足或精神不好」作為考不好的理由；數學考試前，我會告

訴別人自己身體不舒服，例如：頭痛、感冒或肚子痛等，這樣我才可以用「身體不

舒服」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表一.「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預試鑑別度與難度之結果（N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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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題號編碼  鑑別度（D） 評鑑結果 題目難度分數 題目難度指標 
02 0.50 非常優良 0.63 容易 
03 0.63 非常優良 0.44 中等 
05 0.50 非常優良 0.63 容易 
06 0.50 非常優良 0.75 容易 
07 
08 

0.63 
0.38 

非常優良 
優良 

0.69 
0.31 

容易 
困難 

11 0.63 非常優良 0.69 容易 
12 0.75 非常優良 0.63 容易 
13 0.38 優良 0.81 非常容易 
16 
19 

0.50 
0.38 

非常優良 
優良 

0.75 
0.56 

容易 
中等 

20 0.38 優良 0.44 中等 

A 

23 0.50 非常優良 0.38 困難 
04 0.40 非常優良 0.58 中等 
05 0.53 非常優良 0.51 中等 
12 0.54 非常優良 0.40 困難 
13 
15 

0.54 
0.54 

非常優良 
非常優良 

0.40 
0.40 

困難 
困難 

16 0.43 非常優良 0.34 困難 
21 0.56 非常優良 0.78 容易 
22 0.76 非常優良 0.51 中等 
23 0.40 非常優良 0.58 中等 
24 0.56 非常優良 0.78 容易 

Ｂ 

25 0.64 非常優良 0.57 中等 
 

  信度考驗結果顯示，全量表內部一致性係數（Crobach α）為 .86。在建構效度

方面，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全量表經刪除3題後，可分為兩個結構完整的因素。兩個

因素可解釋全部變異量之46.86％；兩因素分別命名為宣稱性自我設障及行為性自我

設障（見表二）。綜合上述之分析來看，本量表有不錯的信度與效度。因兩因素各有

不錯的內部一致性（α > .81），因此，二因素內之題目各自加總平均得分，代表個人

在此二分量表的得分，得分越高，分別代表其有較高之數學宣稱性自我設障及行為

性自我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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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數學自我設障量表因素分析之結果（N = 111） 
題目 

編號 
成份 

因素一：宣稱性自我設障 1 2 

α 

02、數學考試前，我會告訴別人我都花時間在看其它科目，這樣

    我就可以用「因為我沒有花時間念數學」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803  

06、數學考試前，我會告訴別人我沒有念，這樣我就可以用「因

    為我沒有念」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784 .103 

08、數學考試前，我會告訴別人我沒有準備，這樣我才可以用「準

    備不夠」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753 .325 

04、數學考試前，我會告訴別人我太忙（課外活動多、要幫父母

    忙或要做義工等）沒時間唸書，這樣我就可以用「自己太忙」

    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657 .244 

01、 數學考試前，我會告訴別人自己身體不舒服（例如：頭痛、

感冒或肚子痛等），這樣我才可以用「身體不舒服」作為考

不好的理由。 

.619 .250 

.81 

因素二：行為性自我設障    

12、數學考試前，我會花很多時間閒晃（玩電腦、打電動、看電

    視、發呆等）這樣我才可以用「因為花費太多時間閒晃遊玩」

    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822 

09、數學考試前，我會花更多時間看課外讀物（漫畫、小說、雜

    誌或故事書等），這樣我才能以「我喜歡看課外讀物」作為

    考不好的理由。 

.276 .820 

10、數學考試前，我會很晚睡覺，這樣我才可以用「睡眠不足或

    精神不好」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237 .778 

07、數學考試前，我會讓朋友與自己聊天、與同學講電話或一起

    出去玩，這樣我才可以用「朋友佔用我太多時間」作為考不

    好的理由。 

.407 .744 

.84 

 
 
(3).「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版本之選擇」題目 

本實驗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進行前，就先請參與者表達測驗版本之選

擇意願。名義上，可供選擇的有兩個版本，一個為中等程度，另一個為困難程度之

版本。實際上，因為研究設計之考量，其實二個版本皆為相同題目之測驗，只是標

題不同。這樣的目的主要在於檢示參與者的性別或數學自我設障程度之差異，是否

會與其對國中基本數學測驗版本之選擇有關聯。因此如果參與者選擇中等而非困難

程度之版本，則表示其對接下的國中基本數學測驗，預期表現之自信心較為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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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班級團體施測的方式進行，每班大約為35-40名學生。每次施測時間為

50分鐘，研究進行前，主試者首先說明研究的主題與進行的方式，內容為：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高中生回顧數學學習狀況與想法的研究，以便未來提升數學基

本學科能力測驗的品質。等一下會有兩種測驗題本讓您選擇，然後開始進行50

分鐘的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隨後再請您填寫一份簡短的問卷。待實驗結束之

後，我們會對您進行研究細節的說明，並回答您任何相關的問題。 

 

  待所有參與者瞭解研究內容，並簽署研究同意書後，便進行正式研究。 
研究一開始先調查參與者要選擇中等或困難的測驗版本。參與者被告知隨後要進行

的「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有兩種版本可供選擇，分別為中等及困難程度的測驗。

如前所述，其實每一版本之測驗內容皆為相同的題目。參與者選定版本後，便填寫

「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 
  所有程序完成後，請參與者填寫「數學自我學習量表」（即數學自我設障量表），

然後再填寫個人基本資料後，進行研究釋疑( debriefing )，以說明研究的真正目的。 
 

(二) 結果與討論 

1、自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之鑑別度與難度分析 
  本次高中一年級之三個班級中的111位學生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平均分

數為8.61（SD = 3.56，共20題，每一題一分，滿分為20分）；鑑別度分析的結果顯

示，有13題鑑別度為「非常優良」；2題鑑別度為「優良」；4題鑑別度為「尚可」；

1題鑑別度為「試題不良」。難度分析結果則顯示，1題難度為「非常困難」；7題難

度為「困難」；11題難度為「中等」；只有1題難度為「容易」。 
  相較於第一次預試之結果，發現這次試題的第02、06、08、11、16 題之鑑別度，

呈現略微下降之結果，特別是第16題，由「非常優良」變為「試題不良」。在難度

方面，整體測驗的難度有略微增加的趨勢［第一次預試：難度之平均值為0.54（SD = 
0.15）；而本次施測結果之難度平均值為0.43（SD = 0.13）］，當中共有八題題目（01、
03、04、05、10、12、13、20）的難度增加；九題題目（06、07、08、09、15、 16、
17、18、19）難度維持不變，2題題目（11、14）難度變小；而第02 題之難度由「容

易」變為「非常困難」，是與預試差異最大的一題（見表三）。上述不論是難度或

者鑑別度的改變，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因將題庫的題目數據或圖形更換，而導致鑑別

度與難度的改變。 
  綜合研究一試題分析之結果，鑑別度除B15較低外，其它19題之D值在0.22 ~0.74
之間。難度則在0.71 ~0.18之間，除第一題仍然是「容易」題外，其它19題中，有11
題之難度為「中等」、7題為「困難」及1題為「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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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鑑別度與難度之整理 

第一次 
預試之編碼 

研究一 
之編碼* 

鑑別度

（D 值）
評鑑結果 題目難度分數 題目難度指標

A13 01 0.46 非常優良 0.71 容易 
B21 02 0.25 尚可 0.18 非常困難 
A02 03 0.69 非常優良 0.58 中等 
B24 04 0.40 非常優良 0.41 中等 
A05 05 0.39 優良 0.59 中等 
A08 06 0.28 尚可 0.28 困難 
A03 07 0.87 非常優良 0.58 中等 
A23 08 0.27 尚可 0.36 困難 
A19 09 0.35 優良 0.51 中等 
A07 10 0.69 非常優良 0.56 中等 
B12 11 0.22 尚可 0.44 中等 
A20 12 0.44 非常優良 0.39 困難 
A12 13 0.41 非常優良 0.34 困難 
B13 14 0.52 非常優良 0.44 中等 
B04 15 0.74 非常優良 0.41 中等 
B15 16 0.19 試題不良 0.25 困難 
B05 17 0.56 非常優良 0.5 中等 
B16 18 0.66 非常優良 0.28 困難 
B22 19 0.56 非常優良 0.41 中等 
B25 20 0.70 非常優良 0.4 困難 

 註：研究一編碼欄位之第1 ~15題使用於研究二。 
 

2、自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之性別結果比較 
  承上所述，本研究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共 20 題，每題 1 分，滿分為 20
分。在本次施測的 111 人中，總分平均為 8.61 分（SD = 3.56）；分別以男、女生的分

數來看，52 位女生的總分平均為 8.21 分（SD = 2.8），59 位男生的總分平均為 8.97
分（SD = 4.11）（見表四）。進行檢定的結果，t (109) = -1.115，p = .267，顯示在數學

測驗上，男女生平均總分並無顯著差異。 
       
            表四：男、女生數學測驗總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性別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p 
女生 8.21 52 2.80 
男生 8.97 59 4.11 

-1.115 .267 

總和 8.61 111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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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男生與女生在選擇數學版本上的比較，中等程度版本共有 46 位女生與 16

位男生選擇，困難程度版共有 6 位女生與 43 為男生選擇。由此可知，多數女生（88%）

選擇了中等數學程度的測驗，而多數的男生（73%）選擇困難程度的版本。進行男

女生版本選擇卡方檢定的結果，χ2
 (1) = 42.18，p = .000，顯示男女生在選擇不同版本

上，有顯著地差異。即相對於男生，女生多選擇中等程度的版本，而不選擇困難程

度的版本。 
若以選擇版本者的分數來看，62 位選擇「中等程度」版本者的數學總分平均為

8.06 分（SD = 3.06），49 位選擇「困難程度」版的總分平均為 9.31 分（SD = 4.04），
進行檢定的結果，t (109) = -1.843，p = .068，顯示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上，

選擇不同版本者的數學測驗總分，其差異接近統計上的顯著。亦即選擇困難程度版

本者，傾向有較高的數學測驗總分。 
 

3、數學自我設障 
數學自我設障的分析方面，刪除未填答或每題皆選擇相同答案的 7 位參與者後，

在本次施測的有效樣本為 104 人，其總分平均為 1.61 分（SD = 0.55）。分別以男、女

生分數來看，47 位女生的總分平均為 1.80 分（SD = 0.54），57 位男生的總分平均為

1.46 分（SD = 0.51）（見表五）。進行檢定的結果，t (102) = 3.318，p = . 001，顯示在

自我設障表現上，女生的自我設障分數顯著的高於男生，兩者的差異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 
表五. 男、女生之自我設障總分之平均數、標準差 
性別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p 
女生 1.80 47 0.54 
男生 1.46 57 0.51 

3.318 .001 

總和 1.61 104 0.55   
 
若分別以選擇版本的分數來看，59 位選擇「中等程度」版本的自我設障平均數

為 1.71 分（SD = 0.54），45 位選擇「困難程度」版本的總分平均數為 1.47 分（SD = 
0.54），進行檢定的結果，t (102) = 2.168，p = .032。顯示在自我設障的表達中，選擇中

等程度版本者，顯著地高於困難程度版本者，兩者的差異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接著，將自我設障總分與數學測驗分數進行相關分析，其相關係數為 r (104) 

=- .213，p = .030，顯示兩者具有高度之負相關；意即當自我設障分數越高，數學測

驗的總分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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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 

  研究二的目的在於檢驗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不同操弄(明示的 vs. 隱含的vs. 
控制組)方式，是否會引發不同的心理反應(認知的、情感的、與動機的)，最後導致

成就表現的低落。所以這個研究先不將性別態度與刻板印象的個別差異納入考慮，

而直進行不同的威脅操弄，然後檢驗在不同操弄中，個體是否會經由不同的中介變

項，進而影響到數學成就的表現。如文獻所述，因為內隱的操弄方式，會與情感及

動機的心理機制較有關連，而外顯操弄方式，會與認知的運作較有關連，所以研究

二就是要驗證這個預測路徑（見圖二）。 
 

 
圖二：研究二之實驗設計與流程圖 

 

整體而言，本研究乃在探討不同處理（明示及隱含）之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是

否會使個體經由不同的中介或調節途徑，進而影響到其數學測驗之表現。 

 

(一)研究方法 

1.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單因子受試者間（三組）之實驗設計，自變項為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

操弄(實驗組一：明示威脅、實驗組二：隱含威脅、及控制組：無威脅處理)。主要

依變項為女性參與者在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之表現，另外有兩個可能的中間變項

分別為工作記憶容量及數學自我設障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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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與者 

  本實驗之參與者為宜蘭縣某私立中學，高中一年級五個班級中，自願參與的學

生共計124名（女生61名，平均年齡M = 16.70, SD = 0.865；男生63名，平均年齡M = 
17.20, SD = 0.722）。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是否會引發不同的心

理反應(認知的 vs. 動機的)，進而對女學生之數學表現產生影響之探索；因此本階

段主要以女生之研究數據做為討論，而63名高一男生則只作為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操

弄的共謀者。每一位女性參與者隨機地被分配到三個組別，每組平均大約花費60分

鐘完成本研究。參與者事先被告知完成測驗者，可獲贈大約50元之小禮物一份，除

了對參與者表示感謝之意外，也期望可以藉此提高參與者答題之動機。 

3.材料 

  研究工具包含改編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工作記憶容量之測量、宣稱性自

我設障（claimed self-handicapping）量表、行為性自我設障（behavioral 

self-handicapping）測量、數學測驗焦慮量表、數學自我效能量表及操弄檢核問卷，

所有測量工具詳述如下： 

 

(1).改編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 

  「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乃根據預試及研究一之結果，同時也因為研究二施

測總時間的考量，因此參酌各題之鑑別度及難度，只選擇了當中的15題做為研究二

之題目。答對一題得1分，滿分為15 分，得分越高代表其數學測驗之表現越好；各

試題之鑑別度與難度之整理結果詳見表三。 

 

(2).工作記憶容量之測量 

  為測量參與者的工作記憶容量，本研究參考陳奕成及林烘煜（2005）改編自Turner
與Eagle（1989）之運作廣度作業（operation-span task, OST）程序，使用E-Prime軟體

進行程式的撰寫。 
  本研究中的OST共設計了六種記憶廣度（2 ~7）；除了記憶廣度2多了二個題組，

以供參與者練習外，其餘每個廣度均設有兩個題組，每一題組會以隨機的方式呈現。

而每一題組又包含了該廣度大小的題目數題（例如：在記憶廣度3的兩個題組當中，

每個題組各包含3個題目，見表六；又如在記憶廣度5的兩個題組當中，每個題組各

包含5個題目）。整個作業包含4個練習題組（廣度2兩次、廣度4及廣度6各一次），

及10個正式施測之題組，共計14個題組，58個題目。 
  在每個題目當中，包括一個簡單的數學四則運算式與一個英文字母。每一題題

目的標準數學運算格式為：(X × Y) ± Z = n或 (X ÷ Y) ± Z = n，等式中X、Y與Z的數

字範圍及答案n 的範圍大小皆為1至9，58個題目的數學四則運算式中，有29題為答

案正確，另29題則為錯誤，正確與錯誤之題目則隨機呈現。而呈現的英文字母則皆

為單一A至Z的英文字母，在本實驗中不使用易與數字搞混的「I」及「O」。 
  在作業程序上，要求參與者先判斷電腦螢幕上所呈現的運算式是否為正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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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確則在該題之運算答案紙上圈「對」，如為錯誤則在答案紙上圈「錯」。參與

者需判斷完一題組中每題數學四則運算式之「對」或「錯」後，再將題組運算式之

後所呈現的英文字母記下來，等題組內的問題全部答完，才將題目內所有記下來的

字母，依序填入另一張答案紙中。參與者被要求盡可能地回憶並依序填寫。 
  在工作記憶容量測量的計分上採嚴苛之標準，亦即參與者需在每一題組的數學

運算式之題目全部判斷正確，才會對該題所回憶之正確英文字母數目計分，也就是

說，如果參與者在每一題組中有一題數學運算式判斷錯誤，則隨後所回憶之英文字

母則以0分計算。如果每一題組中所有的數學運算式皆判斷正確，則隨後所回憶之英

文字母，則以回憶之正確數目計算(滿分為44分)。因此，英文字母回憶正確數目的加

總，代表個人在此作業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工作記憶容量越高。 
  
    表六：OST 架構範例 

記憶廣度 題組 題目 數學四則運算式 
題目內容 

英文字母 
題目內容 

1 (9 x 1) - 6 = 1    C 
2 (8 ÷ 2) - 1= 3    V 1 
3 (7 ÷7) + 3 = 4    B 
4 (5 x 1) + 3 =8    X 
5 (5 ÷ 1) - 3 = 4    M 

3 

2 
6 (8÷ 8) + 5 = 4    D 

 
(3). 宣稱性自我設障量表 
  「宣稱性自我設障量表」乃根據研究一之結果所編制。而為了使題意在本實驗

中，更具有實驗中面臨數學測驗的自我設障效果，因此由研究一使用的12 題中，挑

選並改寫當中較為符合參與者對後續「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可以產生宣稱性

自我設障之題意的題目共4題，以李克特式六點同意量尺的形式呈現，例如：「數學

考試前，我會很晚睡，這樣我才可以用睡眠不足或精神不好作為考不好的理由」，

改成「我擔心接下來的數學測驗會作不好，因為我目前的精神狀況不佳」。又如：

「我會告訴別人自己身體不舒服，例如：頭痛、感冒或肚子痛等，這樣我才可以用

身體不舒服作為考不好的理由」，改成「我擔心接下來的數學測驗會作不好，因為

我現在感到身體不舒服」。四題之內部一致性係數(Crobach α)為 .80，所以四題加總

後平均得分，以代表個人在此量表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宣稱性數學自我設障

程度越高。 
 
(4). 行為性自我設障測量 
  「行為性自我設障」之測量方式為：請參與者自由地選擇後續將進行之「國中

基本數學學力測驗」版本。本實驗中共分為三個版本為，分別為簡單、中等及困難

程度三種。而版本的選項中，除告知參與者每一版本之題目難度名稱外，同時也說

19 
 



 

明了每一版本，可測得自己數學能力之指標程度。例如：『簡單程度』版本之選項，

告知題目非常簡單，但是看不出您真正的數學程度；『中等程度』版本之選項，則告

知題目相對簡單，可以準確得知您真正的數學程度；而『困難程度』版本之選項，

則告知題目頗困難，但是看不出您真正的數學程度。 
  此外，由於實驗設計之考量，所以上述敘述只是隱瞞參與者的處理，而實際上，

每一版本之測驗內容皆為相同的題目。此測量之用意，乃在於探究參與者行為性自

我設障之程度，也就是說，選擇簡單及困難版本的參與者，可能因為擔心自己的數

學程度被顯現出來，因此會表現出行為性自我設障的選擇。 
 

(5). 數學測驗焦慮量表 
  「數學測驗焦慮量表」之編制主要參考陳嘉成（2006），題目之用意乃在於測

量參與者對於接下來要進行之「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焦慮的程度，題目為：「我

對接下來的數學測驗很擔心，因為會顯現出我的學科弱點」；「我對接下來的數學

測驗有信心，因為我現在一點也不緊張」及「我對接下來的數學測驗很期待，因為

可以展現我的數學程度」。此量表共計3題，以李克特式六點同意量尺的形式呈現，

而當中2題反向題經反向記分，三題之內部一致性係數(Crobach α)為 .83，所以各題

加總後平均得分，以代表個人在此量表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對接下來的數學

測驗之焦慮感越高。 
 

(6). 數學自我效能量表 
  「數學自我效能量表」主要是參考趙柏原（1999）所編製的12題數學自我效能

量表(其Crobach α為 .91)；以及闕瑋娟（2008）所編製的17題國中學生學習自我效能

量表(其Crobach α為 .90)。依據以上量表之題意，挑選部分題目並進行修改，原先編

製成19 題的數學自我效能量表，以李克特式六點同意量尺的形式呈現，題目如：我

認為數學是我的專長；我對自己的數學能力沒有信心。其中7 題反向題經反向記分，

然後各題加總得分，以代表個人在此量表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具有之數學自

我效能程度越高。 
  此量表編制完成後，以宜蘭縣某女中高一女同學150名為預試對象，所得的內部

一致性（Crobach α)為 .948（見林烘煜、王倫婷與蔡孟寧，2011），顯示此量表具有

不錯的信度。 
  另外，因施測總時間的考量，本研究僅在19題中，依題意挑選出相關程度最高

的6題題目。而當中的3題反向題經反向記分，然後各題加總平均得分後，代表個人

在此量表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其數學自我效能程度越高。 
 
 (7). 操弄檢核問卷 
  為了檢視實驗操弄的效果，因此本研究編制了2題「研究主題確認」(即操弄檢核)
的題目，題目一為：您認為本研究的目的在於： 

a). 心理學測驗在電腦上使用的可能性檢驗（本研究宣稱的目的之一）。 
b). 更新數學測驗的題庫，使測驗題目更確實反映個人能力（本研究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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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的之一）。 
c). 更新數學測驗的內容，使測驗更加有趣。 
d). 了解數學表現的性別差異。 

  此問題設計之目的在於偵測並排除在未進行研究釋疑( debriefing )前，就已推測

出本研究真正目的（即選項d）之參與者，藉此以確保研究結果顯示的是參與者在實

驗操弄下的結果，而非為了符合社會期許或其它因素的表現。 
   另一檢測題目為：在實驗的過程中，您被告之： 

1). 過去的研究發現，男性在數學測驗中的表現比女性較好（明示威脅組之訊 
  息）。 
2). 過去的研究發現，女性在數學測驗中的表現比男性較好。 
3). 過去的研究發現，男、女性在數學測驗中的表現無差異。 
4). 未被告知有關過去數學表現性別差異的相關研究（隱含威脅組及控制組之 
   訊息）。 

  此問題設計之目的在於確認三個組別（實驗組一、二及控制組）之參與者，對

主試者所操弄之指導語是否注意到，藉此以確保實驗操弄的有效性。 

 

4.實驗程序 

  本實驗採小團體（四人一組）施測的方式進行，將參與者隨機分派到三組(實 
驗組一：明示威脅、實驗組二：隱含威脅、及控制組：無威脅處理)，每次施測時間

為60分鐘，實驗進行前，主試者首先說明實驗兩個宣稱的主要目標與進行的方式，

內容為： 

    本研究為(一)、探索將心理學測驗利用電腦大規模施測的可能性評估，與(二)、

對台灣高中生數學學習狀況與想法回顧的研究。因此，一開始實驗會請您在電

腦上試作一項心理學測驗，藉此以探究心理學相關的測驗，是否能夠應用在電

腦上施測，以便將來可以進行大規模的團體施測。隨後並請您回答一些有關國

中數學基本學科能力測驗的問題與想法，以便未來提升數學基本學科能力測驗

的品質。待實驗結束之後，我們會對您進行實驗細節的說明並回答您任何相關

的問題。 

 

  待所有參與者瞭解實驗內容，並簽署研究同意書後，便進行正式實驗。 
此外，為增加參與者參與研究的動機，每位參與者先被告知完成實驗者，會獲得一

份大約50元之小禮物。 
  由於本實驗主要在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即自變項之操弄），是否會影

響女性參與者在數學測驗之表現（即依變項之結果），因此為誘發女性參與者之性

別刻板印象威脅，本實驗分別以「明示」及「隱含」威脅的兩種操弄方式來進行，

步驟及方法詳述如下（見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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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刻板印象「明示」威脅： 

  性別刻板印象明示威脅，是藉由「施測指導語」以處理（見陳奕成及林烘煜，

2005），實驗組一的指導語操弄為：「這個研究的目標之一，是想要探討男、女生在

數學科目的學習，是否會容易受到「天分」的影響，進而影響男、女生在數學測驗

上的表現。過去有許多國外的研究指出，高中男生的數學表現總會比女生好，而造

成這樣差異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男、女生在學習數學時的天份所致。而本次實驗主

要的目的，一方面先想要分別為男、女學生，建立適合他們程度的國中數學基本能

力測驗題庫，另一方面，想要瞭解國內的高中生，是否與國外的研究一樣：男生的

數學表現比女生好。」，藉此明示告知之指導語，以誘發女性參與者性別刻板印象

之威脅；實驗組二及控制組的指導語操弄則為：「這個研究的目標之一，是想要探

討學生在數學科目的學習，是否會容易受到「天分」的影響，進而影響學生在數學

測驗上的表現。而本次實驗主要的目的，是先想要為國中學生，建立適合他們程度

的國中數學基本能力測驗題庫。」。兩種指導語之不同，主要在上述兩段內文劃底

線的部份，而主要差別在明示威脅組特別說明了「男生在數學表現總會比女生好」

的用詞及原因說明。 

 

二、 性別刻板印象「隱含」威脅： 

  性別刻板印象隱含威脅，是藉由「施測情境的性別突顯性」以使女性參與者產

生隱含的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其方式是由研究者事先安排好的主試者及參與者之性

別人數來操弄，也就是說除男性參與者（即共謀者）固定地被分配到實驗組二（即

隱含威脅組）外，其餘女性參與者則被隨機分派至以下三種情境（見表四）： 

1、實驗組一：明示威脅 
   隨機分配四位女性參與者進入本組，主試者為兩位男性研究生。 
2、實驗組二：隱含威脅 

     隨機分配一位女性參與者進入本組，主試者亦為兩位男性研究生，此組並 
  包含三位被分配進入的男性參與者，以男女1：5的人數差異，突顯女性參與者之 
   性別顯著性。 

3、控制組 ：無威脅處理 

    隨機分配四位女性參與者進入本組，主試者為兩位女性研究生。 

 

  在上述實驗操弄後，便進行相關變項之測量，這個階段的作業分為兩部份， 

首先為電腦程式執行階段，即「工作記憶容量作業」之測量，主試者先給予作題的

指導語，隨後便進行四題練習題，以確保每位參與者都了解作答方式。 

 

 

  表七、性別刻板印象「明示」及「隱含」威脅之操弄差異比較 

22 
 



 

操弄方式 
實驗組一 

明示威脅 

 實驗組二 

 隱含威脅 

控制組 

無威脅處理 

明示威脅操弄 

（施測指導語之

處理） 

 明白指出男生數學 

 表現比女生好。 沒有說明男、女生在數學表現上的差異。 

隱含威脅操弄 

（施測情境之性

別突顯性處理）

主試者：兩位男性 

 共謀者：無 

 參與者：四位女性 

主試者：兩位男性 

共謀者：三位男性 

參與者：一位女性

主試者：兩位女性

共謀者：無 

參與者：四位女性

 

 

   

  接下來為紙筆作業階段，即填寫數學學科之「宣稱性自我設障」及「自我效能」

版本中，

選擇

等量表。 

  然後便進行行為性自我設障之測量，請參與者由三個不同難易程度的

個人隨後要進行的「國中基本數學測驗」，此部分的解說如下：  

接下來我們將進行「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驗」，特別要請您做的是：我們準備

了三種不同版本的題本，這些版本的困難程度分為：『困難程度版』、『中等程度

版』與『簡單程度版』。 

   1).『困難程度版』題本的題目相當困難，選擇這個題本來填寫，不會看出您國 

地比較簡單，選擇這個題本來填寫，可以準 

選擇這個版本來填寫，也不會看出 

      您國中數學的程度。（因為大家都會）。 

容皆為相同的題目。待參與者選定版本後，便進行「國中基本數學學力測

弄所致，

核之問卷，最後進行研究釋疑

“刻板印象＂的威脅，

       中數學的程度（因為大家都不會），除非您的數學程度特別地好。 

    2).『中等程度版』的題本題目相對

       確地得知您國中數學的程度。 

    3).『簡單程度版』題本的題目則非常簡單，

 

 

  如前所述，由於實驗設計之考量，所以現階段只是隱瞞參與者，其實每一版本

之測驗內

驗」。 

  上述所有程序完成後，請參與者填寫其個人基本資料，及調查參與者高中入學

時的「高中基本學力測驗之數學成績」及「高一上學期之數學總成績」，其目的在

於了解參與者之數學學力程度，以檢驗經隨機分配後，三個組別參與者原本的數學

程度是否一致，藉此以確保本實驗參與者數學測驗表現之差異，是由實驗操

而非原始之差異。接下來再填寫研究操弄檢

( debriefing )，以說明本研究真正的目的。 

  在釋疑時，參與者收到一篇研究者親見撰寫之文章－《激發自己生命的潛能》，

藉此以期盼女性參與者，不要受到自己因刻板印象之“心理框架＂的影響，而發生

自我受限的結果，亦希望參與者在參與完本實驗後，更能體驗

23 
 



 

24 

而更能夠鬆綁自己在不知不覺中形成的“心理枷鎖＂。 

(二)結果與討論 

刪除兩名參與者。總共刪除

7名參與者，最後剩下 54 位參與者進行後續的分析。 

八呈現三個組別之參與者「高一上學期之數學總成績」的描述統計及檢定結

認之後數學測驗

現的差異，是因為實驗的操弄所引起，而非事先的組別差異。 

 

   表八 三個實驗組之高一上學期之數學總成績變異數分析表 

因

 

    原本女性參與者共有 61 人，為了確認實驗的操弄程序是否有效，以及參與者是

否察覺到本實驗之目的，因此依據參與者對操弄檢核的問題反應，刪除未通過檢核

的參與者。依據研究目的確認的檢核題目，為了避免參與者察覺實驗目的而影響在

實驗中的表現，因此刪除回答「了解數學性別差異」的 2名參與者。在研究告知部

份，依據各組參與者所接受的操弄指導語不同，而有不同的刪除標準。明示威脅組

所接受的指導語，是「數學表現男比女好」，為了確認參與者有確實接受到指導語的

操弄，刪除非回答被告知「數學表現男比女好」的 1名參與者。隱含威脅組及無威

脅組並未特別告知男、女在數學表現上的差別，因此若是參與者回答被告知「數學

表現男比女好」則予以刪除。隱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各

         

一、隨機分配之效果檢核 

    表

果。 

    從數學總成績來看，三組間參與者的數學表現是沒有顯著差異的，表示三個組別

的隨機分配是有效的。亦即表示三個組別內（明示威脅組、隱含威脅組、無威脅組（有

一人未報告其數學成績）之參與者的數學程度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確

表

 平均數（標準差） 參與人數 F p 
明示威脅 62.25（15.68） 18 1.142 .327 
隱含威脅 64.83（11.55） 18   
無威脅 69.41（14.95） 17   

   註：括號內之數字為標準差。 

二、

檢定明示、隱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在各變項的表現是否有顯著差異（見表

）。 

(1).

 

依變項及可能中介或調節變項在操弄後之結果 

在經過實驗操弄之後，分析各個變項的描述統計及各變項間的相關，並以事前

比較方式

九

 

「數學測驗表現」 

在經過實驗操弄之後，無威脅組的數學測驗分數為 7.22，SD ＝ 3.34，明顯高

於明示威脅組的 4.44，SD ＝ 2.64，及隱含威脅組的 4.72，SD ＝ 1.99。採用 Du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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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的數學學科刻板印象威脅，皆會造成參與

者之後的數學測驗表現程度降低。 

(2).

印象的威脅，並不會影響參

與者的數學自我效能程度（問卷整體α係數為.908）。 

(3).「數學自我設障問卷」 

 1.整

 

象的威脅後，

會造成參與者數學自我設障的程度提高（問卷整體 α係數為.793）。 

2.宣稱

 

有隱含的數學學科刻板印象威脅，

造成參與者宣稱性自我設障的程度提高。 

3.數學

.05），顯示數學學科刻板印象的威脅，

不會影響參與者的數學測驗焦慮程度。 

的二組實驗組與控制組（無威脅組）之事前比較（見 Kirk，1995）分析，得到明示

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統計檢驗值為：tD（3,51） ＝ -3.073，p ＝ .003，效果量（effect 
size）d ＝ 1.053，具有大效果（Cohen，1988）。而隱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統計檢

驗值為 tD（3,51） ＝ -2.765，p ＝ .008，效果量 d ＝ 0.948，也是具有大效果。

顯示對參與者而言，無論是明示或是

        

「數學自我效能問卷」 

由表九檢定的結果來看，三組參與者在經過實驗操弄之後，對於數學自我效能的

評估，並沒有因操弄而產生組間差異，顯示數學學科刻板

 

體性自我設障 

經過實驗操弄之後，明示威脅組、隱含威脅組及無威脅組，在數學自我設障

的分數上，經過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無威脅組的平均數學自我設障分數為 2.87，
SD ＝ 1.15，顯著低於明示威脅組的 3.54，SD ＝ 0.64，及隱含威脅組的 3.58，SD
＝ 0.86。經二組實驗組與控制組（無威脅組）之事前比較後，得到明示威脅組與

無威脅組之統計檢驗值為：tD（3,51） ＝ 2.209，p ＝ .032，效果量 d ＝ 0.758 ，
具有中效果。而隱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統計檢驗值為 tD（3,51） ＝ 2.338 ，p 
＝ .023 ，效果量 d ＝ 0.802，具有大效果。顯示經過數學學科刻板印

 

性自我設障 

由表九檢定的結果來看，隱含威脅組的宣稱性自我設障分數為 3.40，SD ＝ 
1.23，明顯高於無威脅組的 2.43，SD ＝ 1.18。經過兩組的事前比較分析，得到隱

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統計檢驗值為：tD（3,51） ＝ 2.571，p ＝ .013，效果量 d
＝ 0.882 ，具有大效果。明示威脅及無威脅組之宣稱性自我設障則未達統計顯著

（p > .05），顯示在宣稱性自我設障的部份，只

會

  

測驗焦慮量表 

由表九檢定的結果來看，三組參與者在經過實驗操弄之後，對於數學的測驗

焦慮，並沒有因操弄而產生組間差異（p > 
並

  

(4).「工作記憶容量」 

  在工作記憶容量的表現部分（見表九），經過實驗操弄之後可以發現，無威脅組

的工作記憶容量為 35.2，SD ＝ 7.97，顯著的高於明示威脅組的 27.5，SD ＝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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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隱含的數學學科刻板印象威脅，則

會對參與者的工作記憶容量造成影響。 

變項及各 均值 間之

tD（3,51） ＝ - 2.605，p ＝ .012，效果量 d ＝ 0.894 具有大效果。無威脅組與隱

含威脅組的 31.4，SD ＝ 7.65，tD（3,51） ＝ -1.293，p ＝ .202，效果量 d ＝ 0.443，
則無顯著差異。從這樣的結果可以發現，經過明示的數學學科刻板印象威脅之後，

會造成參與者在工作記憶容量上的表現變差

不

 

表九 依 相關變項之平 、標準差及各組 顯著性考驗 
依變項 組別與人數 平均數（SD） tD（與無威脅組比）與p  d 
數學測驗表現 明示威脅（18）  4.44 （2.64）     - 3.073（.003**） 1.054
 隱含威脅（18）  4.72 （1.99）     - 2.765（.008**） 0.948
 無威脅  （18）  7.22 （3.34）   
數學自我效能 明示威脅（18）  2.78 （0.92）     - 1.225（.215） 0.420
 隱含威脅（18）  2.51 （1.18）     - 1.941（ 58） .0 0.666
 無威脅  （17）  3.27 （1.37）    
數學自我設障 明示威脅（18）  3.54 （0.64）      2.209（.032*） 0.758
 隱含威脅（18）  3.58 （0.86）      2.338（ ） .023* 0.802
 無威脅  （18）  2.87 （1.15）    
宣稱性自我設 明示威脅（18）  3.01 （0.97）      1.542（.129） 0.529
障 隱含威脅（18）  3.40 （1.23）      2.571（ ） .013* 0.882
 無威脅  （18）  2.43 （1.18）    
數學測驗焦慮 明示威脅（18）  4.24 （1.14）      1.960（.055） 0.672
 隱含威脅（18）  3.81 （1.02）      0.887（ ） .379 0.304
 無威脅  （18）  3.46 （1.39）    
工作記憶容量 明示威脅（18） 27.50（10.73）     - 2.605（.012*） 0.894
 隱含威脅（18） 31.43 （7.65）     - 1.293（ 02） .2 0.443
 無威脅  （18） 35.22 （7.97）    
* p＜.05. ** p＜.01. 

我設障的程度會較低，或是

數學自我效能越高的參與者、工作記憶

 

三、各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 

   「各變項之間的相關 –所有參與者（N = 54 ）」 

  從表十的相關矩陣來看，數學自我效能與數學自我設障間為顯著的負相關（r ＝ 
-.577，p ＜. 01），顯示數學自我效能越高的參與者，自

自我設障程度高的參與者，其數學自我效能會較低。 
  數學自我效能也與工作記憶容量與數學測驗表現皆為正相關（r ＝ .314，p ＜. 
05；r ＝ .365，p ＜. 01），顯示整體而言，

容量及數學測驗表現間的關係是正向的。 
  數學自我設障則與工作記憶容量及數學測驗表現無顯著的關係，但數學測驗焦

慮則與工作記憶容量及數學測驗表現為顯著的負相關（r ＝ -.463，p ＜. 01；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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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顯示數學測驗焦慮程度越高的參與者，其工作記憶容量與數學成

544，p ＜. 01），顯示

工作記憶容量越好的參與者，其數學測驗表現也可能越好。 

表十 各變項之間的相關 陣–所 與者

-.440，p ＜. 
就會越差。 
  工作記憶容量與數學測驗表現間為顯著的正相關（r ＝ .

 

矩 有參 （N = 54 ） 

 01 02 03 04 05 06 
數學自我效能 01 1      
數學自我設障 02 -.577** 1     
宣稱性自我設障 03 -.277* .854** 1    
數學測驗焦慮 04 -.708** .767** .321* 1   
工作記憶容量 05 .314* -.187 .100 -.463** 1  
數學測驗表現 06 .365** -.238 .006 -.440** .544** 1 
* p＜ 5. ** p＜.01. 

四、

示與隱含威脅組的數學分數皆顯著的低於無威脅組（p ＝ .003 ＆ p 
＝ .

威脅與無威脅組有顯著差異（p ＝ .031），明示

威脅

威脅與無威脅組有顯著差異（p ＝ .048），

隱含

對困難的題目時，威脅的效果會更加明顯，使得威脅組的

參與者數學表現更差。 

.0
 

數學測驗表現分析 

「以數學難度分數分三類之三組比較」（難度分數越低，表示題目越難） 
依據數學題目的難度分數（見表三），將 15 題的數學題目分成三類：第 10、3、

7、5、1 難度分數較高的五題為容易的一類（介於.71－.56）；第 4、15、11、14、9
難度分數中等的五題為中等的一類（介於.51－.41）；第 2、6、13、8、12 難度分數

較低的五題為困難的一類（介於.39－.18）。依據分析結果顯示（見表十一），在困難

的題目中，明

018）。 
而在中等難度的題目中，隱含

則與無威脅組無顯著差異。 

相反的，在容易難度的題目中，明示

威脅則與無威脅組無顯著差異。 

從整體結果來看，在困難的題目中，兩個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差異最明顯，且皆

達顯著。顯示當參與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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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學測驗表 著性考十一 數 現三組間顯 驗（以不同難度為依變項） 
依變項 組別與人數 平均數（標準差） t（與無威脅組比）與p

明示威脅（18） 2.56（1.69） -2.049（.048*）  
隱含威脅（18） 2.83（1.42） -1.646（.109）  

數學題目難度

分數較高五題 
平均（0.604） 無威脅  （18） 3.56（1.20）  

明示威脅（18） 1.22（1.17） -1.740（.091）  
隱含威脅（18） 1.11（0.76） -2.250（.031*）  

數學題目難度

分數中等五題 
平均（0.442） 無威脅  （18） 2.00（1.50）  

明示威脅（18） 0.67（0.69） -3.194（.003**） 
隱含威脅（18） 0.78（1.00） -2.486（.018*） 

數學題目難度

分數較低五題 
平均（0.310） 無威脅  （18） 1.67（1.14）  
* p＜.05. ** p＜.01. 

 

憶的 β值為.387（p = .020），

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後，會影響其工作記憶容量，最

後導致數學測驗表現的不同。 

   圖三 明示刻板印象威脅與數學測驗表現之迴歸分析 

 

五、以工作記憶容量為中介變項之分析

(1). 明示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比較 

  以迴歸分析檢驗工作記憶容量，是否為明示數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數學表現的

中介變項。由圖三與圖四可以發現，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數學測驗表現的 β值為.429（p 
= .009），但是在加入工作記憶容量後，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數學測驗表現的 β值降為.192
（p = .159），且不再顯著，而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工作記

工作記憶對數學測驗表現的 β值為.688（p = .000）。 
  顯示工作記憶容量的確是數學性別刻板印象與數學測驗表現間的中介變項，也就

是說，參與者經歷了明示的數學

β  
9* =.42

 (p 
明

威脅 

示威
數學

測驗 

脅 
VS.無

 

 



 

 

(2). 隱含威脅組與無威脅組之比較 

  以迴歸分析檢驗工作記憶容量，是否為隱含數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數學表現

的中介變項。由圖五與圖六可以發現，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數學測驗表現的 β值為.424
（p = .010），在加入工作記憶容量後，刻板印象威脅對於數學測驗表現的 β值降

為.329（p = .033），但仍然顯著。而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工作記憶的 β值為.245（p = .150）
預測不顯著， 雖然工作記憶對數學測驗表現預測是顯著的 β值為.649（p = .004）。 
  顯示工作記憶容量無法作為隱含數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數學表現的中介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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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以自我設障為調節變項之分析 

  將自我設障做為調節變項，檢驗明示威脅組、隱含威脅組及無威脅組的數學測

驗表現是否會受到自我設障程度的調節。 

  經過迴歸分析之後，可以發現自我設障與實驗組別產生了交互作用（見圖七），

顯示參與者的自我設障程度，會調節參與者在經歷數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後的數學

表現。 

  這個效果主要是來自於明示威脅組的參與者，由圖七可以發現，當參與者經歷

過明示的數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後，其自我設障的程度越高，數學表現也會變得更

好。其原因可能是，當參與者有了自我設障的表現之後，原本應該導致數學表現變

得較差，但也有可能因為參與者已經在問卷中宣稱了其具有自我設障，讓參與者在

答題上較無心理壓力，反而使得數學表現變得更好。這其中的變化原因，是值得進

行後續探討的。 

 

 

      圖七 三組間以自我設障為調節變項之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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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The Association of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and Math Performance 

 
Lin, Hung Yu 

Fo-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onsistent evidences about the mediation role of the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but there is still no uniform conclusion about the role of self-handicapping played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females’ math performance. Therefore, an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mediate effect of self handicapping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Fifty-three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s: 1).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2).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3). no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were not 
only with lower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and also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2).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kept the same degre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but they became more self handicapping and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elf-handicapping w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for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math performance for female students.  
      
Key words: gender stereotype, stereotype threat, working memory, self handicapping, mat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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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omen are less likely than men to major in mathematics or pursue math-intensive 
career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 which have more chance to get higher salaries. 
These differences may result from females underperforming males on test of advanced 
mathematical ability since high school (Else-Quest, Hyde, & Linn, 2010).  Why?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proposed by Steels and his collaborators (Steels & Aronson, 
1995; see Steele, Spencer, & Aronson, 2002, for a review),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ecause females concern that their performance might confirm negative stereotype about her 
own group. Many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anything that reminds females of their 
stigmatized identity can reduce their performance on a stereotype-relevant task. 

Up-to-date, there are many consistent evidences about the mediation role of the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but there is still no uniform conclusion about the role of 
self-handicapping played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females’ math performance.  
Moreover, little study has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stereotype threat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fore, an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 and 
self-handicapping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and math performance for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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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Experimental Design 
Design：Single factor with 3 conditions (between-subject design).  
IV :  Experiment 1 Group :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Experiment 2 Group :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Experiment 3 Group : No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DV :  Math performance.  (Score = 0~15) 
Mediator : Working Memory (Turner & Eagle, 1989, Operation-Span Task, Score: 0-44) 
Moderator : Claimed Self-handicapping. 
 
Participants  
54 senior-high female students (10 graders with M age = 16.5)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3 
conditions. 
 
Procedure 
Manipulation for the 3 conditions:   
Table 1. Manipulat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Stereotype Threat. 

Manipulation 
Exp. 1 Group 
Explicit threat 

 Exp. 2 Group 
 Implicit threat 

Control Group 
No threat 

Explicit way 
（through 

introduction） 

Tell participants 

that males outperform 
females 

No introduction about 
gender differences 

No introduction about 
gender differences 

Implicit way 
（by using  

Salient 
 situation） 

Exp’ters：2 males 
Confederates：No 
Subjects：4 females 

Exp’ters：2 males 
Confederates：3 males 
Subjects：1 female 

Exp’ters：2 females 
Confederates：No 
Subjects：4 fe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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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Main Effects 
1.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ex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were not only with lower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and also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2. Compared with participates in low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female students in 

high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condition kept the same degre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but they became more self-handicapping and had poorer math 
performance.  

 

Table 2. Comparisons of DV, mediator, and moderator for the 3 Groups. 

DV Group and N Mean(SD) tD  &  p 
D 

(effect size) 
Explicit threat (18) 4.44 （2.64）     - 3.073（.003**） 1.054 
Implicit threat (18) 4.72 （1.99）     - 2.765（.008**） 0.948 

Math performance 

No threat(18) 7.22 （3.34）   
Explicit threat (18) 3.01 （0.97）      1.542（.129） 0.529 
Implicit threat (18) 3.40 （1.23）      2.571（.013*） 0.882 

Claimed 
Self-Handicapping 

No threat (18) 2.43 （1.18）    
Explicit threat (18) 27.50（10.73）     - 2.605（.012*） 0.894 
Implicit threat (18) 31.43 （7.65）     - 1.293（.202） 0.443 

Working Memory 

No threat (18) 35.22 （7.97）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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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Analyses： 

1、For Explicit threat and No threat group 

1). Direct result 

 

  2). Mediation result from Working Memory 

 

 

 

 

2、For Implicit threat and No threat group 

1). Direct result 

 

 

 

  2). Mediation result from Working Memory 

β= .424* 

(p = .010) Math 

Performance 
Implicit  threat  

vs. 

 No threat Group 

β=.688** 

(p=.000) 
 

β=.387* 

(p=.020) 
 

Working 
Memory 

β=.192 

(p = .159) 

Explicit  threat  

vs. 

 No threat Group 

Math 

Performance 

β= .429** 

(p = .009) Math 

Performance 
Explicit  threat  

vs. 

 No threa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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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ion Analysis： 

 

 
 

 

 

 

 

 

 

 

 

β=.649** 

(p=.004) 
β=.245 

(p=.150) 

Working 
Memory 

β=.329* 

(p=.033) 

Implicit  threat  

vs. 

 No threat Group 

Mat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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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ree conclusions were acquired from this experiment: 

 

1. Mediation role of working memory for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females’ math 
performance were replicated, but only for explicit, not for implicit condition. 

2. Self-handicapping of math tests played a moderator role for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females’ math performance. 

3. The meditation, moderation and main effect of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on math 
performance for senior high female students were found in a real-life setting which is 
rather sparse but great important (see Kell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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