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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探討：
不同性格、性別及地位之比較
許功餘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延續許功餘（2003）已探討「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在工作與社交情境中對華人人際互動之影響，
本研究將進一步針對在工作情境中，面對不同性別與地位的互動對象時，6種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
（「精明幹練」、「愚鈍懦弱」、「外向活躍」、「內向沉靜」、「誠信仁慈」及「狡詐殘酷」）之內涵，及這些
內隱理論對個人人際行為之影響加以探討。
本研究以434位（女性236位）社會人士填答2種工作情境的人際互動問卷。在人際互動問卷中，研究者以4種
互動雙方的性別與地位之組合以及6種互動對象的性格來設計24種故事情境。每位受測者僅填答2種故事情境，並針
對故事裡互動對象的行為與自己的互動行為來進行評量。結果顯示，6種不同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
論」之內涵，大致上顯示出如理論所預期的差異，具有「精明幹練」、「外向活躍」及「誠信仁慈」等性格的互動
對象在各自的主要行為向度上，均與具有「愚鈍懦弱」、「內向沉靜」及「狡詐殘酷」等性格的互動對象有顯著差
異，同時，不同性格的互動對象在次要行為上的差異亦符合理論的預期。不過，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對個人所持
有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影響僅僅出現在「精明幹練」之上。另外，6種內隱理論對個人的互
動行為之影響與理論預測一致。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與假設間的關係、研究方法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做進
一步討論。
關鍵詞：人際互動、內隱理論、地位、性別、華人性格
在人際互動中，個人經常有機會透過自己的觀
察、朋友的告知、社會網絡或其他的資訊管道，對某
位與自己有所接觸的互動對象之性格有所瞭解，進而
形成某種特定印象（Smith & Collins, 2009）。個人知
覺到對方的性格對其互動行為會有何種影響？例如，
新部屬加入工作團隊時，主管可能透過新部屬所附的
資料或他人的推薦信而得知這位新部屬 是個外向的
人、頗擅長團隊工作。這種性格的知覺是否會使主管
在初次討論工作時，提出較多的問題來詢問這個新部
屬的意見？還是以防衛心態與這個新部屬互動？
在人際初識互動中，個人知覺到對方的性格對個
人的互動行為之影響，可能是透過個人對於其所知覺
到的性格特質做進一步的行為預測：具有這種性格特

質的人可能做出哪些行為？這種行為預測是個人依照
其過去的人際經驗或其所在的社會文化價值所形成，
讓他對某種性格所可能表現的行為有自己的一套內隱
理論，這套內隱理論會導引個人的互動行為（De Bruin
& Van Lange, 1999）。許功餘（2003）將這套內隱理
論稱之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並將這
種內隱理論區分為一般性與特殊性兩類。許功餘認為
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內涵與互動對
象的性別、年齡及地位，或者兩人發生互動的情境有
密切關係。許功餘已探討了在工作與社交的互動情境
下，個人對10種性格互動對象所持有的性格與行為關
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內涵，與這種特殊性的內隱
理論對個人可能的人際互動行為之影響。本研究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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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拓展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涵蓋
面，探討在工作情境中，面對不同性別與地位之互動
對象時，個人所持有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
隱理論之內涵，及這種內隱理論對個人人際互動行為
之影響。以下將就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之意
義及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對這種內隱理論之可能影
響，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華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
個人對其生活周遭的他人會持有某些特定的信
念，個人使用這些信念來知覺、理解、 解釋 或者預
測 他 人 的 性 格 、 行 為 及 動 機 等 （ Wy e r & L a m b e r t ,
1994）。在社會心理學中，將這種個人所持有的信念
稱之為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y）、俗民理論（lay
theory）或素樸理論（naïve theory）。這種個人所擁
有的內隱理論是個人對社會現實的建構，這種建構是
基於個人自己日常生活的觀察而逐漸形成（Wegner &
Vallacher, 1977）。與科學家所提出的科學理論一樣，
一般人的內隱理論也有一組概念與用以說明概念間關
係的法則或原則，但與科學理論不同之處，個人通常
在不知情的、非刻意的、甚至是無意識的情況下，使
用內隱理論來理解其生活世界（Greenwald & Banaji,
1995），而且個人可能並沒有清楚覺察到概念間關係
形成的法則或原則為何（Wegner & Vallacher）。
許功餘（2003）探討個人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
內隱理論，及這套內隱理論對個人與初識者的互動行
為之影響。所謂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是指
人們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自幼及長所形成的一套
有關「何種性格的人在人際互動歷程中最可能做出何
種行為」複雜的內隱性認知系統。這一認知系統係由
多項關連性或連結性的認知基模（associative schema）
組合而成（Smith, 1998）。每一關連性基模皆由三個
成分合成，一為在人際互動中個人所知覺之對方性格
特徵（P），二為個人認為對方所最可能做出的行為
（B），三為P與B之間的某種連結關係。在性格與行
為的關連性認知基模的三個成分中，P與B間的連結關
係之內隱性程度最大，也就是個人通常並不是有意識
地將某個性格與某些行為連結在一起。
許功餘（2003）進一步指出，在性格與行為關
連性的內隱理論中，個人透過對方的性格知覺來預測
其可能表現的行為，除了性格特質的主要屬性之行為
（以下稱為主要行為）外，還可能進一 步預 測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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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非主要屬性的他類行為（以下 稱為次要行
為）。由於受到華人對待初識他人之顧 慮心態的影
響，個人對他人可能對自己的傷害或威脅特別敏感。
這種擔心與顧慮，使個人對他人行為的預測會偏向負
面或可能使自己受傷害等他類次要行為。也就是，每
個性格向度，不論是正向或負向，除了其主要行為之
外，均可能衍生出負向的次要行為之預測。對具有負
向性格的他人，個人會有負向的主要與次要行為之預
測；對具有正向性格的他人，個人會有正向的主要行
為與負向的次要行為之預期（許功餘，2007）。之所
以會如此，可能是受到華人的整體性或辯證性思維之
影響（許功餘，2006），使個人能接受具有正向性格
向度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有正向的主要行為與負向的
次要行為，而不會覺得有所矛盾或不一致。
就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種類而言，許
功餘（2007）將之區分為兩類，一為「性格與行為關
連性的一般性內隱理論」（general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二為「性格與行為
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speciﬁc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之所以區分為一般
性與特殊性兩類的內隱理論，是因為個人的性格與行
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之形成，主要受到個人在日常生
活中頻繁地與不同性格的他人互動的經驗逐漸累積而
來。這些人際互動的發生都是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
互動對象也都具有某種特定角色或身份。當個人逐漸
形成較多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 內隱理論之
後，可能綜合這些已有的特殊性內隱理論，而形成性
格與行為關連性的一般性內隱理論。因此，這種性格
與行為關連性的一般性內隱理論，可能並不是直接來
自個人實際的互動經驗，而是統整已有的性格與行為
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
針對華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
內涵，許功餘（2003）以工作與社交情境來檢驗個人
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內涵。結果
顯示，以工作情境為例，受試者預期「精明幹練」、
「勤儉恆毅」、「外向活躍」、「誠信仁慈」及「溫
順隨和」等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完成
工作的能力、做事認真負責及主動協助 別人等；不
過，受試者也預期「精明幹練」、「勤 儉恆毅」及
「外向活躍」等互動對象可能做出強勢懷疑、批評防
範或愛現搶功等次要行為；預期「溫順隨和」的互動
對象可能做出依賴順從或懦弱無知等次 要行為。受
試者預期「愚鈍懦弱」、「懶惰逸樂」 、「內向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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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狡詐殘酷」及「暴躁易怒」等互動對象可能
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沒有完成工作的能力、做事草
率粗心、推卸責任、剽竊他人的想法或堅持自己的意
見等；同時也預期「懶惰逸樂」、「狡 詐殘酷」及
「暴躁易怒」等互動對象可能做出獨斷批評、懷疑否
定或陷害利用別人等次要行為；預期「愚鈍懦弱」與
「內向沉靜」等互動對象可能做出不理睬別人或與別
人斤斤計較等次要行為。在工作情境中，除了「誠信
仁慈」的互動對象之外，受試者均預期其餘性格的互
動對象可能會做出負向的次要行為；在社交情境中，
受試者均預期10種性格的互動對象均可能會做出負向
的次要行為。
由以上的結果可知，華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
殊內隱理論之內涵中，除了性格向度所隱含的主要行
為向度之外，同時還有不同種類的負向次要行為。雖
然許功餘（2003）已針對華人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
殊內隱理論之內涵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但僅觸及互動
情境的特性（工作或社交情境），仍忽略了在具體互
動情境中其他可能影響的因素，例如，互動雙方的性
別與地位。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就這兩個因素做進一
步的探討。

（二）人際初識互動中，個人可能面對的人際
威脅
在人際初識互動中，面對一個並不熟識的他人，
個人可能會有種不確定感（Berger, 1988），使得個
人可能會擔心或顧慮某些事，例如，在社交情境中，
個人可能怕自己會說錯話、怕對方不容易相處；在工
作情境中，個人怕自己會因為對方很強勢而使自己受
傷害。也就是，個人擔心在初識互動中面臨的人際威
脅，是另一個影響個人互動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個
表1

人所持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內隱理論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為在進入互動情境之後，個人的行為會受對
方行為的影響（De Bruin & Van Lange, 1999）。如果
個人能事先推測互動對象會出現哪些行 為，便可以
讓自己對這個互動情境更有所掌握與控制（Holmes,
2002），特別是在先前兩人完全沒有過互動的情況
下。如前所述，由於受到華人對待初識他人時所具有
的漠然、排斥及疑懼等三種心態之影響，個人對他人
可能對自己的傷害或威脅特別敏感，進而使得個人預
測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次要行為都傾向於負向的或者
對自己可能有傷害的，同時也加深了個人對初識人際
互動可能面臨的威脅感。許功餘（2007）進一步指
出，初識者可能造成的人際威脅有四類 ：對個人尊
嚴、個人利益、任務完成及互動展開等威脅，如表1
所示。不同的人際威脅是考量不同的互動層面而引發
的，互動對象的性格或者由性格所預測的行為對這些
人際威脅具有消除或惡化的效果。以表1中對個人尊
嚴之威脅為例，這種人際威脅主要是個體考量到互動
對象是否會對自己的尊嚴有所傷害，當互動對象對別
人常有批評的舉動，可能就會對個人尊嚴之威脅有惡
化的效果；相反地，如果互動對象不輕易批評別人，
那麼，可能就會對個人尊嚴之威脅有消除的效果。在
這個基礎上，許功餘（2007）認為「性格與行為關
連性內隱理論」可能會對個體的互動行為有所影響：
由於個體透過性格與行為關連性內隱理論來預測某種
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如果互動對象出現
的行為是具有惡化個體所經驗到的人際威脅之效果，
那麼，個體可能就會採取阻礙兩人互動的行為；相反
地，如果互動對象出現的行為是具有消除個體所經驗
到的人際威脅之效果，那麼，個體可能就會採取促進
兩人互動的行為。

個體所面對的人際威脅與可消除或惡化人際威脅的性格或行為向度
所面臨的人際威脅

解決人際威脅的主要考量

可消除／惡化人際威脅之性格或行為

對個人尊嚴之威脅

是否會對個體的自尊有所傷害

1. 友善、情緒穩定（解除效果）
2. 攻擊性強（惡化效果）

對個人利益之威脅

是否會侵犯到個體的個人利益

1. 有道德（解除效果）
2. 不道德（惡化效果）

對任務完成之威脅

是否會對兩人所共同負責的任務的完成造成妨礙

1. 能力、勤勉、可信任（解除效果）
2. 無能、懶惰、輕浮（惡化效果）

對互動展開之威脅

是否易相處、是否有互動的意願、及是否易溝通。

1. 能包容別人、隨和、容易溝通（解除效果）
2. 高傲、難相處、不易溝通（惡化效果）

02-許功餘.indd 245

2010/9/16 下午 12:07:52

246

許功餘

由於本研究是進一步拓展許功餘（2007）所提出
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涵蓋面，因
此，有必要針對與這種內隱理論之內涵有關的人際威
脅做詳細的說明，並且進一步說明在工作情境中，面
對不同性格、性別及地位之互動對象時，個人可能面
臨的人際威脅之種類。
在人際初識互動中，個人可能面臨的人際威脅
主要包括對個人尊嚴、個人利益、任務完成及互動展
開等威脅。首先，對個人尊嚴的威脅是指在初識階段
中彼此間沒有任何的互動經驗，對互動對象的意見與
標準完全無法掌握，個人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會
為互動對象所批評或譏笑，因此，互動對象是否會批
評自己，可能就構成了人際初識階段中，個人尊嚴是
否會受到威脅的主要來源之一（楊國樞，1993）。個
人對他人意見、標準、褒貶及批評的敏感，主要是個
人試圖在別人面前維持一種好的形象，以展現個人的
尊嚴、價值及重要性等。這種好的社會形象之維持，
即是「面子」問題。在華人社會中，「不顧面子」是
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不顧自己的面子， 幾乎 是「無
恥」；而不顧他人的面子，則可說是「無禮」（金耀
基，1992）。因此，在華人社會中，對人際互動的基
本要求至少是「不失禮」（佐斌，1997）。在人際互
動中，個人要做到不失禮或有面子，主要透過自己的
某些作為來營造（朱瑞玲，1991），或是由個人的
社會地位所賦予（Ho, 1976），或是從別人處所獲致
（Hu, 1944）。
第二為對個人利益的威脅。在人類的社會生活
中，個人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乃是互動對象是否會照
顧到個人的利益與福祉，或者只顧慮到其自身的好處
（Holmes, 2002; Leary, 2001）。Peeters與Czapinski
（1990）以行為適應取向（behavioral adaptive
approach）來說明這種問題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個人
透過與環境的互動而生存，環境中有礙生存的因子往
往多過於有助生存的因子，假若個人毫無選擇地接近
環境中可以接觸到的事物（例如食物、 其他 動物或
人），可能受到傷害的機會也就較高；相反地，若個
人能有效地選擇有助生存的事物，而避開有礙生存的
事物，則其存活的機會也就較高。如此，使個人會對
影響其生存的事物特別敏感。將這種生存適應的問題
放在人際互動的脈絡來思考，互動對象是否會侵犯到
個人的利益與福祉則是重點之一。
對於哪些性格可能侵犯到個人的利益與福祉，
Peeters與Czapinski（1990）認為有些性格向度所隱含

02-許功餘.indd 246

的行為內容，對個人的利益與福祉所帶來的好處會高
於壞處，另一些性格所帶來的壞處則多過於好處，他
們並區分益己特質（self-profitable trait）與益他特質
（other-profitable trait），來說明性格特質在人際互
動中對互動雙方之利益與福祉所帶來的影響。益己特
質所指的是這個性格特質對於具有此性格特質的人本
身所帶來的正面結果多過於對他人，例如「聰明」。
「聰明」的人所展現的行為是其能快速完成工作或者
完成較高品質的工作，如此，可能得到長官的賞識或
是獲得物質上的獎勵，因而對他本人會有較多的正面
利益。雖然這種性格特質所導致的結果可能影響到他
人，不過，主要影響對象還是具有這類特質者自身。
益他特質則是這個性格特質帶給他人的正面結果多過
於具有此性格特質的人自己，例如「誠實」。一個誠
實的人在路上撿到了一個皮包時，他可能想辦法將皮
包歸還原主人，因此皮包的主人會有失而復得的正面
結果。同樣地，雖然這些特質亦可能對擁有者自己造
成正面的影響，但是其主要的影響對象還是以對他人
為主。因此，人們對於他人所具有的益他特質特別重
視（Wojciszke, 1994），其中特別會重視益他特質的
反面（亦可稱為損他特質，例如「狡詐」），因為益
他特質的反面會對他人造成的傷害較大，而且可能是
無法挽回的（Wojciszke, Brycz, & Borkenau, 1993）。
因此，對於具有這類特質的人，知覺者 往往會有較
極端的負向整體評價（De Bruin & Van Lange, 2000;
Vonk, 1999; Wojciszke, 1994）；在虛擬的互動之前，
知覺者會要求提供較多有關互動對象的益他特質之行
為訊息，而在接收到益他特質的行為訊息之後，知覺
者也就不會再要求其他類別（如益己特質）的行為訊
息（De Bruin & Van Lange, 2000）。
第三為任務完成的威脅。由演化的觀點來看，能
否與別人合作與分享是個人生存的重要問題（Buss,
1999）。然而，個人要與別人合作，對方並不一定會
有合作的意願。因此，如何選擇一位願意提供幫助的
人，對個人的生存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個人能找到一
位願意分享食物或採集食物的訊息，或願意共同抵抗外
來傷害的人，那麼存活的機率相對升高。因此，個人要
能辨識出其身旁可能提供幫忙的人，並與之合作，有其
演化上的意義（Buss）。但是，即使對方有合作意願，
並不代表合作雙方必然能順利完成任務，對方的性格可
能使兩人合作完成任務並不容易。例如，雙方的能力不
對等或者各自堅持己見等，都可能影響兩人所負責的工
作是否能順利完成（Leary, 2001）。又如，在面對愛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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燿自己或輕浮的人時，由於這種人對自己的能力會有誇
大的說辭或者做事不負責的傾向，因此個人並不能確實
掌握互動對象的能力或者對工作的投入程度，進而對任
務的完成具有較高的威脅感，使個人對這類人抱持較
高的懷疑與擔心（Leary, Bednarski, Hammon, & Duncan,
1997），或者擔憂這類人是否會有欺騙或背叛的行為
（Cosmides & Tooby, 1992）。

與部屬雙方對任務完成與互動展開之威脅的關注。就
工作能力而言，具有高工作能力的上司或部屬均可以
順利完成共同合作或各自負責的工作，因此，可以消
除對任務完成之威脅，更能促進彼此的合作或共事，
進而，有助於兩人關係的發展。就受人 喜愛程度而
言，則可以消除對彼此互動展開之威脅，使彼此更能
愉快地互動與溝通。

第四為對互動展開的威脅。在人際初識階段中，
個人並不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這個人是否能夠與自己
建立關係，或是否容易與自己維繫某種 正面的關係
（Baumeister & Leary, 1995; Hogan, 1996）。當個人
無法與「初識之人」維繫關係或者可能招致他人的拒
絕，則可能引起相當大的恐懼，從而使個人的自我評
價降低（Sommer & Baumeister, 2002），甚至對其個
人的身心健康有著負面的影響（Lynch, 1977）。在
華人的社會中，這種對互動展開與關係建立之關注，
可能並不在期待初識階段的他人會主動 接近或接納
自己，而是關注對方不排斥自己，或者 不要明顯拒
絕自己。因此，互動對象沒有互動意願 的特質或行
為，包括高傲（Leary et al., 1997; Vohs & Heatherton,
2001）、待人冷淡及社會焦慮感高（Creed & Funder,
1998），可能反映出對方並不喜歡個人，或者不在
意個人的福祉。因此，當個人覺察到對方可能不喜歡
自己時，可能就拒絕與對方有所互動或 進一步接觸
（Leary, 2001），以降低自己為他人所拒絕之機會。

除了個人特質或能力之外，在第一次互動或初
期互動中，上司與部屬之間的權力差距可能也會對彼
此的互動有所影響。例如，在人際互動中，上司可能
不會顧慮到部屬的感受或面子，表達意 見時，往往
較直接、具有敵意、容易打斷部屬的談話（Siderits,
Johannsen, & Fadden, 1985）。因此，面對上司時，除
了擔心上司的工作能力之外，部屬可能會擔心上司對
個人尊嚴的威脅。另外，由於上司擁有資源分配的權
力，在分配資源時，上司是否能在程序上表現出公平
性，對部屬的工作表現或部屬間的關係有顯著的影響
（Cornelis, Van Hiel, & Cremer, 2006），所以，上司的
資源分配之公平性對個人利益的威脅也是部屬關注的
焦點。對上司而言，除了擔心部屬是否有能力完成工
作的任務之外，上司可能也會擔心部屬是否會背叛自
己、是否會為自己或單位的利益而努力。因此，在初
次互動時，上司與部屬可能會都顧慮彼此工作能力之
高低；另外，上司還可能會顧慮部屬是否會對自己或
工作單位的利益有所威脅，部屬還可能會顧慮上司是
否對個人尊嚴與個人利益有所威脅。

（三）人際互動中，性別及地位與人際威脅之

就互動雙方的性別配對而言，在初次見面或初
識階段中，互動雙方在缺乏對方的個人 訊息的情況
下，性別成為個人預期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之主
要參考線索（Brehm & Kassin, 1993），個人所持有
與性別有關的刻版印象則可能主導著人 際初識階段
中互動雙方的互動行為。過去西方學者（Broverman,
Vogel, Broverman, Clarkson, & Rosenkrantz, 1972;
Eagly & Mladinic, 1989; Ruble, 1983）針對性別刻
版印象的探討，大致上，都發現男性具有工具性
（instrumentality）或支配性（dominance）等特
質，例如，具有領導能力、能分析與解 決問題、具
敵意或攻擊性的語言表達等等；女性則 具有表達性
（expressive）或共享性（communal）的特質，例
如，較仁慈溫順、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關心支持別
人等等。這種性別刻版印象不僅是性別特性的描述，
同時也具有規範性的要求（Heilman, 2001）。Carli
（1999）指出性別刻版印象使男女性能產生影響力的

關係
在說明過許功餘（2007）所提出的4種人際威脅
後，接著將焦點轉向上司與部屬可能面 臨的人際威
脅，及不同性別配對的互動中，個人可能面對的人際
威脅。上司與部屬初期的互動對兩者關係品質的發展
有著重大的影響（Dienesch & Liden, 1986; Graen &
Cashman, 1975; Liden & Graen, 1980; Spector & Jones,
2004），在初期互動中，由於上司與部屬彼此間還相
當不熟悉，影響著兩人互動的因素主要與雙方的個人
屬性有密切的關係。例如，Dockery與Steiner（1990）
即指出上司與部屬雙方的工作能力、忠誠度及受人喜
愛程度等，對上司與部屬兩人初期互動與後續關係的
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以工作能力與受人喜愛
程度最為重要。對照前述許功餘（2007）所提出的4種
人際威脅，工作能力與受人喜愛程度分別反映出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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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有所不同。例如，女性對於家務等傳統上屬於女
性的工作範疇，或者是人身安全等女性較關心的議題
上有較大的影響力，男性則在屬於男性的工作範疇或
話題上有較大的影響力（Cejka & Eagly, 1999; Eagly &
Steffen, 1984）。另方面，若個人表現出不符合性別刻
版印象的要求時，則可能招受他人的排斥、拒絕、甚
至是指責（Eagly, 1987）。例如，女性表現出較多的
工具性特質或行為，或者是表現出較強的能力，由於
不符合性別刻版印象之要求（Burgess & Borgida, 1999;
Eagly），則他人可能不喜歡她、對她有所懲罰、或者
拒絕她的影響（Heilman），使得其所能產生的影響力
遠不如男性（Carli）。
這種規範要求包括女性不應過於強調地位（too
status asserting）、或有威脅（threatening）或者指導
（directive）之類的行為或特質（Carli, 1999）。因
此，當女性表現出工具性或支配性的特質或行為，則
可能會讓人較不喜歡，特別是當男性知覺到女性具有
能力或者表現出較支配之行為方式，其 往往 會抗拒
女性的影響或說服（Burgoon, Dillard, & Doran, 1983;
Matschiner & Murnen, 1999; Ridgeway, 1981）、較為不
值得信賴、較容易有威脅感（Carli, LaFleur, & Loeber,
1995）。又如，在典型男性的工作領域中，表現優
異的女性之能力往往不被認為是導致其 成功 的主因
（Heilman & Haynes, 2005）；或者相較於男性，女性
表現出憤怒的情緒則會被視為因其較沒能力或缺乏自
我控制，因而不易有較高的職位（Brescoll & Uhlmann,
2008）。然而，當女性同時表現工具性與表達性特質
或行為時，男性就較不感到威脅、較喜歡這種女性，
因而能有與僅表現出工具性特質的男性有相似的影響
力（Carli et al., 1995）。
對照前述許功餘（2007）所提出的4種人際威脅
來看，面對男性的互動對象時，由於受到性別刻版印
象之影響，個人預期這種互動對象具有工具性或支配
性的特質或行為，因而有對個人尊嚴與互動展開之威
脅；面對女性的互動對象時，性別刻版印象對女性的
描述與約束，使得個人預期這種互動對象不具有工具
性的特質或行為，因而有對任務完成之威脅。

（四）本研究目的與預測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在初次見面的工作情境中，
面對不同性格的異性上司或部屬時，個人對各種類型
的互動對象所持有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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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理論」之內涵的差異，及這種內隱理論對個人互動
行為之影響。本研究將以已有工作經驗的社會人士為
對象，請受測者填寫2種關於工作情境的虛擬情境問
卷，來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預測。
本研究是以許功餘（2003）的研究為基礎，進
一步擴展「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涵
蓋面向。本研究與許功餘的研究之差異處共有三點：
(1)本研究以社會人士為主，許功餘以大學生為主，因
此，本研究可擴大「性格與行為關連性內隱理論」的
適用範圍；(2)本研究與許功餘均以楊國樞（1999）
所發現的華人性格知覺向度為主，許功餘以10種性
格（「精明幹練」、「愚鈍懦弱」、「勤儉恆毅」、
「懶惰放縱」、「誠信仁慈」、「狡猾殘酷」、「外
向活躍」、「內向沉靜」、「溫順隨和」及「暴躁倔
強」）為主，針對「性格與行為關連性內隱理論」進
行廣泛地檢驗，在本研究僅以前述10種中的6種（「精
明幹練」、「愚鈍懦弱」、「誠信仁慈」、「狡猾殘
酷」、「外向活躍」及「內向沉靜」）為主。之所以
選這6種性格向度是因為在主從關係的初期互動中，
個人的能力、忠誠度及令人喜愛程度較 具有影響力
（Dockery & Steiner, 1990），因此，配合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更進一步檢驗「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
隱理論」在工作情境中對個人互動行為的影響；(3)就
不同性格者之「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
的內涵之檢驗方式而言，許功餘（2003）個別地檢驗
不同性格者之內隱理論的內涵（即每個內隱理論均有
自己特屬的行為向度），並未針對不同性格之內隱理
論在同一個行為向度上的差異做比較，相對地，本研
究將以某些共同的行為向度來當做對不同性格者之內
隱理論的內涵，並直接比較不同內隱理論之差異。許
功餘（2003）的檢驗方式可以讓我們瞭解不同性格者
之內隱理論的獨特性，但是內隱理論中有某個行為向
度並不必然會較其他性格者來得凸顯或重要；本研究
的比較方法就可以讓不同性格者的內隱理論之內涵差
異性能更清楚地展現。
以下將分別針對在不同性別配對與主從關係中，
6種性格向度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之行為預期一一做說
明。這些研究預測主要是以許功餘（2003）透過訪談
與開放式問卷之資料而提出10種「華人性格與行為關
連性內隱理論」之內涵為經，前述關於人際威脅，特
別是因著互動對象之性別與地位之不同而產生的人際
威脅為緯，兩相參照並做適度修正而得。

2010/9/16 下午 12:07:52

性格與行為關連性內隱理論

1. 精明幹練：愚鈍懦弱
此性格向度主要反映出個體處理事務的判斷力、
靈敏度、魄力及才能之高低。精明幹練的人具有較高
的處理事務的能力、反應較靈敏、較有 判斷力與魄
力。相反地，愚鈍懦弱的人則無任事的能力、反應較
為遲鈍、也沒有什麼主見。
(1)當知覺到某人具有精明幹練的性格時，個體會
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A. 當他遇到難以處
理的棘手問題時，他可以想到很多解決的辦法，並能
夠當機立斷選出一個最適合的方案來有效而迅速地解
決；B. 他對事情的看法與對別人問題所提供的意見常
會有很高的參考價值；C. 由於這種人對自己的能力與
看法很有信心，因此，他會努力實現自己的想法，對
於與自己理念相符的事會盡心盡力去做（這些行為應
該會消除對任務完成之威脅）。
但是，個體也可能預期這類人會出現以下的次要
行為：D. 由於對自己很有信心，會堅持自己的意見；
E. 可能會瞧不起別人或挑戰別人；F. 對於別人的無知
會顯得有些不耐煩。這些行為特別容易出現在女性部
屬對具有這種性格的男性上司的行為預期（這些行為
應該會惡化對個人尊嚴與互動展開之威脅）。
(2)當知覺到某人具有愚鈍懦弱的性格時，個體會
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A. 對事情都沒有什
麼看法；B. 做起事來，顯得有氣無力，虎頭蛇尾；C.
並不會考慮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品質。同時，個體可能
預期這類人會出現以下的次要行為：D. 只想要從別人
身上獲得好處，但卻不願意為別人多付出一些；E. 對
別人也不能信任，深怕別人取走自己身上的好處。這
種行為預期特別容易出現在女性上司面對具有這種性
格的男性部屬之預期（這些行為應該會惡化對個人利
益與任務完成之威脅）。
2. 誠信仁慈：狡猾殘酷
此性格向度反映出個體在待人處事上，是否
關心他人的利益與福祉，並重視與他人 的情感關係
（Peeters & Czapinski, 1990）。善良仁慈的人對於他
人的利益與福祉較為關心，相反地，狡猾殘酷的人則
只關心個人的利益與福祉，其可能會因為達到自己的
某些特定目的而陷他人於不利之中，侵害到他人的利
益與福祉。
(1)當知覺到某人具有善良仁慈的性格時，個體
會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A. 對別人相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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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B. 相當關心別人；C. 願意幫助別人。這種行為特
別容易出現在男女性上司面對具有這種性格的女性部
屬的行為預期（這些行為應該會消除對個人尊嚴、個
人利益及互動展開之威脅）。
(2)當知覺到某人具有狡猾殘酷的性格時，個體
會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A. 很可能會欺
騙他；B. 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C. 與人交往
或接觸，總想要獲得好處。這種行為特別容易出現在
對具有這種性格的男性上司或部屬的行為預期（這些
行為應該會惡化對個人尊嚴、個人利益及任務完成之
威脅）。
3. 外向活躍：內向沉靜
此性格向度反映出個體樂於與別人建立關係，並
熱中於團體活動之程度（Bond, 1983; Bond & Forgas,
1984）。外向活躍的人較樂於與別人建立關係、熱
中團體活動；內向沉靜的人則較不善於與別人建立關
係、也較不喜歡過多的團體活動。
(1)當知覺到某人具有外向活躍的性格時，個體會
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行為包括：A. 很容易就與別人
建立關係，或者維持良好的關係；B. 與這種人相處在
一起，自己可以不用為兩人的關係做太多的事，因為
他很快地就能讓兩人關係相當熱絡（這些行為應該會
消除互動展開之威脅）。
但是，由於這類人喜歡在團體中變成主角愛出風
頭，因此，個體預期這類人會出現以下的次要行為：
C. 只會求自己表現，不顧慮別人的想法與感受；D. 整
個人笑嘻嘻，讓人覺得只會說但不會做，因此，個體
會預期這類人並不太能讓人信任。這些行為特別容易
出現在對具有這種性格的男性部屬之行為預期（這些
行為應該會惡化對個人尊嚴與任務完成之威脅）。
(2)當知覺到某人具有內向沉靜的性格時，個體會
預期其可能出現的主要與次要行為包括：A. 總是拒人
於千里之外；B. 需要別人主動來與他接觸與互動；C.
需要別人提供給他較多的支持與鼓勵。這些行為特別
容易出現在具有這種性格的男性上司或女性部屬之行
為預期（這些行為應該會惡化對任務完成與互動展開
之威脅）
由上述說明可知，個人預期6種性格的男女性上
司或部屬可能出現的行為具有消除或惡化人際威脅的
效果，而這種消除或惡化人際威脅的效果可能會對個
人的互動行為之意圖有所影響。對惡化人際威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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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可能採取阻礙兩人互動之行為意圖，而對消
除人際威脅的行為，個人可能採取促進兩人互動之行
為意圖。舉例而言，對出現惡化個人尊嚴之威脅的行
為（可能來自「精明幹練」、「狡詐殘酷」及「外向
活躍」等性格）的部屬，上司可能會採取「阻礙」兩
人互動的方式，例如，與這種部屬討論時，盡量展現
自己的權威、直接批評他的意見或觀點、或對他的談
話並不會有太多的反應；相對地，若是部屬面對出現
這種行為的上司，那麼部屬可能會減少與他談話的時
間、被動地與他談話、對他的問題盡量以簡短的方式
來回答、或避免接觸等。對出現消除個人尊嚴之威脅
的行為（可能來自「誠信仁慈」性格） 的上 司，部
屬可能採取「促進」兩人互動的方式，例如，部屬可
能會花較長的時間與這種上司談話，或對他的問題也
較願意真心地回答等等；若是上司面對出現這種行為
的部屬，那麼上司可能在談話的過程中，會有較多的
表2

同意或鼓勵等支持性的反應，或主動分享自己的想法
等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的主要來源有三：(1)由已受過訓練
的訪員來招募；(2)研究者的朋友們所服務的公司或機
構；(3)大學在職專班的學生與學生的朋友。每位參與
者均得到一份禮物，以為酬謝。透過這三種管道，共
有434位台灣地區社會成人來參與本研究。詳細人數分
布，見表2。
如表2所示，參與者以女性居多（男性198位，女
性236位），年齡介於20 ~ 60歲間，以26 ~ 45歲者（共
有281位）為主。多數參與者具有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

樣本人數分布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25歲以下

25

(5.76)

44

(10.14)

69

(15.90)

26至35歲

84

(19.35)

79

(18.20)

163

(37.56)

36至45歲

49

(11.29)

69

(15.90)

118

(27.19)

46歲以上

40

(9.22)

44

(10.14)

84

(19.35)

16

(3.69)

23

(5.30)

39

(8.99)

131

(30.18)

166

(38.25)

297

(68.43)

37

(8.53)

30

(6.91)

67

(15.44)

專門技術

87

(20.05)

15

(3.46)

102

(23.50)

教育工作

25

(5.76)

83

(19.12)

108

(24.88)

金融商務

13

(3.00)

29

(6.68)

42

(9.68)

行政事務

25

(5.76)

46

(10.60)

71

(16.36)

其他

32

(7.37)

50

(11.52)

82

(18.89)

89

(20.51)

94

(21.66)

183

(42.17)

105

(24.19)

138

(31.80)

243

(55.99)

198

(45.62)

236

(54.38)

434

(100.00)

年齡

a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含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職業類別

b

主管經驗

擔任主管或上司
未擔任主管
合計
a

b

註： 30位參與者未填答教育程度； 8位參與者未填答主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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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者297位，研究所以上者67位）。其職業以
專門技術與教育工作等兩類佔多數（分別為102與108
位）。其中，專門技術（例如，工程師）的男性多過
女性，相反地，在教育工作（例如，老師）的女性多
過男性。183位參與者曾擔任主管，男女性比例相當
接近。

（二）研究工具
1. 人際互動故事情境問卷
參考許功餘（2003）所擬定的合作完成指派工作
的故事情境問卷重新編製2種工作故事情境。每個故事
中，主角為某公司的員工，因工作上的需要，須與某
位未曾謀面的異性員工共同完成某項指派的工作，在
這2種工作情境主要的差異是在職業類別上，但在2個
工作情境中，雙方的主要互動方式則是以討論某項企
畫為主（2種人際互動故事情境之範例，見附錄）。在
故事中，主角與合作的同事之關係分別設定為以下4種
情況：

251

這2類50項行為均參考許功餘（2003）就工作情境
所設計的行為問卷，並依據本研究所使用的工作情境
之不同做適度的修改，最後初步擬定了一套能用以預
測在不同工作情境中，不同性格之互動對象可能出現
的行為，與參與者可能對之所做的互動行為。為了檢
查所擬定的2類行為之適用性，研究者先邀請了5位工
作經驗超過6年以上且歷練過不同的工作職務的社會成
人來檢視2類50項行為是否會出現在2種工作情境中，
最後，研究者依據這5位社會成人的意見加以修改而擬
定了正式使用的版本。另外，為了能以同一組行為來
預測不同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研究者分別參考
許功餘（2003）所得到的前述6種性格的互動對象可
能出現的主要與次要行為之因素內涵，讓2組50項行為
均能涵蓋6種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主要與次要行
為，以及個體對6種互動對象可能做出的行為。
參與者的反應方式，採用六點的Likert量尺，分數
越高代表該行為越可能出現。
2. 個人基本資料

主角

同事

男性上司

女性部屬

男性部屬

女性上司

女性上司

男性部屬

女性部屬

男性上司

在故事中，主角透過某種方式得知即將合作的同
事之性格，每個故事僅呈現一種性格，所呈現的性格
種類與部分性格形容詞如下：
精明幹練：有遠見的、見多識廣的、精明的
愚鈍懦弱：膽小的、易受騙的、畏縮的、優柔寡斷的
誠信仁慈：講義氣的、重友誼的、俠義心腸的
狡詐殘酷：陰險的、奸詐的、忘恩負義的、虛偽的
外向活躍：活潑的、外向的、主動的、健談的
內向沉靜：沉默的、冷漠的、孤僻的、好靜的
在閱讀完故事與合作同事的性格後，參與者須設
想自己為故事中的主角，並回答下列兩類行為：第1類
是某種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做出的行為，共50項。第
2類是面對同一種性格的互動對象時，參與者可能對之
做出哪些行為來回應，共50項（2類行為將呈現在下節
的表4與表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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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填答前述問卷後，須回答其個人的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是否曾有主管經驗等項目。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以4種性別與地位之組合及6種性格類別
（前節說明）來編排人際互動故事情境，共有24種故
事情境。每位參與者填答2種人際互動故事情境問卷，
其中一份故事主角為上司，另一份故事主角為部屬。
參與者性別與故事主角相同，即男性參與者僅填答男
性上司或男性部屬的問卷。2份問卷中互動對象的性格
安排如下：精明幹練／內向沉靜；誠信仁慈／愚鈍懦
弱；外向活躍／狡詐殘酷。同一組問卷的2種故事情境
中，互動對象之地位與性格之順序均以對抗平衡的方
式來安排，以精明幹練／內向沉靜為例，半數問卷是
精明幹練之故事情境在先，內向沉靜之故事情境在後
（另外半數問卷是內向沉靜之故事情境在先，精明幹
練之故事情境在後），在這些問卷中，有半數問卷是
上司之故事情境在先，部屬之故事情境在後，另外半
數則是部屬之故事情境在先，上司之故事情境在後。
其他互動對象之地位與性格組合的出現 順序亦做此
調整。
434位參與者共回收有效問卷867份（原應為868
份，因有無效問卷1份，故為867份），每種故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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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5（介於29 ~ 42）份，各個故事情境的詳細份數，
如表3所示。

研究結果
（一）互動對象的行為向度與個人的行為向度
在進一步分析互動對象的可能行為向度對個人互
動行為之影響前，本研究先就個人對互動對象可能出
現的行為之預期與個人的行為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採用主軸法（principal axis method）來抽取
因素，以最優斜交轉軸法（promax method）將抽取的
因素加以斜交轉軸。共通值的計算上，以多元相關平
方法（method of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來估計。
在因素的選取上，主要考量統計計量的要求（據特徵
值大於1，因素負荷量之絕對值大於0.35）與心理學意
義的明確性與完整性。基於上述的原則，預測互動對
象可能出現的行為部分與參與者預測自己可能出現的
行為部分，均選取4個因素。在選定因素之後，研究者
再將因素負荷量低於0.35的項目剔除，然後依前述因
素分析的方法再次進行分析，結果發現2次因素結構相
當接近。2類行為的因素分析結果呈現於表4與表5。
就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向度而言，依據因素
內涵分別將4個因素依序命名為：「浮誇否定」（因
素一，共有20題，因素負荷量介於 .45 ~ .90）、「畏
縮無能」（因素二，共有7題，因素負荷量介於 .58 ~
.89）、「積極熱心」（因素三，9題，因素負荷量介
於 .42 ~ .75）、以及「縝密負責」（因素四，7題，
因素負荷量介於 .38 ~ .73）。對照前述對6種性格之
表3

「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 」之說明可
知，「畏縮無能」與「縝密負責」代表著具有「精明
幹練」與「愚鈍懦弱」的互動對象之主要行為向度，
「浮誇否定」代表著具有「誠信仁慈」 與「狡詐殘
酷」的互動對象之主要行為向度，「積極熱心」代表
著具有「外向活躍」與「內向沉靜」的互動對象之主
要行為向度。
就個人可能出現的行為向度而言，四個因素依序
分別命名為：「認真合作：敷衍排斥」（因素一，19
題，因素負荷量介於-.93 ~ .78；以下簡稱「合作／排
斥」）、「積極投入」（因素二，11題，因素負荷量
介於 .38 ~ .64）、「強勢主導」（因素三，8題，因
素負荷量介於 .36 ~ .74）、以及「避免接觸」（因素
四，4題，因素負荷量介於 .39 ~ .45）。依照前述對個
人的互動行為之說明可知，「合作／排斥」與「積極
投入」為促進互動之行為向度，「強勢主導」與「避
免接觸」則為阻礙互動之行為向度。

（二）不同性格及不同性別與地位組合類型：
在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向度上的
差異
為了檢驗具有不同性格與不同性別及地位的互
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之差異，本研究分別針對4種
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向度進行6（互動對象的性
格）× 4（性別與地位之組合類型）的變異量分析。
結果顯示，互動對象之性格向度的主要 效果均達顯
著差異水準（「浮誇否定」：F(5, 808) = 97.57, p <
.001；「畏縮無能」：F(5, 829) = 158.71, p < .001；

24種故事情境的份數
互動雙方的性別與地位之配對類型

互動對象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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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上司對女部屬

男部屬對女上司

女上司對男部屬

女部屬對男上司

合計

份數

(%)

份數

(%)

份數

(%)

份數

(%)

份數

(%)

精明幹練

40

(4.61)

29

(3.34)

41

(4.73)

40

(4.61)

150

(17.30)

愚鈍懦弱

32

(3.69)

32

(3.69)

40

(4.61)

35

(4.04)

139

(16.03)

外向活躍

28

(3.23)

36

(4.15)

42

(4.84)

38

(4.38)

144

(16.61)

內向沉靜

29

(3.34)

39

(4.50)

40

(4.61)

41

(4.73)

149

(17.19)

誠信仁慈

32

(3.69)

33

(3.81)

35

(4.04)

40

(4.61)

140

(16.15)

奸詐狡猾

36

(4.15)

29

(3.34)

38

(4.38)

42

(4.84)

145

(16.72)

合計

197

(22.72)

198

(22.84)

236

(27.22)

236

(27.22)

8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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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之因素分析結果
項目

浮誇否定

畏縮無能

積極熱心

縝密負責

對方只顧自己出風頭，忽略我的存在

.90

-.14

.03

.07

對方愛吹噓自己過去的輝煌成績

.86

-.22

.25

-.07

對方把合作成果全攬為自己的功勞

.82

-.07

-.14

.11

對方諷刺我的能力太差

.81

-.01

-.11

.14

討論時，對方無故地打斷我的談話

.81

-.15

.11

.06

利用我來幫對方爭取好表現，完成後就不理我

.76

.07

-.10

.03

對方嫉妒我能完成這個案子的能力

.75

-.03

-.16

.07

對方故意貶低我的構想來凸顯對方自己

.74

-.10

-.20

.07

對方說了一堆構想，但自己都不做

.71

.12

.05

-.11

對方支使我去做一些與案子無關的工作

.71

.00

.22

-.11

對方在背後對我做惡意的人身攻擊

.71

.01

.05

-.08

對方對所分配的工作份量很計較

.69

.20

-.01

.00

討論這個案子時，對方的態度傲慢、無禮

.66

-.02

-.27

.13

當案子出錯時，對方就將責任推到我身上

.65

.17

-.06

-.08

對方刻意忽略我對這個案子所提的構想

.60

.23

-.27

.24

討論時，對方常說一些與案子無關的話題

.58

.08

.35

-.34

對方懷疑我有能力可以完成這個案子

.57

.12

-.08

.18

對方把整個案子都推給我做

.56

.27

.07

-.20

對方抄襲過去別人所提過的案子

.53

.32

.11

.01

.47

.17

-.21

.07

對方不敢表達與我不同的構想

-.09

.89

.05

.07

對方認為自己無法做好這個案子

-.01

.70

.17

-.11

對方不敢提出自己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15

.69

-.07

-.05

對方怕失敗而不敢嘗試新的規劃方向

.05

.63

-.15

-.02

對方靜靜聽我說明我的構想，沒有任何反應

.10

.61

-.19

.23

遇到困難時，對方很容易就會放棄

.11

.61

.04

-.21

對方做事緩慢、沒效率，延誤進度

.16

.58

.10

-.26

對方讓討論的氣氛熱絡、愉快

.22

-.31

.74

-.01

對方主動與我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

.03

-.15

.62

.15

對方不與我分享對方找到相關資料與想法

對方支持我對這個案子所提出的構想

-.32

.29

.62

.09

對方熱心幫助我解決所遇到的困難

-.13

-.06

.57

.21

對方包容我在規劃上所犯的錯誤

-.34

.21

.48

.01

.29

-.18

.47

.17

遇到挫折時，對方與我一起面對，找出解決方法

-.22

-.14

.46

.19

對方仔細聆聽我對這個案子的分析

-.24

.33

.42

.29

對方周密地考慮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21

-.08

.03

.73

開會討論前，對方會先收集相關資料

.14

-.07

.08

.71

對方要求自己要將企畫案做得盡善盡美

.14

-.02

.13

.65

對方主動詢問我對這個案子的構想

對方負責任地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

-.25

.13

.18

.65

對方做事情有效率又有成效

-.06

-.13

.14

.64

對方提出非常有創意的構想

.07

-.29

.25

.39

-.04

-.24

.23

.38

對方主動承擔責任較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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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能出現的行為之因素分析結果
項目

認真合作：敷衍排斥

積極投入

強勢主導

避免接觸

我仔細傾聽對方對這個案子的分析

.78

.02

0

.18

我主動詢問對方有關這個案子的構想

.72

0

.14

.11

我感謝對方主動幫忙解決我遇到的困難

.72

.1

.01

.18

我與對方一起面對這個案子可能的責難

.68

.08

.17

.06

我有耐心地向對方解釋自己的構想

.64

.14

.14

.07

與對方討論時，我的口氣儘量客氣委婉

.62

.07

-.01

.24

我由對方身上學習到新的銷售方式

.60

.14

-.07

.05

我主動向對方請教自己對這個案子所有的疑惑

.59

.14

.02

-.01

我與對方一同克服其所遇到的困難

.55

.24

.08

.04

我虛心接受對方對我構想的批評

.53

.27

-.05

.14

我敬佩對方的才學與能力

.44

.29

-.15

.01

我要求清楚劃分各自的責任範圍，彼此相互不干涉

-.35

-.09

.06

.31

我只做自己份內的工作，不與對方有牽連

-.41

-.04

0

.32

我拒絕對方干預我對這個案子的構思

-.42

-.03

.22

.17

我不相信對方對這個案子所做分析

-.46

-.04

.17

.21

我不將自己所得到的資料與對方分享

-.59

-.03

-.01

.11

我敷衍地回答對方所提的問題

-.83

.17

-.01

.17

我拒絕與對方討論這個案子

-.93

.31

-.07

.06

.03

.63

-.15

.22

我不與對方競爭，讓對方有很多機會表現

.06

.57

-.07

-.09

-.06

.54

.14

-.35

我主動協助對方做他來不及做完的工作

.36

.51

.06

.14

我不與對方計較彼此的工作份量

.12

.49

-.07

.18

我喜歡與對方討論這個案子

.27

.45

.01

-.20

我主動承擔份量較重的工作

.18

.44

.20

.14

我與對方有更進一步的深入交往

.04

.44

.06

-.31

我包容對方做事的效率與品質

.25

.39

-.06

.12

我深怕自己沒將案子做好而拖累到對方

.28

.38

-.11

.24

我強力為自己的構想辯護

.06

-.11

.74

-.05

我積極表達想法，不讓對方專美於前

-.04

-.09

.66

-.01

兩人意見分歧時，我肯定自己的看法

.00

-.06

.65

-.04

-.06

.13

.53

-.09

.15

-.04

.52

-.02

我信任對方不會剽竊我的構想
我主動關心對方的日常生活

我要求對方接納我的構想
我力求自己比對方有更突出的工作表現

-.14

.12

.47

.22

我指正對方所寫的報告內容上的錯誤

.05

-.01

.36

-.04

我時常注意對方是否完成份內應做的工作

.24

.05

.35

.07

我按照自己的計畫來主導這個案子

-.18

-.18

.02

.49

討論時，我不談與案子無關的話題

.00

.06

-.04

.49

我隱忍自己的憤怒與不滿，以完成案子為重

.10

.10

-.03

.46

我先聽聽對方的構想，但不做任何的反應

.20

.04

.02

.36

除了討論公事之外，我儘量避免與對方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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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熱心」：F(5, 836) = 142.87, p < .001；「縝密負
責」：F(5, 828) = 140.17, p < .001）。進一步的事後
比較發現，具有「精明幹練」、「外向活躍」及「誠
信仁慈」等性格的互動對象在「積極熱心」與「縝密
負責」上高於餘三種性格向度；在「畏縮無能」的行
為向度上，「愚鈍懦弱」的互動對象最 高， 「內向
沉靜」與「狡詐殘酷」的互動對象次之 ，「 精明幹
練」、「外向活躍」及「誠信仁慈」的 互動 對象最
低；在「浮誇否定」的行為向度上，「狡詐殘酷」的
互動對象最高，「精明幹練」、「內向沉靜」及「愚
頓懦弱」的互動對象次之，「外向活躍」與「誠信仁
慈」的互動對象最低（6種性格的互動對象在4項行為
向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6）。

僅在女性部屬對男性上司做出此項行為預測（M =
3.26, SD = 0.99）高於男性部屬對女性上司的行為預測
（M = 3.02, SD = 0.95）。
最後，性格向度與性別及地位的組合類型之互涉
效果也只有在「浮誇否定」的行為向度上達顯著差異
水準（F(15, 808) = 1.78, p < .05）。進一步的事後比較
結果顯示，在4種組合類型中，具有「狡詐殘酷」性格
的互動對象在「浮誇否定」的行為向度上均顯著地高
於其他性格向度。相反地，具有「誠信仁慈」的互動
對象則均顯著地低於其他性格向度；另外，當男性上
司面對的女性部屬具有「精明幹練」的性格時，其預
測女性部屬出現「浮誇否定」的行為顯著地高於當女
性部屬具有「愚鈍懦弱」、「外向活躍」及「內向沉
靜」等性格向度（各組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7）。

此外，性別與地位的組合類型只有在「浮誇否
定」的行為向度上之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水準（F(3,
808) = 3.22, p < .05），進一步的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表6

不同性格的互動對象在4種行為向度上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互動對象的性格
精明幹練
（n = 138）

愚鈍懦弱
（n = 126）

外向活躍
（n = 135）

內向沉靜
（n = 138）

誠信仁慈
（n =130）

狡詐殘酷
（n = 135）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浮誇否定

3.10b

0.77

3.11b

0.74

2.75c

0.74

3.08b

0.70

2.42c

0.86

4.31a

0.84

畏縮無能

2.25d

0.72

4.19a

0.76

2.36d

0.74

3.75b

0.77

2.39d

0.80

3.32c

0.72

積極熱心

4.32b

0.67

3.69c

0.62

4.73a

0.59

3.33d

0.78

4.89a

0.65

3.25d

0.86

縝密負責

4.95a

0.60

3.08c

0.75

4.70a

0.66

3.80b

0.79

4.78a

0.70

3.52b

0.96

互動對象的行為向度

註：不同英文字母代表平均數的差異達顯著水準。

表7

在互動雙方的性別與地位之四種組合類型下，不同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浮誇否定」之行為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
互動雙方的性別與地位之組合類型
互動對象性格

男上司對女部屬

男部屬對女上司

女上司對男部屬

女部屬對男上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精明幹練

3.27b

0.72

38

3.13b

0.85

28

2.98b

0.79

36

3.01b

0.73

36

愚鈍懦弱

2.92bc

0.60

31

3.01b

0.77

29

3.31b

0.60

37

3.15b

0.95

29

外向活躍

2.64c

0.75

26

2.63bc

0.83

34

2.92b

0.75

39

2.77b

0.64

36

內向沉靜

3.02bc

0.95

28

3.06b

0.63

37

2.94b

0.55

36

3.26b

0.66

37

誠信仁慈

2.24d

0.72

30

2.35c

0.80

31

2.27c

0.90

33

2.76b

0.92

36

狡詐殘酷

4.25a

0.86

34

4.06a

0.93

29

4.22a

0.79

35

4.65a

0.72

37

註：不同英文字母代表平均數的差異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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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對象的行為對個人的互動行為之
影響
為了進一步地檢驗互動對象可能出現之行為對個
人互動行為之影響，本研究將互動對象之行為向度當
成預測變項，以參與者預期自己的互動行為向度為效
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此多元迴歸分析將分就
六種不同性格與四種性別與地位之組合來進行。兩項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8與表9所示。
由表8可知，參與者對「精明幹練」者做出「避免
接觸」可由「積極熱心」（β = -.32, p < .01）與「縝密
負責」（β = -.32, p < .01）來預測；對「愚鈍懦弱」
者做出「認真合作」與「避免接觸」均可由「浮誇否
定」（β = -.31, β = .35, ps < .001）來預測；對「外向
活躍」者做出「認真合作」與「強勢主導」可分別由
「畏縮無能」（β = -.33, p < .001）與「浮誇否定」（β
= .31, p < .01）來預測；對「誠信仁慈」者做出「認真
合作」與「積極投入」均可由「積極熱心」（β = .31,
β = .43, ps < .01）；對「狡詐殘酷」者做出「積極投
入」、「強勢主導」及「避免接觸」均可由「浮誇否
定」（β = -.39, β = .37, β = .45, ps < .001）。
由表9可知，在男性上司面對女性部屬的情況
下，當參與者預期互動對象可能出現「浮誇否定」的
行為時，其會減少「合作／排斥」與「積極投入」等
行為。在男性部屬面對女性上司的情況下，當參與者
預期互動對象出現「浮誇否定」的行為時，其會減少
「合作／排斥」的行為，而增加「強勢主導」與「避
免接觸」等行為；當參與者預期互動對象出現「積極
熱心」的行為時，其也會以「積極投入」的行為來回
應。在女性上司面對男性部屬的情況下，當參與者預
期互動對象出現「浮誇否定」的行為時 ，其會減少
「合作／排斥」的行為，增加「避免接觸」的行為；
當參與者預期互動對象出現「積極熱心」的行為時，
其則會以「積極投入」的行為來回應；當參與者預期
互動對象出現「浮誇否定」與「積極熱 心」的行為
時，其則會以「強勢主導」的行為來回應。在女性部
屬面對男性上司的情況下，當參與者預期互動對象出
現「浮誇否定」的行為時，其會減少「合作／排斥」
與「積極投入」等行為，增加「強勢主導」與「避免
接觸」的行為。

結果討論
（一）研究主要發現
本研究主要想要探討「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
殊性內隱理論」之內涵及其對人際互動之可能影響。
就「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性內隱理論」之內涵而
言，本研究預測針對不同的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
的行為，除了主要行為向度之外，個人還預測互動對
象可能出現不同的次要行為。就前述所 得的結果來
看，此研究預測得到了部分支持，也就是，參與者預
期具有不同性格的互動對象可能出現的行為，除了在
主要行為向度上有顯著的差異之外，也在次要行為向
度（即主要行為向度之外）上有顯著的差異。
首先，就主要行為而言，具有「精明幹練」的
互動對象在其主要行為向度上（「縝密負責」與「畏
縮無能」）與具有「愚鈍懦弱」的互動對象有顯著差
異，具有「外向活躍」的互動對象在其主要行為向度
上（「積極熱心」）高於具有「內向沉靜」的互動對
象，最後，具有「誠信仁慈」的互動對象在「浮誇否
定」這個主要行為向度上低於具有「狡詐殘酷」的互
動對象（參閱表6）。
其次，在次要行為向度上，具有「精明幹練」與
「愚鈍懦弱」的互動對象之次要行為向度以「積極熱
心」與「浮誇否定」為主。雖然這兩種性格的互動對
象在「浮誇否定」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兩者在此行為
向度上均較具有「外向活躍」與「誠信仁慈」等互動
對象來得高（參閱表6），另外，具有「精明幹練」
性格的互動對象，相較於具有「愚鈍懦弱」、「內向
沉靜」及「狡詐殘酷」等性格的互動對象，會有較多
「積極熱心」的行為（但與「外向活躍」與「誠信仁
慈」的互動對象在此行為向度上則無差 異），更甚
者，這種在「浮誇否定」上的差異，則進一步出現在
男性上司對具有「精明幹練」的女性部 屬在「浮誇
否定」的行為向度上高於具有其餘性格（但低於具有
「狡詐殘酷」的互動對象）之女性部屬（參閱表7）。
由此可知，對具有「精明幹練」與「愚鈍懦弱」的互
動對象，不僅在主要行為向度上有差異，同時在次要
行為向度上與具有其他性格的互動對象有差異，而且
這種差異會因為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之不同而有所
改變。
再者，就具有「誠信仁慈」與「狡詐殘酷」的
互動對象而言，兩者的次要行為向度以「積極熱心」
與「縝密負責」為主。具有「誠信仁慈」的互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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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面對不同性格的互動對象，互動對象之行為對個人的互動行為之影響

互動對象的性格向度

互動對象的行為
浮誇否定
畏縮無能

精明幹練

個人的互動行為
合作／排斥

積極投入

強勢主導

避免接觸

-.19

-.21*

.17

-.11

.10

.15

.24*

*

-.26

積極熱心

.15

.21

.09

-.32**

縝密負責

.22**

.29**

.13

-.32**

2

**

*

R

.40

.26

.05

.10

F

24.20***

12.83***

2.03

4.06**

浮誇否定

-.31***

-.26**

.20*

.35***

畏縮無能

-.02

.01

.21*

.15

(4, 145)

df

愚鈍懦弱

**

*

積極熱心

.27

.22

.26*

.20

縝密負責

-.07

.04

-.23*

-.09

R2

.23

.18

.11

.12

F

9.81***

7.30***

4.20**

4.76**

-.06

-.28**

.31**

.17

.11

.27**

.23*

(4, 134)

df
浮誇否定
畏縮無能
外向活躍

***

-.33

**

**

積極熱心

.27

.28

.29

-.05

縝密負責

.17

.22*

.18

.13

2

R

.51

.36

.12

.10

F

36.21***

19.77***

4.83**

3.85**

浮誇否定

-.25**

-.12

.17

.14

畏縮無能

-.01

-.10

.08

.16

積極熱心

-.05

.07

.08

.03

.15

-.13

.03

(4, 139)

df

內向沉靜

縝密負責
2

.25**

R

.14

.09

.06

.05

F

5.91***

3.50**

2.44*

1.94

(4, 144)

df

誠信仁慈

浮誇否定

-.22

-.21

.37**

.23

畏縮無能

-.20

.16

.23

.24

**

***

積極熱心

.31

.43

.23

.23

縝密負責

.13

.22

.03

-.25

R2

.57

.42

.17

.21

F

44.33***

24.42***

6.84***

8.71***

***

.37***

.45***

*

(4, 135)

df
浮誇否定

狡詐殘酷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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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

***

-.39

-.29**

-.02

.20

.11

積極熱心

.23*

.25*

.29*

.04

縝密負責

.13

.09

-.16

-.26*

R2

.22

.34

.15

.26

df
**

-.09

畏縮無能

F
*

**

10.10

***

***

***

18.30

6.11

12.28***

(4, 14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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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性別與地位的組合情況下，互動對象之行為對個人的互動行為之影響
性別與地位的組合

男上司面對女部屬

互動對象
的行為

個人的互動行為
合作／排斥

積極投入
-.41***

.15

.28***

畏縮無能

-.20*

-.01

.17

.16

積極熱心

.10

.23*

.12

.11

縝密負責

.01

-.05

-.16

-.07

R2

.26

.30

.10

.12

F

17.16***

21.02***

5.19***

6.60**

浮誇否定

-.33***

-.28**

.34***

.37***

畏縮無能

-.05

(4, 192)
.08

.17

-.01

積極熱心

.23**

.33***

.27**

-.06

縝密負責

-.18*

.22**

2

.43

.44

.12

.20

37.09***

38.03***

6.59***

11.94***

浮誇否定

-.38***

-.25**

.30***

0.35***

畏縮無能

-.04

.15*

.29***

.15

***

(4, 193)

**

積極熱心

.12

.34

.36

-.07

縝密負責

.24**

.24**

-.12

-.04

R

.46

.41

.16

.28

F

48.45***

40.61***

10.73***

22.48***

浮誇否定

-.34***

-.38***

.39***

.30***

畏縮無能

-.08

.13

.11

.04

積極熱心

.21

.28

.28

-.09

縝密負責

.18

.22**

-.07

-.03

(4, 231)

df

2

R

.46

.45

.13

.16

F

50.04***

48.01***

8.49***

10.85***

df
*

p < .05.

**

p < .01.

***

(4, 231)

p < .001.

在兩個行為向度上均與具有「精明幹練」與「外向活
躍」等性格者並無差異，但顯著地高於具有「愚鈍懦
弱」、「內向沉靜」及「狡詐殘酷」等性格者（參閱
表6）。
最後，就具有「外向活躍」與「內向沉靜」的
互動對象而言，兩者的次要行為向度的差異，則可能
表現在「縝密負責」、「畏縮無能」及「浮誇否定」
之上。結果顯示，具有「內向沉靜」性格者在「縝密
負責」上顯著地低於「外向活躍」、「精明幹練」及
「誠信仁慈」等性格者（參閱表6），而在「畏縮無
能」上顯著地高於「外向活躍」、「精 明幹 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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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F

2

女部屬面對男上司

-.09

R

df

女上司面對男部屬

避免接觸

-.32***

df

男部屬面對女上司

強勢主導

浮誇否定

「誠信仁慈」等性格者（在此兩個行為向度上，「內
向沉靜」與「愚鈍懦弱」及「狡詐殘酷」等性格者並
沒有顯著差異）。另外，與理論預測不 相符的是，
「外向活躍」性格者並沒有在「浮誇否定」上高於其
他性格的互動對象，相反地，「外向活躍」性格者在
此向度上與「誠信仁慈」性格者無顯著差異，而顯著
地低於其他4種性格的互動對象。
儘管許功餘（2003）提出個人所持有的「性格與
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並認為這種內隱理論
之內涵可能會因為互動對象的性別、地位或者是某些
特殊情境因素之不同而有所改變。然而，由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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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結果顯示，雖然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對個人所
持有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內涵
會有所影響，但是決定這種特殊內隱理論的內涵之關
鍵因素可能還是互動對象的性格特質。也就是，6種不
同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在主要行
為與次要行為向度上，大多數顯示出理論所預測的差
異，這種差異並不因為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之不同
而有明顯的變化。誠如前段的說明，對6種「性格與行
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中，僅有「精明幹練」在
不同性別與地位的組合中之部分情況下出現差異，其
餘均沒有（下段將有進一步的討論）。此種結果可能
代表著如果在人際互動之初，人們已有了對方性格特
質的線索或訊息（本研究是以透過別人告知的方式來
提供受測者互動對象的性格訊息），那麼，對這個互
動對象的性格知覺與後續行為的預測，則會受到這個
性格特質線索的影響，其他的個人特性（例如性別或
地位）則對行為預測之影響，相對來說，可能就小一
些。須注意的是，由於本研究對互動對象的性別或地
位的操弄僅有簡單的說明，遠遠不如性格特質的操弄
所提供的訊息之豐富（見研究工具的說明），因此，
這種結果可能是因為性別或地位的操弄與性格特質的
操弄所提供的訊息並不對等而產生的結果。
在6種特殊內隱理論中，僅有對「外向活躍」者
所持有的內隱理論有部分與理論不相符，原本理論預
測對「外向活躍」者在次要行為上應該會有輕浮、誇
大、否定（即為「浮誇否定」）等等行為出現，但結
果發現在此行為向度上，「外向活躍」者與「誠信仁
慈」者相當，且比其他的性格者都來得低。
另外，互動對象的性別與地位對個人所持有的
「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影響僅僅出
現在「精明幹練」之上。研究結果顯示，當女部屬具
有「精明幹練」的性格時，男上司預期 對方會出現
「浮誇否定」之行為高於當女部屬具有 其他的性格
時。之所以會有這種結果，可能是受到兩方面因素的
影響：一方面如前所述，對「精明幹練」這種性格的
互動對象所持有的內隱理論中，「浮誇否定」的行為
出現的可能性就較高；二方面，如前述文獻回顧所提
到的，在面對部屬時，上司可能會擔心部屬對個人利
益是否會有威脅，因此，面對「精明幹 練」的部屬
時，尤其是女部屬，由於受到女性刻板印象之影響，
男上司會因為這種部屬可能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有
較優異的表現，特別是本研究使用的工作情境乃在兩
人共同完成任務後，僅能有其中一人可以得到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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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種類的性格，「精
明幹練」的女部屬對上司個人利益的威 脅可能會加
深，因而，對這種性格的互動對象會有較多或較強的負
向行為預測，亦即有較多的「浮誇否定」的行為預測。
互動對象的4種性別與地位組合在4種行為向度
上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女部屬預期男上司會出現
「浮誇否定」的行為之可能性高於男部屬預期女上司
出現相同行為的可能性。這個結果顯示，在工作情境
中，女部屬面對男上司之際，受到性別刻板印象與兩
者間的權力差距之影響，使得女部屬認為男上司可能
就容易不顧互動對象的感受，而有恃無恐地輕忽他人
的感受與表現，以誇大自己的能力與貢獻。
就互動對象的行為對個人行為的影響而言，結
果發現在不同性別與地位的組合類型中，互動對象的
「浮誇否定」之行為對個人互動行為有最大且廣泛的
影響。也就是，不論互動對象的性別或地位，只要對
方表現出「浮誇否定」的行為，個人就會表現出較多
的阻礙互動的行為，減少促進互動的行為。工作關係
的初始階段往往是建立團隊工作成員間互相信任的重
要時機（Spector & Jones, 2004），一當互動對象可
能表現出傷害彼此關係的行為時，對雙方的信任關係
之建立往往會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
是共同完成任務的工作情境，在這種情境中，共事雙
方要能通力合作，雙方用心投入與努力工作是基本的
要件，但若有一方直接或間接地否定另一方，那麼，
對兩人的合作關係可能就會造成傷害，因此，也使得
個人較重視互動對象是否會有浮誇不實或否定別人的
行為。

（二）研究特色與限制，以及未來研究
如前所述，本研究與許功餘（2003）的最大差
異處，就不同性格者之「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
隱理論」的內涵之檢驗而言，許功餘（2003）則是個
別地檢驗不同性格者之內隱理論的內涵，以瞭解不同
性格者之內隱理論的獨特性，但並不清楚內隱理論中
有某個行為向度並不必然會較其他性格者來得凸顯或
重要。在本研究是以4項行為向度來當作對不同性格
者之內隱理論的內涵，並直接比較6種不同內隱理論
差異，以清楚地展現不同性格者的內隱理論之內涵間
的差異。例如，在「精明幹練」與「外向活躍」者所
持有「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的次要行
為中，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浮誇否定」這個次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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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精明幹練」者可能表現出此種行為之可能性
是高於「誠信仁慈」與「外向活躍」，而與「愚鈍懦
弱」及「內向沉靜」者沒有差異。透過本研究的進一
步分析，至少對本研究探討的6種性格之「性格與行為
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的內涵有更多的瞭解。
儘管本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情境的互動中，互動
雙方所持有的「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
可能因著彼此的性別或地位上的差異而有所差別，同
時也對彼此在工作合作上的互動有所影響。然而，由
於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為虛擬情境故事，使得本研
究所得的結果並不完全代表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
現出來的行為。此外，雖然在虛擬故事中，互動雙方
的地位是以一方在公司裡的地位是曾經擔任主管與一
方是未擔任主管來加以設定，使得雙方在互動前有著
近似上司與部屬的關係。儘管如此，在新的工作關係
中，雙方互動並未有清楚的地位設定，也就是，虛擬
故事裡並未設定何者為主導工作的人。因此，使得本
研究結果並未如預期。
在未來研究中，針對互動雙方所持有的「性格與
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隱理論」之內涵，與此種內隱理
論對互動行為之影響，可採取互動式對偶（interacting
dyads）的方式（Kenny, 2004; Smith & Collins, 2009）
來瞭解真實互動過程中「性格與行為關連性的特殊內
隱理論」可能有的影響。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在
工作情境中，互動雙方的可信賴度對互動行為有顯著
地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可針對互動雙方所關注的
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與工作中任務依賴性（task
dependence）等對組織行為有影響的因素（De Dreu
& Nauta, 2009; De Jong, Van der Vegt, & Molleman,
2007）做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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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一
建華是某大公司的產品製造部門的男性主管，最近公司計畫要推出一個新的產品，老闆要建華帶領行銷部
門的一位女性員工一起規劃這個新產品的行銷企畫案。老闆將依據他們各自對這個企畫案所做的貢獻，僅給予
其中一人優渥的工作獎金。建華相當重視這次的機會，希望能得到這一筆獎金。老闆告訴建華這位女性員工名
叫育如，建華並不認識育如，但據其他同事描述，育如的性格大致具有以下的整體描述印象：
膽小的、易受騙的、畏縮的、依賴的、優柔寡斷的、
軟弱的、脆弱的、好欺負的、怕事的、人云亦云的
現在請你設想你是建華，今天將與育如一起討論這個企畫案。基於上述的性格描述，在討論過程中，你預
測育如可能會對你做出哪些行為？面對育如這樣性格的合作者，你又可能會對育如做出哪些行為？
第一部份請你預測育如可能會對你做出哪些行為來回答。
第二部分請你就你可能會對育如做出哪些行為來回答。

問卷二
雅清是某大房地場公司的女性業務員，最近她參加公司舉辦有關如何提升業績的講習會。講習會快結束
時，公司總經理要求所有與會者以兩人一組，依造講習會所講授的相關課程內容，以一個月的時間討論出一套
中古屋的銷售策略，然後將兩人所討論的結果整理成書面報告，交到人事室，作為年終考績考核的依據之一。
雅清相當重視這次的報告對自己考績的影響。經過抽籤，與雅清同組的是公司另一分店的男性業務經理，名叫
國雄，也算是她的上司。在此之前，雅清並不認識國雄，但根據認識國雄的同事描述，國雄的性格大致具有以
下的整體描述印象：
義氣的、重友誼的、俠義心腸的、有正義感的、能患難與共的、
善良的、好心腸的、光明磊落的、可信任的、誠懇的
現在請你設想你是雅清，即將與國雄一同討論中古屋的銷售策略這個議題。基於上述的性格描述，在完成
這項報告的過程（包括議題的討論與報告的撰寫）中，你預測國雄可能會對你做出哪些行為？面對國雄這樣性
格的業務經理，你可能會對國雄做出哪些行為？
第一部份請你預測國雄可能會對你做出哪些行為來回答。
第二部分請你就你可能會對國雄做出哪些行為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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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Specific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 Th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Gender, and Status
Kung-Yu Hs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o Gua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ontent of six kinds of specific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 (competent,
impotent, extraverted, introverted, other-oriented, and self-centered) based on different gender and status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implicit theories on participants’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in the working situation. Hsu (2003) presented a new
theoretical construct that coined as the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implicit theory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he implicit theory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 refers to
the associative schema about target with one kind of personality will perform some kind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Hsu
(2003) considered these implicit theories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ose interacting situations and the interacting targets’
characteristics (like gender and status) and these implicit theories could influence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ehaviors.
We would test this possibility.
The study has collected 434 adult participants (236 female) to fill out two kinds of structural questionnaires that
were designed two different cooperative scenarios of working tasks. These scenario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four
combinations of gender and status of interacting dyads and sex personalities of interacting targets.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six kinds of specific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behavior associations were supported by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he impact of the gender and status of interacting targets on specific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behavior only was
found in the competent target. And the impact of all of specific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behavior on participants’
interacting behaviors supported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Thes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dyadic interaction
in working situations.

Keywords: Chinese personality, gender, implicit theor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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