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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的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
關係契合性對師生互動品質及
(1)
學生心理福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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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觀點出發，應用人際契合的概念，探
討影響師生關係品質及研究生心理福祉的因素。對公私立大學研究所
碩士班學生的問卷調查共回收 180 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顯示：(1)
學生知覺老師的現代性是唯一能預測良好師生關係品質的有效因
子；(2)學生自身的傳統性會減低其正向感受（幸福感），良好的師
生關係品質則會增加其正向感受；學生的傳統性也會提高其負向感受
（心理症狀）；(3)共變數分析發現：師生在傳統性上的契合並不影
響師生關係品質及研究生的正、負向感受，但師生在個人現代性上的
契合確會影響師生關係品質，又以學生與老師現代性皆高的組合為最
佳。
關鍵詞：人際契合，心理現代性，心理福祉，心理傳統性，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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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古有明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在傳統華人社會中，老
師或師父對學生或弟子擁有絕對的權威，而尊師重道亦是學生應克
盡的本分。簡言之，傳統的師生關係是建立在老師傳道、授業、解
惑，學生謙心向學、恭敬服從的角色倫理之上，實是一種兩造權力
極不平等的關係。現代大學校園中指導教授與研究生的互動，也常
被比擬成師徒關係，且此一關係品質的優劣，不僅關乎研究生學業
的順利完成，亦常常影響到研究生的心理福祉。不過，在全球化與
社會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台灣民眾的心理已發生了本質的蛻變，但
每個人心理現代化的腳步並不相同，每個人所保留的心理傳統性亦
有不同，故台灣社會正處於一種傳統與現代混合的狀態（楊國樞，
1992）。在這樣一個混合型社會中，任何兩個人在心理傳統性與現
代性上的契合與否，都可能影響其互動的經驗，而在重要的人際關
係中，如親子、夫妻、師生，兩造在這兩套心理特質上的配合，必
定會更深刻地影響關係的品質，乃至互動雙方的心理福祉。
基於此，本研究在人際層次上，探討大學校園中指導教授與研
究生在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對師生關係品質，以及學生心
理福祉的影響；在個人層次上，本研究亦一併探討心理傳統性與現
代性各自對心理適應的影響。師生關係在一個人的求學生涯中無疑
是相當重要的人際關係，而互動密切的一對一師徒關係對研究生而
言，更可能有著終其一生的影響，可能受用無窮，在益友良師的引
領下奠定人生的成就；也可能痛苦抑鬱，導致學業困頓，心靈受創。
可惜的是，這樣一對一的師生關係鮮少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更沒
有以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為理論架構的探討了。
以下的文獻回顧將先概述現代華人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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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內涵及其對個人心理適應的可能影響，再討論心理傳統性與現代
性的人際契合對社會互動的影響，特別是對學生福祉的影響。

（一）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對個人心理適應的影響
心理學者對現代化現象之探討，主要關注在個人層次，稱之為
個人現代性，相對應的構念即為個人傳統性。楊國樞等人早在 1970
年代起，已針對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做了近二十年的系列研究，主
要目的在分析現代人心理與行為特徵的內涵與關係，並瞭解在現代
化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民眾之心理與行為的變遷情形（楊國樞、余
安邦、葉明華，1991）。此處，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
指的是在現代化社會中個人最常具有的一套認知態度、思想觀念、
價值取向及行為模式，而個人傳統性則是指傳統社會中個人所具有
的認知態度、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氣質特徵及行為模式（楊國樞、
余安邦、葉明華，1991）。本文同樣關注個人層次而非社會層次的
現代化現象，故沿用上述楊國樞等人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理論定義
及實徵操作，並稱之為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簡稱傳統性與現代性。
承前所述，國內對於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心理學研究，以楊
國樞等人為先驅。他們視傳統性與現代性為兩組獨立的、多向度的
心理組型（syndrome），在不同文化中可有不同的內涵。楊國樞、
余安邦、葉明華（1991）遵循嚴格的心理計量程序，編製完成了「多
元個人傳統性與個人現代性量表」，並以因素分析獲得個人傳統性
的五個主要心理成分為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
和男性優越。同樣以因素分析得到個人現代性的五種心理成分為平
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尊重情感，和兩性平等。
至此，我們很自然會感興趣的問題是：在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
裡，傳統與現代的心理觀念與行為對個人的生活適應究竟有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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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以本研究所關注的師生互動而言，我們在本節中先探討學生的
傳統性與現代性是否會影響其與老師的互動及其自身的心理福
祉，至於師生兩造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對兩人互動的可能影
響，我們將留待下節討論。
所謂心理福祉，可從正、反兩方面來衡量，以求概念的周延。
本研究以主觀幸福感為個人心理福祉的正面指標，以下簡稱正向感
受；又以輕度心理症狀為個人心理福祉的負面指標，以下簡稱負向
，
感受。主觀幸福感可視為個人內在、正向的心理狀態（陸洛，1998）
這樣的個人主觀經驗，包含了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身心健康、發
展良好、均衡和諧及存在價值感（Lu, 2001; Ryff, 1989），正適合
用作衡量整體生活適應的正面指標。而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心理症
狀無疑也是最常用來衡量個人適應狀況的有效指標。
不過，主觀幸福感和輕度心理症狀都是西方心理學常用的心理
適應指標，有無可能受到其個人主義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的影響，
進而使本研究的結果較為有利於個人現代性的正向作用呢？對此
可有兩項說明。其一，本研究所採用之主觀幸福感的定義其實兼容
並蓄了個人取向和社會取向的「安適」（well-being 或 wellness）內
涵與評價，前者如生活滿意、正向情感，這是西方學者界定幸福感
之核心內涵（如 Argyle, 2001; Diener, 1984），後者如均衡和諧，這
是 西 方 學 者 鮮 少 提 及 ， 但 對 華 人 獨 具 意 義 的 幸 福 感 意 涵 （ Lu,
2001）。此兩大取向的幸福感評量在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國人幸福
感量表」中都已涵納（陸洛，1998）。再者，最近有研究者系統地
分析了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幸福觀」的內涵，並予以測量（Lu &
Gilmour, 2006）。幸福觀是個人對「何為幸福」的思考，而非對自
身「是否幸福」的判斷，故更貼近深層的文化價值，可視為個人評
量主觀幸福感時隱而不現的基底架構，在構念上與本研究所測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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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不同，但卻可能存在某種關係。前述學者的實徵研究發現：不
論是個人取向幸福觀，還是社會取向幸福觀，與「中國人幸福感量
表」所測得的主觀幸福感之間都只有低度相關，顯見幸福觀與幸福
感確是不同的構念；但兩種幸福觀與幸福感間的關係強度卻大致相
同（r＝ .24 和 r＝ .22），這也顯示本研究所使用的幸福感測量已
包含了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相關的幸福內涵。換言之，本研究在構
念和測量的選取上應無嚴重的個人取向偏頗，也就不致有導引研究
結果至某一特定方向之虞了。
在本節之初我們曾提到：國內學者對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研
究，主要著力在界定其概念內涵，編制標準化工具及探討其變遷方
向與程度，尚未系統性地以實徵研究檢視這些心理觀念與行為對生
活適應的意義。少數的例外當屬最近的一項研究（陸洛、高旭繁、
陳芬憶，2006）。在親子配對的大樣本調查中，研究者發現：不論
是親代或子代，個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都與其幸福感無關。不過，
與傳統性息息相關的孝道觀念卻對親代和子代的幸福感都有影響。
雖然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對個人生活適應的影響尚缺乏直接
有力的實徵研究佐證，但在理論推斷上我們仍相信其影響是存在
的。因為，若我們視文化為「一套組織鬆散，但卻是一般民眾共享，
且能隨時提取的知識系統」（Chiu, 2004），則認同並實踐社會上
大多數人所共享的文化價值，對個人的生活調適應會有助益。現今
台灣社會是一個現代與傳統並存的社會（楊國樞，1992），故心理
傳統性與現代性都是大多數台灣民眾所共享之文化知識體系中的
重要元素。中華文化傳統一直都強調實踐取向，在日常生活中力行
道德價值與社會共享的重要觀念是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範，也是每個
人被賦予的角色責任（黃光國，1995a）。在「道德實踐」與「社
會合模」要求甚高的華人社會中，前述親子配對研究所發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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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觀念有助於社會適應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正向心理學的領域中，最近也有些研究指出個人所認
同的文化價值與信念確實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有助益。例如 Lu、
Gilmour、Kao（2001）就發現：認同華人重要的文化價值（如「社
會和諧」、「仁人愛物」）會提升華人的主觀幸福感，但對英國人
的幸福感就毫無意義。Suh、Diener、Oishi、Triandis（1998）的研
究也發現：在集體主義文化（如台灣社會）中，個人對社會規範的
認同是生活滿意的重要預測因子。故我們應可推論：心理傳統性與
現代性作為台灣社會中大多數人共享的價值、信念及行為意向，應
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有所助益。只不過，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深
入，我們或可期待心理現代性因其順應現代社會生活要求而在適應
上更具價值，而心理傳統性在適應上的重要性則相對減弱了。最近
的幾項研究都發現與現代性緊密相關的「獨立自我」觀念確能預測
台灣學生與民眾的主觀幸福感，但與傳統性相關聯的「互依自我」
觀念則與幸福感無關（Lu & Gilmour, 2004; Lu, Gilmour, & Kao,
2001）。當然，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從現有為數不多的實徵研究來看，傳統性與現代性相關的價值
或信念影響個人心理福祉的方向並無一致的模式。這很可能是由於
研究者各自採用了不同的理論構念及測量工具所致。另一種可能的
原因則與社會變遷中個人心理現代化歷程的多元性與差異性現象
（楊國樞，1993b）有關。在台灣社會現代化的背景下，傳統性與
現代性很可能經由並存不悖、共生共榮到融合統整，在人的主觀能
動創造和轉化下，成為一套全新的心理資源，來促進生活適應及心
理福祉（楊國樞，1993b，1995；陸洛，2003）。在此歷程中，個
別差異和多元多樣化的發展都是常態，具體的表現可能就如在某些
生活範疇、社會情境中，對某些人而言，某些傳統性的內涵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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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具有正向作用，另一些則無關緊要，更有一些可能已成為負面
影響。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前述相關研究所得的分歧結
果：孝道、和諧、行仁、互依都是傳統性的內涵，卻在不同研究樣
本、不同依變項評量上呈現出不一致的影響方向和強度。
本研究對心理傳統性採整體評量，在所測量的傳統性各項內涵
中，遵從權威和孝宗敬祖兩項較類似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
研究中的孝道觀念，安分守成和宿命自保兩項可能與 Lu、Gilmour、
Kao（2001; Lu & Gilmour, 2004）研究中的「互依自我」有關係，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這些與傳統性相關的內涵在心理適應上的效果
並不一致，我們暫時採較保守的立場，假設傳統性與適應無關。反
觀心理現代性，雖在前述親子配對研究中未能預測個人幸福感，但
另兩項跨文化研究均發現與現代性相關的「獨立自我」觀念確能預
測幸福感。故我們採較為積極的立場，假設現代性與適應有正面的
關係。據此，本研究假設：
H1a：學生的心理傳統性與其正向感受無相關，與其負向
感受亦無相關。
H1b：學生的心理現代性與其正向感受為正相關，但與其
負向感受為負相關。

（二）師生在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對關係品質與學生福祉
的影響
前節討論的是個人本身的觀念與行為對生活適應與心理福祉
的影響，不過，人畢竟是社會性的動物，其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及互
動品質，也可能會影響生活適應與心理福祉。儒家對人際關係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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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規範就是維持和睦，避免衝突（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為達此目的，個人的行為要合乎社會的規範，以合群為行
為的導向，而非表現特立獨行的個人風格，這就是強調「和合」的
人際關係互動觀（余德慧，1991；彭泗清，1993），也是華人人際
關係的「和諧」基調（楊中芳，2001）。
既然人際和諧如此重要，那要如何達成呢？消極的來說，維持
人際和諧的不二法則就是「忍」（李敏龍、楊國樞，1998）：心字
頭上一把刀，忍所不能忍，一直是傳統華人化解人際衝突的良方。
忍固然重要，但總是不得已的消極行為，也可能會衍生出心理上的
痛苦，成為虛性和諧的代價。在人倫次序的規範之下，傳統華人對
父母與師長只有絕對的順從，這常造成個人的抑鬱、委屈和無奈（余
德慧，1991）。為避免自我壓抑和委屈求全，謀求與重要他人的契
合就成為追求人際和諧的積極手段了。
最近，有學者提出了個人與社會文化「適配」
（fit）的概念（Lu,
2006），認為：個人的價值、態度、信念與行為若與其生活的大環
境中佔主導地位的價值、態度、信念與行為有差距，則此「差距」
對個人的生活適應必有影響，且此差距越大，對個人生活適應的衝
擊也越大。用此假說或許可重新解讀前述的實徵研究結果。若現今
華人社會的主流已是東、西文化交融，現代與傳統共存，那麼與之
相應的兩套價值、兩類態度、兩種信念與兩組行為模式，自然都對
生活適應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個人因同時具有這兩套現代與傳統
的心理與行為特徵，而縮小了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的差距，在主、
客觀上都能與之水乳交融，而生適配之感與合宜之狀，這可能才是
真正造成生活適應良好的決定因素。在台灣和中國大陸進行的大樣
本調查確實發現：個人與「社會上一般人」在和諧信念（與心理傳
統性有關）及獨立自我觀念（與心理現代性有關）上的「適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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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是有關聯的。更進一步的發現是：自認比
社會上一般人更具備現代心理特徵（如獨立自我和主動掌控信念）
者，其生活適應較佳。這樣的結果還有待更多的研究來檢驗。至此，
我們已可推論：無論是個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還是個人與社會文
化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對生活適應與心理福祉皆有影響。
若我們將廣義、抽象的個人與社會適配的概念落實到具體的人
際關係中，就可以檢驗人際契合的作用了。前文已指出：社會變遷
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浸淫過程，整體趨勢雖然是由傳統向現代變遷，
但社會上、家庭內、人際間乃至個人內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因此，在社會上一般人的互動中，有的人可能較具傳統的觀念與行
為，另一些人則較具現代的觀念與行為；單一家庭內，有的成員可
能較具傳統的觀念與行為，另一些成員則較具現代的觀念與行為。
最近一項配對 150 對夫妻的調查研究（高旭繁、陸洛，2006）就發
現：(1)丈夫在個人傳統性中的「男性優越」上得分高於妻子越多，
夫妻雙方的婚姻適應越差；(2)妻子的個人現代性總分高於丈夫越
多，夫妻雙方的婚姻適應越差；(3)妻子的現代性得分高於丈夫越
多，則丈夫知覺到夫妻間有關「長輩奉養」的衝突嚴重性越高。可
見，夫妻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確實會影響其婚姻適應。另一
項婚姻對偶研究也發現：夫妻雙方對「孝養角色」之重要性（與傳
統性有關）的認知落差越大，則丈夫的幸福感越低（Lu, 2000）。
顯見，對偶關係的兩造在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是會影響其
關係品質與個人心理福祉的。雖然目前尚無實徵研究探討師生在傳
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問題，但依據前述廣義的個人與社會適配理
論及婚姻契合的研究證據，我們推論：
H2a：師生在心理傳統性上的契合會有助於師生關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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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也會提升學生的正向感受，降低其負向感受。
H2b：師生在心理現代性上的契合會有助於師生關係品
質，也會提升學生的正向感受，降低其負向感受。
在此宜補充說明：前文已提及在現今華人社會發展的脈絡之
中，整體現代性對生活適應的影響可能又甚於整體傳統性的影響，
故師生皆高度認同現代性內涵可能是最佳的契合範例；反之，師生
皆不認同現代性內涵在邏輯上仍屬契合的對偶組合，但對生活適應
的影響則較難預測，因為低現代性本身可能有負面的影響，其與人
際適配的正面效應會發生某種抵銷作用。師生在個人傳統性上的配
對效益則與現代性剛好相反。不過，鑑於「適配」理論尚在發展階
段，相關的實徵研究也很少，我們認為尚無足夠的基礎提出師生「現
代性皆高」、或「傳統性皆低」會是最佳組合的假設，故在本研究
中只將「何種師生契合會對師生互動與學生福祉有最佳效果？」視
為研究問題，進行初步的實徵探討。
另，本研究的 H1a 和 H1b 是採現代性特質高，則適應佳的看
法，所反映的是心理現代性對個人適應的主效果，其理論基礎為「社
會合模」，即個人認同並實踐社會成員共享的文化價值；H2a 和
H2b 則認為對個人適應較為重要的可能不是傳統性或現代性本身，
而是重要人際關係中兩造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程度，其理論
基礎為「人境適配」，即個人與環境間的差距越小，則適應會越好。
前組假設只考慮個人特質，後組假設則納入人際關係的脈絡，但兩
組假設之間是有對立性與競爭性的。從文獻分析來看，兩組假設背
後的理論都有可信度和內在邏輯，但直接檢驗這兩組假設的實徵研
究均很少，且未發現一致性、穩定性的模式，故本研究將同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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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組假設，實徵結果應可說明那一組假設較可能成立。

（三）師生關係品質對學生福祉的影響
我們在前兩節分別討論了個人特質及人際契合對適應的重要
性，人際關係本身對個人的心理福祉可能同樣意義深遠，特別是在
重視關係與人際評價的華人社會中，人際互動對權力相對弱勢的一
方可能影響更巨。現有的研究已一再指出：和諧、親密的社會關係
能提升幸福感（Argyle, 2001），而華人幸福感的一個重要來源正是
人際和諧，特別是重要他人對自己的肯定（Lu & Shih, 1997）。跨
文化比較（Lu, et al., 2001）也發現：對華人而言，人際互動所產生
的和諧感和衝突感都能有效地預測個人的幸福感，但對英國人而
言，人際互動的感受則與個人幸福感無關。
師生關係在學生求學生涯中無疑是相當重要的社會關係，教育
心理學家對師生互動的議題多有研究，但大多數集中在老師的班級
領導行為與班級管理策略之討論，關注的是一對多（老師對全班學
生）的情境，而非本研究所關注的一對一（指導教授對研究生）的
關係。近年來，國外學者確已開始注意指導教授與學生互動的議
題，主要研究方向有二：其一是探討指導教授的特徵，如
Coran-Hillix、Gensheimer、Coran-Hillix、Davidson（1986）探討研
究生對指導者（mentors）的評價，結果發現好的指導者具有以下特
質：對學生表現興趣和支持（interested/supportive）、自己有知識
和能力、樂於分享、不剝削學生（unexploitative）、積極投入研究
等等。反之，不好的指導者則對學生不感興趣∕不支持、沒有知識
∕能力、剝削學生等等。另一個研究方向則探討雙方關係品質對研
究生學習和研究產能之影響。如 Wrech、Punyanunt（2004）探討研
究生對指導教授在能力（competence）、可信賴度（credibilit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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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直接性（nonverbal immediacy）的知覺，對其學習、指導關
係效能（effectiveness of the advisee-advisor relationship）和被指導程
度之影響。結果發現，研究生對指導教授之能力和照顧∕善意
（caring/goodwill）的知覺，會影響其學習、指導關係效能和被指
導的程度。這些研究的議題與本研究較為相關，但仍有不同。我們
所關注的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對華人師生而言是更具本土契合性
的構念。
另外，在類似師生關係這般有權力落差的人際互動中，研究已
發現：華人企業中常見的權威式領導對部屬的身心健康都有負面的
影響（趙安安、高尚仁，2005），而力求上司肯定的壓力也對華人
工作者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Lu, Cooper, Kao, & Zhou, 2003）。在
家庭人際關係中，要求子女克盡孝道的父母會壓抑子代的幸福感受
（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由此不難想見，兼具父母和上
司角色特性與權力優勢的指導教授，對研究生心理福祉的影響應不
容小覷。故此，我們假設：
H3：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互動關係的良好品質會提升學生的
正向感受，降低學生的負向感受。
在本研究中，師生關係品質與學生的正、負向感受皆為依變項。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研究生為對象，調查其心理傳統性與現代
性，對單一特定師生（與論文指導教授）關係的判斷，日常生活中
的正向感受（幸福感）與負向感受（心理症狀）；並要求研究生以
「同理式瞭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的方式，站在其指導教
授的立場，對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各項概念內涵的描述作出同意
與否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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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各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老師則是
擔任該學生論文之「指導教授」或在論文研究上與之「互動最為頻
繁的老師」。問卷發放採立意抽樣的方式，樣本來源盡量涵蓋公、
私立大學，也兼顧各個主要學院，如文、理、工、商、醫、師範（教
育）。取樣時也考慮指導教授的職等。研究者共發放了 210 份問卷，
回收 18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約在 86%左右。不過，分發學校大多
集中在台北縣市地區，佔總樣本的 55.1%。全部樣本中公立學校有
11 所，共 68 人，佔總樣本的 41.21%；私立大學有 7 所，共 97 人，
佔總樣本的 58.79%。老師中教授有 68 人，佔了 41.5%；副教授 70
人，佔了 42.7%；助理教授 26 人，佔了 15.9%，另有兩人未填答職
稱。由此可見，我們雖未做到隨機取樣，但學生來源仍涵蓋了多所
公私立大學和各種學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問卷發放時已
排除了多位研究生可能由同一位老師指導的可能性，應無違反觀測
值獨立假設之情事。
在去除極端值後共有 167 人的資料納入後續統計分析。細部來
看，學生中男性 62 人，女性 105 人。受訪者平均年齡為 25.52 歲（標
準差為 2.24）。目前就讀的學院以理工學院居多，佔 36.5%，其次
依序為醫學院佔 12.6%，教育學院佔 10.8%，民生學院佔 8.4%，商
學院佔 7.8%。老師中男性 91 人，女性 75 人，平均年齡為 45.78 歲
（標準差為 7.70），已婚者佔 89.2%，具博士學位者佔 95.8%，曾
出國留學或研究者佔 81.2%，另兼任校內行政職者佔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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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1. 個人傳統性量表與個人現代性量表（簡短版）
高旭繁、陸洛（2006）新近修訂了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的「多元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一則重新檢驗十多年前所編
制的量表題目在現今生活中的適用性，二則挑選出較具意義與辨別
力的較少數題目，將原本共 100 題的量表濃縮、改編成 50 題的「簡
短版」。此量表仍沿用原量表的架構，即測量個人傳統性的五個心
理成分（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以及男性優
越）以及個人現代性的五個心理成分（平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
進取，尊重情感，以及兩性平等）。計分採六點量尺：「非常不同
意」（1 分）、「相當不同意」（2 分）、「有點不同意」（3 分）、
「有點同意」（4 分）、「相當同意」（5 分）、「非常同意」（6
分）。此份量表的發展者在其實徵研究中檢驗了工具的信度和構念
效度，結果皆相當良好（參見高旭繁、陸洛，2006）。在本研究中，
傳統性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1，現代性量表為 .86，信度皆
良好。由於「簡短版」測量每個心理成分的題目只有 5 題，且本研
究不擬細部探討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各個心理成分的意義，故循原
量表發展者的作法，分別加總得一傳統性總分及一現代性總分，分
數越高代表個人傳統性或現代性的程度越高。
前文已提及：由於老師樣本蒐集不易，我們參考了黃光國
（1995b）的研究方式，改由學生針對老師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
特徵予以評估。此量表的指導語如下：
我們想透過您的經驗或看法來瞭解您的指導老師（或
是與您在做論文研究上互動最為頻繁的老師）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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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請您詳細閱讀每道題目之後，就老師所可能具有的價
值觀，圈選出您的「同意度」，敬請每一題都回答，不要
省略。
本量表的建構仍沿用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的個人
傳統性與現代性理論，含括五個個人傳統性成分與五個現代性心理
成分，並以此十個成分的概念定義作為題目的內容。例如，個人傳
統性中「遵從權威」的概念定義為：「在不同的角色與情境下有遵
守、順從或尊重權威的心態」（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我們就以此敘述作為老師個人傳統性量表的第一題，請學生評估老
師符合的程度，其餘題目依此類推。
不過，楊國樞等人在定義傳統性的「孝親敬祖」與「安分守成」
以及現代性的「平權開放」、「獨立自顧」與「樂觀進取」時各包
含了兩個不同但互有關連的面向，我們在編題時皆予以分開，各編
成一題。例如，「樂觀進取」有兩個主要內涵，一為「樂觀的態度」，
如認為科技可以帶來光明前途；另一為「信任的胸懷」，如相信大
多數人都誠實可信（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我們就編
寫了「具有樂觀的態度」與「對人有信任的胸懷」兩題。故此，傳
統性包含了「遵從權威」、「宿命自保」、「男性優越」各一題，
「孝親敬祖」與「安分守成」各兩題，合計 7 題。現代性則有「尊
重情感」與「兩性平等」各一題，「平權開放」、「獨立自顧」與
「樂觀進取」各兩題，合計 8 題。知覺老師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共
有 15 題。
填答的方式以學生知覺老師具有該項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特
徵的程度作判斷。計分同前採六點量尺，分數愈高代表老師具有該
項心理特徵的程度愈高。在本研究中，學生知覺老師傳統性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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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3，知覺老師現代性量表為 .75，信度亦稱良
好。全部 15 題列於附錄 1，請參考。
2. 師生關係品質量表
因國內並無學者系統地分析過師生關係的本質內涵，更無現成
可用的評量工具，我們遂決定自編量表。依黃光國（1991）對於人
際關係的理論分析，我們將「師生關係」的內涵界定為同時具有「工
具性成分」與「情感性成分」的「混合性關係」。也就是說，站在
學生的立場，期望指導教授能傳授知識，提供學術資源，幫助其順
利完成學業，此乃師生關係中工具性的成分；另一方面，研究生也
會期望與指導教授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在求學過程中得到老師的
肯定、包容、關心與照顧，此乃師生關係中的情感性成分。以前者
而言，老師的「學術能力」與「學術資源」可謂關鍵因素；以後者
而言，老師的「個性」及學生與老師的「互動經驗」可謂關鍵因素。
我們遂以此四個向度為主軸編寫題目。編寫量表題目時經研究團隊
（一位人格心理學教授，一位主修人格心理學的博士生，及五位主
修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碩士班學生）的共同參與和充分討論，逐題
試寫並修訂，最終得「指導老師的能力」2 題、「指導老師的個性」
3 題、「指導老師的資源」2 題，「與指導老師的互動經驗」3 題，
共計 10 題。計分方式亦採 Likert 六點量尺，加總計分，學生對各
題的同意度愈高，則師生關係品質較高。在本研究中，這份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4，信度甚佳。全部 10 題亦列於附錄 2，請讀
者參考。
3.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採「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的簡短版（陸洛，1998），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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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0 題，以四點量尺評量正向情感與整體生活滿意，再加總計分，
分數愈高表示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愈高。「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在台
灣已被廣泛用於各類對象的研究中，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一樣
有相當良好的信度表現（α＝.91）。如前所述，此量表的分數代表
研究生在生活適應上的正向感受。
4. 簡氏症狀量表
我們選用台大醫院精神科編修的「簡氏症狀量表」中的「憂
鬱」、「焦慮」及「身體化症狀」三個分量表，共計 19 題，以 0
（完全沒有）、1（有一點）、2（非常嚴重）的三點量尺評分（Lu,
1994），加總後分數愈高表示心理症狀愈嚴重，亦即研究生在生活
適應上的負向感受愈高。在本研究中，這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 .93，信度甚佳。

三、研究結果
在進行假設檢驗之前，我們先以配對 t 檢定比較了學生自陳的
傳統性與現代性得分與其知覺之老師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得分間是
否存有顯著性差異。因每份量表的題數不同，我們以量表總分除以
該量表題數後的單題平均分數進行統計檢定。結果發現：學生的傳
統性與其知覺老師的傳統性間並無顯著性差異（t(167)＝1.81，ns），
但學生的現代性卻顯著地高於其知覺老師的現代性（t(172)＝44.06，
p＜ .001）。這樣的結果與我們的預期及日常生活觀察是大致吻合
的，意即，年輕的學生常自認現代性比老師高，但可能由於絕大部
分老師（81.2%）都曾出國留學或研究，看似並非傳統性很高的老
學究，故師生在傳統性上並未有明顯落差，至少學生的知覺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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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樣的結果也支持了採「同理性理解」的研究策略是具有一定
效度的。
為檢驗假設 1a、1b 和假設 3，我們先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計
算出本研究各主要變項間的兩兩相關，完整的相關矩陣列於表 1。
表中亦一併列出各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以供參考。
從表1可見，學生的傳統性與其正向感受間有顯著負相關，與
其負向感受間則有顯著正相關，假設1a未獲得支持。但是，學生的
現代性與其正、負向感受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故假設1b未
獲支持。另外，學生自評的師生關係品質與其正向感受間達到顯著
正相關，但與負向感受無關，故假設3僅獲得部分支持。
這個相關矩陣中另有兩組關係值得一提。首先，學生自陳的傳
統性與現代性間有低度負相關，這與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
以同份量表所得到的結果（r＝-.32）是相似的，也與原量表作者（楊
國樞，1993a）稍早所得到的結果（男：r＝-.34，女：r＝-.55）相
去不遠。其次，本研究中學生知覺老師傳統性與現代性則完全沒有
相關。這些都說明：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確實是兩套可測量的獨立
構念，而非一個向度的兩端。
為更嚴格地檢驗假設 1a、1b 和假設 3，也找出師生關係品質及
學生正、負向感受的有效預測因子，我們續做了三套層級式迴歸分
析。在前驅分析中，我們已發現：學生的性別與其傳統性有顯著相
關（r＝-.20，p＜.05），且老師的性別也與學生知覺老師的傳統性
（r＝-.23，p＜.01）與現代性（r＝.24，p＜.01）皆有顯著相關，故
在層級式迴歸的第一層，我們先投入學生的性別及老師的性別（均
編碼為 1＝男，2＝女），以控制其和傳統性與現代性重疊的部分。
在迴歸分析的第二層，我們投入學生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以檢驗假
設 1a 和 1b。在迴歸分析的第三層，我們投入學生知覺老師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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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現代性，以嘗試檢驗老師的心理特質對師生關係及學生福祉的
影響。雖然我們最初並未對此項做出明確的假設，但從表 1 的相關
矩陣中已可看出：老師的現代性可能會影響師生互動頗巨。在預測
正、負向感受時，迴歸分析的最後一層再投入師生關係品質，以檢
驗假設 3。三套迴歸分析的結果一併呈現於表 2，其中的 R2 和 F 值
皆取自最後的迴歸方程式。
從表 2 的結果可見，對師生關係品質影響最大的是學生知覺老
師的現代性，而師生關係品質確實也會影響學生的正向感受，但對
負向感受並無影響。故，假設 3 再次得到部分支持。不過，老師的
傳統性與現代性對學生的心理福祉倒無任何影響，而是學生自身的
傳統性會壓抑其正向感受，增加其負向感受，假設 1a 和 1b 仍未獲
得支持。
接下來，我們將檢驗假設 2a 和 2b，即師生契合的議題。在文
獻回顧中，我們已說明：本研究所探討的人際契合是基於對個人與
社會文化適配現象的理論分析（Lu, 2006），我們亦嘗試探討：在
現今快速變遷、現代與傳統價值並存的華人社會中，除了要考慮互
動雙方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程度（即差距絕對值的大小），
差距的方向，即一方較另一方傳統與一方較另一方現代，是否也可
能具有不同的意涵？初步的證據似乎指向「方向」也具一定的重要
性（高旭繁、陸洛，2006；Lu, 2006）。故此，我們不採將師生分
數相減再取絕對值的方式來操作契合，而以共變數分析法，直接比
較師生在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得分高低所組成的各種組合間的差
異，以找出最佳的師生組合。
具體的作法是：依據學生自身及學生知覺老師之傳統性與現代
性的分數，各自區分出低於平均數的「低分組」與高於平均數的「高
分組」，低分組以 L 代表，高分組以 H 代表，再組合成四組，分別
100

101

.03

師生關係品質

.21*

11.91***

.04*

.31

.09

.24***

.51***

老師現代性

.09**

.01

△R2

-.01

-.01

-.29**

-.01

-.11

β

.10

.03

F

老師傳統性

-.11

學生傳統性

.04*

R2

.01

.10

老師性別

△R2

2. +代表迴歸分析的一個層級。

3. *p＜ .05，**p＜ .01，***p＜ .001。

F

.16 4.36***

R2

正向感受

學生現代性

-.05

學生性別

β

師生關係品質

師生關係品質、正向感受與負向感受的預測因子

註： 1. 性別：1＝男，2＝女。

+

+

+

+

表2

-.04

-.04

.03

.10

.22**

-.05

.11

β

.00

.00

.04*

.01

△R2

.06

R2

負向感受

1.41

F

傳統性、現代性及人際契合

本土心理學研究

為：(1)LL，學生與老師傳統性（或現代性）均為低分組；(2)LH，
學生傳統性（或現代性）為低分組，但老師傳統性（或現代性）為
高分組；(3)HL，學生傳統性（或現代性）為高分組，但老師傳統
性（或現代性）為低分組；(4)HH，學生與老師傳統性（或現代性）
均為高分組。以下就以上述的代號作為簡稱。
另外，由於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因此我們
採共變數分析進行各組的平均數比較，也就是在進行以傳統性（現
代性）分組的分析時，控制現代性（傳統性），以取得較為精確的
結果。這樣的共變數分析共進行三套，分別以師生關係品質及學生
的正、負向感受為依變項。結果分述如下：
以師生關係品質為依變項的共變數分析顯示：師生在傳統性的
四種組合間均無顯著差異，但在現代性的四種組合間就有差異。事
後檢驗則發現：師生現代性皆高的組合的關係品質明顯優於其他三
組。此套分析結果列表於表 3。
不過，另兩套共變數分析皆未發現顯著性的結果。也就是說，
師生依傳統性分成的四種組合在正向感受（F(3,140)＝ .78，ns）及負
向感受（F(3,145)＝2.51，ns）上均無顯著差異；師生依現代性分成的
四種組合在正向感受（F(3,140)＝1.65，ns）及負向感受（F(3,145)＝1.31，
ns）上亦無顯著差異。綜合以上結果，假設 2a 未獲支持，假設 2b
僅在師生關係品質一項上獲得支持。
最後，我們也嘗試同時檢驗 H1a、H1b 和 H2a、H2b 兩組競爭
性假設，以澄清何者較可能得到支持。做法是：在表 2 所呈現的三
套層級式迴歸分析中，各再增加一層，投入「師生傳統性的差距」
及「師生現代性的差距」，以觀察此兩差距變項是否為顯著的預測
因子。具體而言，在分別預測師生關係品質、學生的正向感受，及
學生的負向感受時，都先投入學生性別、老師性別作為第一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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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再投入學生傳統性、學生現代性作為第二層變項；再投入老師
傳統性、老師現代性作為第三層變項；與表2不同的是，此次我們
再投入師生傳統性差距（將學生傳統性得分減去老師傳統性得分後
取絕對值）、師生現代性差距（仿前項做法）作為第四層變項，也
就是在考察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主效果（第二、三層）之後，再檢驗
「適配」效果。結果顯示：在三套迴歸中，新加入的第四層變項皆
未達到顯著的預測作用（△R2均為 .01，ns）。我們也再嘗試將兩
項差距變項先投入迴歸分析，再檢驗主效果，結果也相似：適配作
用不顯著，但主效果（學生傳統性）依然顯著。至此，我們大抵可
說，主效果看似比適配效果穩定，且較可能發生。

四、討 論
本研究以研究生為主體與資料提供者（informant），關注的議
題主要有二：學生自身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在生活適應上的意義，以
及師生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對關係品質及學生福祉的影響。
就第一個議題而言，我們發現，學生自身的傳統性似乎是心理
福祉的危險因子：傳統性不僅減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還有增加心
理病理的風險。反觀現代性則對心理福祉既無損也無益。這樣的結
果與我們的研究假設是不符的，我們預期傳統性無影響，現代性則
有正面的影響。雖然直接討論心理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適應意涵的實
徵研究付之闕如，但我們在文獻回顧中所評析的幾項研究似乎都間
接地指向傳統性（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Lu, Gilmour, & Kao,
2001）和現代性（Lu & Gilmour, 2004; Lu, et al., 2001）應都與個人
適應的某些指標有關，其中傳統性的適應意義在本研究的研究生群
體中得到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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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並不應就此斷言傳統性就是不好的、不適應的，原
因之一就是本研究樣本的特性。近二、三十年來，台灣快速而深刻
的社會變遷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塑模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楊國樞
（Yang, 1996）在綜合了大量與個人傳統性及現代性相關的研究後
就指出：華人承襲傳統文化思想的社會取向式心理與行為正在漸次
減少，而來自西方文化思想的個人取向式心理與行為則在漸次增
強，只是各項特定的心理特徵與行為的增或減的速率與程度並不相
同，在各個群體中變遷的速率和程度也不同。已有研究發現：在開
發中的非西方國家，年輕、受過高等教育、且居住在都市的群體，
集體主義傾向（與傳統性有關）較低（Sinha & Tripathi, 1994）。在
台灣，研究者採嚴謹的親子配對設計，同樣也發現年輕一代的傳統
性較上一代低，但現代性較上一代高（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
Lu & Kao, 2002）。本研究中的研究生正是這樣的群體：年輕、受
高等教育、生活在大都市，他們應是傳統性低、現代性高的一群，
而配對 t 檢定也確認學生的現代性遠高於傳統性（t(172)＝26.67，p
＜ .001）。在 1～6 的量尺上，本研究中研究生的傳統性單題平均
2.56，現代性單題平均 4.47。在這樣的族群中，高現代性已是常態，
其對生活適應的影響可能因諸如「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的
因素而不易顯現；相反的，在這個族群中，若有人依然保有高度的
傳統性，其對生活適應的正、負面影響都相對地較易顯現。這可能
也是某種「社會合模」規範的運作（順應次文化），倒正可幫助我
們理解本研究的發現。不過，這也提醒我們，在探討心理傳統性與
現代性的適應意義時，或許應同時考慮大社會與小群體（次文化）
的脈絡與規範，如此，我們對傳統性與現代性之於特定個人的意義
方能有更深入且細緻的理解。
至於本研究關注的第二個議題，我們發現：師生皆具高度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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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組合，對互動品質是最有利的，但師生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
配合則與學生的心理福祉盡皆無關。如前所述，在快速開發的非西
方國家中，接受西化教育的高知識份子總是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一
群，與學生一樣，本研究也發現學生知覺老師的現代性顯著高於傳
統性（t(169)＝5.28，p＜ .001），故不難想像，一個高現代性指導教
授與一個高現代性研究生之組合的互動經驗帶給兩造的感受可能
也是比較好的。另外，老師若具備了現代性中的平等對待、開放包
容、樂觀進取、兩性尊重等核心特質，對師生關係品質可能也是有
益的。Coran-Hillix、Gensheimer、Coran-Hillix、Davidson（1986）
的研究就發現：研究生認為好的指導教授在專業能力之外，還應具
備支持性、樂於分享、不剝削學生等特質，這些與現代性的內涵都
是相關且相合的。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為釐清「師生關係品質」這
一構念的內涵，對多位在學研究生進行了非結構性的開放式訪談。
受訪者也提到，站在學生的立場，指導教授能放下權威，以理服人，
以情相待，包容接納學生的想法與作為，會讓學生覺得窩心與安
全，師生互動的品質也較高。這樣的描述正呼應了本研究的發現：
老師的現代性是師生關係品質的有效預測因子。此項結果也證實：
在「社會取向」濃厚、重視關係、權威、與他人評價的華人社會互
動中（楊國樞，1993b），關係中另一方，尤其是權力較大的一方，
對關係品質確實是有影響的。
更進一步說，謀求兩人在重要的價值與行為模式（如傳統性與
現代性）上的契合，可能是一種追求人際和諧與有效互動的積極手
段，正如師生現代性皆高的配合，這在本研究的脈絡中可視為交互
作用的效果。不過，當我們將主效果與適配效果同時以階層式迴歸
分析進行檢驗時，則發現主效果（學生自身傳統性的影響）比較穩
定，也比較容易被觀察到，適配效果在迴歸分析的線性模式中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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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呈現。這樣的結果似乎顯示：就第一組假設和第二組假設間的
競爭性而言，第一組假設（主效果）是較可能發生的現象。但是，
Baron、Kenny（1986）在方法論的討論中就曾指出：主效果遠比交
互 作 用 容 易 得 到 實 徵 資 料 的 支 持 ； Ratzlaff 、 Matsumoto 、
Kouznetsova、Raroque、Ray（2000）在整理了各種適配理論的相關
文獻後也指出：適配的概念雖具有直覺的合理性，但要用實徵研究
來檢驗並得到支持性的證據卻不容易。有鑑於這些方法上的局限，
加之目前針對傳統性、現代性之主效果和適配效果的實徵研究都很
少，我們暫時不宜做出排除性的結論，而擬將兩組假設都留給後續
研究繼續檢驗。
最後，我們有必要檢討本研究的某些限制，以期合理地定位研
究結果及其適用性。首先，本研究定位為初探性質，將傳統性與現
代性理論應用於師生互動的研究甚少，討論師生的心理契合對關係
品質影響的研究更是闕如，故本研究進行假設推論的基礎並不強，
與其說是嚴格的假設檢驗，更像是在摸索假設的方向，後續研究應
可據此向前推進。
第二，本研究只討論整體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但正如我們在文
獻評析中提到的，這樣的做法可能混淆了傳統性內各成分間的不同
作用和適應意義。在師生互動這一特定情境中，某些特定的傳統性
內涵（如「遵從權威」）和現代性內涵（如「平權開放」）有可能
比總分更有意義，這個可能性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或許可單獨
使用與這些心理內涵相關的測量工具（如「權威人格」），在確保
信、效度的前提下，進行深入分析。
第三，群體差異（如世代）和次文化的影響以後也應一併考量。
第四，樣本數太小，不足以進行細緻的分組比較。例如，除我們現
用的共變數分析方法外，另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是同時考量傳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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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性兩個向度上的契合情形，這樣的做法符合傳統性與現代性
為兩個獨立向度的假設，也可更細緻地檢驗更多樣的可能組合，例
如，當師生在現代性上很契合時，依然存在兩造在傳統性上契合或
不契合兩種可能。只可惜，這樣細的分組比較要在大樣本的前提下
方可行，本研究的有效樣本太小（n＝167），實不敷進行如此繁複
的分組分析，後續研究或可增加樣本再來探討。
第五，以研究生對老師的知覺作為資料來源，可能隱含著測量
有效性的風險。畢竟人際知覺並非完全的真實，且評價老師的傳統
性、現代性與評量師生關係品質，皆是對「老師的評價」，可能因
共同方法（common method）而產生偏誤。我們最初希望以對偶設
計，同時收集指導教授與其所指導研究生的問卷資料，也經實際聯
絡可能的研究對象，嘗試了由老師追學生，及由學生追老師的雙重
方向，均遭遇很大的配對困難。主要原因是學生有顧慮，不太敢拿
問卷給老師填答，怕佔用老師的時間等等；而老師常有多位指導學
生，要決定拿問卷給其中的一位填答，恐也會為研究引入無法控制
的干擾因子。考慮再三，我們決定退而求其次地採用目前的人際知
覺設計，這樣的設計雖然不若師生配對研究來得理想，但在種種現
實局限性之下，仍不失為一種有效可行的人際研究方法，所依據的
是個人人際知覺的能力，這在互動密切且個人在意對方觀感的人際
關係中更為適當。最後，我們的取樣方法並無法保證樣本的代表性
或隨機性。
總之，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探討指導老師與研究生之間在傳
統性與現代性上的契合程度對於師生互動的影響，是一個有意義的
議題，本研究旨在拋磚引玉，研究方法尚有不盡人意之處，研究結
果也有適用的局限，這些都有待後續研究的精進與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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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文由第一作者執筆完成，實徵研究的資料取自第二作者的碩
士學位論文，第一作者為其指導教授。本文呈現的研究結果已
經第一作者重新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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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學生知覺老師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
我們想透過您的經驗或看法來瞭解您的指導老師（或是與您在
做論文研究上互動最為頻繁的老師）的價值觀念。請您詳細閱讀每
道題目之後，就老師所可能具有的價值觀，圈選出您的「同意度」，
敬請每一題都回答，不要省略。
非常不同意

相當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1. 在不同的角色與情境下有遵守、順從或尊重權威的
心態。

1

2

3

4

5

6

2. 強調孝敬父母親戚長輩。

1

2

3

4

5

6

3. 重視祭祀祖先。

1

2

3

4

5

6

4. 強調安守本分、不做非分之想。

1

2

3

4

5

6

5. 接受現實，逆來順受。

1

2

3

4

5

6

6. 相信命運及運氣。（消極的方面有少管閒事明哲保
身，或積極面上會想辦法為自己謀利。）

1

2

3

4

5

6

7. 強調男性優於或超越女性的態度。

1

2

3

4

5

6

8. 強調階級、性別、地位等的平等。

1

2

3

4

5

6

9. 在做人處事上有開放的與容忍的胸襟。

1

2

3

4

5

6

10. 生活與行為上獨立自主，儘量少受別人的影響。

1

2

3

4

5

6

11. 生活與行為上只顧自己的事情。

1

2

3

4

5

6

12. 具有樂觀的態度。

1

2

3

4

5

6

13. 對人有信任的胸懷。

1

2

3

4

5

6

14. 強調各種人際關係都應依據真實的感情（如愛
情），不必重視其他的因素（如年齡、國籍、學歷
等）。

1

2

3

4

5

6

15. 講求男女兩性在教育、工作、地位等各方面的平等。 1

2

3

4

5

6

這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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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師生關係品質量表
請以您的論文指導教授（或是與您在做論文研究上互動最為頻
繁的老師）為對象，回答以下的題目。敬請仔細閱讀下面的每一語
句，圈選一個適當的數字，來代表您的意見。每一題都請回答，不
要省略。
非常不同意

相當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對這位指導教授的學術研究能力感到滿意。

1

2

3

4

5

6

2. 我覺得這位指導教授是個照顧學生的人。

1

2

3

4

5

6

3. 這位指導教授對學生認真負責。

1

2

3

4

5

6

4. 這位指導教授會關心我的論文進度。

1

2

3

4

5

6

5. 這位指導教授是個和藹可親的人。

1

2

3

4

5

6

6. 我對這位指導教授的待人接物感到滿意。

1

2

3

4

5

6

7. 這位指導教授會幫忙我解決研究論文的問題。

1

2

3

4

5

6

8. 這位指導教授會提供學術上相關的資源給我。

1

2

3

4

5

6

9. 我對這位指導教授的個性感到滿意。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0. 我和這位指導教授的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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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 Modernity
and Academic Advisor-Student F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Students’ Well-Being
Luo L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Ko-Cheng 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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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daptational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 modernity, and interpersonal fi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ademic ad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A
survey of graduate students yielded 180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nalyses revealed that (1) the only predictor of a
good relationship was the advisors’ modernity as perceived by
the students; (2) students’ traditionality suppressed their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inflate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hile
a good ad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enhanced happiness; (3) a
MANCOVA showed that the advisor-student fit on traditionality
had no effect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or students’ well-being.
However, the modernity fit had an effect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pairing of an advisor high on modernity with a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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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similar modernity score made the best match.

Keywords: ad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fit,
psychological modernity, 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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