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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各大學院校之碩士班研究生為對象，探討研究生之個人傳統性/

現代性與其主觀知覺到的師生關係品質對於個人身心適應所可能造成的

影響。 本研究主要的結果如下: 一、 個人傳統性/現代性之性別與年齡差

異 本研究顯示研究生在個人傳統性/現代性上的性別差異顯著。男性在

個人傳統性總分及「男性優越」成分上高於女性。但在個人現代性的整

體上，兩性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僅個人現代性「兩性平等」成分上女

性高於男性。年齡差異上，年紀較輕的研究生個人現代性顯著高於年紀

較長的研究生。 二、 正負向感受之預測 分析結果發現研究生的個人現

代性對於正負向感受的預測都沒有達到顯著，而當研究生個人傳統性高



時，負向感受則會提高。若加入了師生關係品質作正向感受的預測時，

則會有顯著的影響，即當師生關係品質愈高、且研究生個人傳統性低

時，正向感受會提高。 三、 師生關係品質之預測 分析結果發現，老師

的性別以及學生個人的現代性兩個因子，對於師生關係品質解釋力較

佳，尤其是老師的性別影響力較大。也就是當老師為女性時，同時學生

個人現代性也高時，會提高師生關係品質。  

摘要

(英)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 modernity, 

their impacts on students’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adjustment.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on 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were found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mal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on the total score of traditionality and the 

“male dominance” subscale than female students.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on the total score of modernity. However, femal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on the “sex equality” subscale than male students. With regard to age 

differences, younger students scored higher on the total score of modernity than 

older students. 2. Predicting personal adjustment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graduate students’ individual modernity did not predict their positive or negative 

adjustment indicators. Higher 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 though predicted the 

inflation of negative adjustment indicator. In addition, higher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ower 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 predicted the 

inflation of positive adjustment indicator. 3. Predict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tudent relationship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gender of the 

professor as well as graduate students’ individual modernity predicted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tudent relationship. That is, a female professor 

and a student with higher individual modernity predicted the higher quality of the 

professor-stud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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