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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特征因素对师徒之间选择倾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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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徒的相互选择过程是师徒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三个实验探讨了影响师徒相互选择倾向的个体特征因素。
实验一和实验二探讨了徒弟选师傅时，师傅的外向性、成就动机水平、管理职务和性别一致性对徒弟选择师傅倾向的影响。实验
三探讨了师傅选择徒弟时，徒弟的外向性、成就动机水平和性别一致性对师傅选择徒弟倾向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徒弟选择师
傅时，师傅的外向性、成就动机、管理职务，是影响因素；在师傅选择徒弟时，徒弟的外向性、成就动机水平是影响因素。
关键词 师徒选择 外向性 成就动机 性别一致性

引言

师傅的人际能力，还考察了徒弟的个人特征如性别、

师徒关系（mentorship）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过

年龄和工作经验。Olian 等（1993）又以银行经理为

程中的一种重要的发展性关系。虽然师徒关系是技

被试考察了徒弟的绩效、性别、婚姻状况如何影响

艺传承、知识共享、文化融合的一种重要手段（陈

师傅的选择意愿。Allen（2004）以大学生为被试考

诚，文鹏，舒晓兵，2015），对徒弟和师傅皆有许

察了徒弟的学习意愿、学习能力对师傅选择徒弟的

多益处，但我们对于最初是什么因素吸引人们进入

影响。Hu 等（2008）以白人本科生为被试用实验法

师徒关系却知之甚少（Allen，2004；Hu，Thomas，

研究了种族、主动性人格、种族相对剥夺感以及师

& Lance，2008）。Hunt 和 Michael（1983）在其师

徒结对中的角色对师徒相互选择意愿的影响。尽管

徒关系研究概念框架中提出环境因素、师傅特征、

这几项为数不多的实验都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

徒弟特征是师徒关系形成、发展及其功能结果的前

但是师徒相互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无疑需要更

因和基础。显然探索师傅和徒弟的个体特征对师徒

多的实验来考察更丰富的变量。本研究将采用实验

之间相互选择过程的作用对师徒关系的研究和应用

法来考察师徒相互选择中其他的一些重要变量。

具有重要意义。

１

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虽然已有一些实证研究来探讨师徒关系的启动，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只有当个体感知某种关系的
收益大于或等于成本时个体才会发展这种关系。社
会交换的内容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社会心理的内
容，如赞许、认同、尊重等（Allen，2004）。根据

但多为横断面设计，采用问卷法来研究，不利于明

社会交换理论，师傅需要从师徒关系中得到益处。

晰因果关系。而且这些研究都是考察师徒关系已经

也就是说，有助于徒弟未来的职业成功的性格品质

启动后的效果，无法考察那些启动阶段师徒关系建

和能带来当前愉快人际关系的性格特征将会得到师

立失败的情形。

傅的青睐。内外向性格是人们认识和评价他人性格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采用实验法探讨了影

最常用的分类之一。外向性格常被认为是社会化

响师徒的相互选择过程（Allen，2004；Hu et al.，

的、积极的、自信的、善表达的、精力充沛的、乐

2008；Olian，Carroll，& Giannantonio，1993；

观 的、 爱 交 朋 友 的（ Smillie, Wilt, Kabbani, Garratt,

Olian，Carroll，Giannantonio，& Feren，1988）。

& Revelle, 2015; Turban，Moake，Wu，& Cheung，

Olian 等学者（1988）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哪些因

2017）。那么外向的徒弟可能比内向的徒弟更可能

素能吸引徒弟加入师徒关系。她们考察了师傅的个

带来轻松愉快的社交和人际关系，同样，外向的师

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组织决策网中所在的位置，

傅也更容易让徒弟觉得容易接近、好沟通。Aryee，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2095）和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JX12-00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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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和 Kang（1999）也认为外向性格的徒弟比内向

的研究也表明徒弟与非徒弟的个性特征差异显著，

性格的徒弟更可能启动师徒关系，并获得师傅更多

徒弟的权力需要显著高于非徒弟。
因此，
本研究假设：

的指导。Niehoff（2006）采用问卷法运用大五人格

H5：徒弟倾向于选择有领导职位的师傅。

量表进行测试也发现了师傅性格的外向程度与师傅

性别是影响师徒选择的另一个常见因素。由于

参与师徒关系的意愿正相关。Turban 等人（2017）

师傅和徒弟预见在跨性别师徒关系中会存在更多的

的研究则显示徒弟的外向性与其获得师傅指导的多

困难，譬如性骚扰、流言蜚语等，一些早期的研究

少正相关。因此，本研究假设：

常依据 Byrne（1971）的相似—吸引理论假设同性

H1：徒弟倾向于选择外向性格的师傅。

别的师徒关系其效果要好于异性别的师徒关系。然

H2：师傅倾向于选择外向性格的徒弟。

而，对于性别的影响，既有的研究没有显示一致的

成就动机是一种完成、超越挑战性任务，获得

结论（Mitchell，Eby，& Ragins，2015），有的偏同性，

成就感的渴望。麦克利兰的研究表明成就动机具有

有的偏异性，有的无偏好。本研究认为师徒性别对

稳定性，高成就动机者具有高的自律性和责任心，

选择倾向的作用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譬如婚姻状

设置有难度的目标，喜欢快速反馈。如果徒弟是高

态、求偶期等，如 Ramaswami，Huang 和 Dreher 等

成就动机者，那么他更倾向于接受挑战性任务、高

学者（2014）发现美国的已婚女性要比男性和未婚

标准的要求自己，更有可能取得高的绩效和职业

女性获得师傅的概率要低。由于很难单纯地估计出

成功。一些学者也常认为高成就需要是徒弟的一

性别的作用，本研究仅依据 Byrne（1971）的相似—

个 显 著 特 征（Fagenson，1992；Hunt & Michael，

吸引理论做一粗略估计，故在此假设：

1983）。Arora 和 Rangnekar（2015）也认为低成就

H6：徒弟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一性别的师傅。

动机者由于赋予师徒关系较低的重要性致使他们进

H7：师傅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一性别的徒弟。

入师徒关系的概率降低。因此本研究假设：

由于由研究表明徒弟的能力和绩效会对师徒的

H3：师傅倾向于选择成就动机高的徒弟。

选择倾向产生影响（ Allen，Poteet, & Russell, 2000;

对师傅来说，鲜有研究考察师傅的成就动机与

Olian et al., 1993），本研究中将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其参与师徒活动的关系。Allen 等（Allen，Poteet，

借鉴 Olian 等（1988）的研究，采用对师徒性别交

Russell，& Dobbins，1997） 曾 考 察 了 师 傅 向 上 努

互作用的考察来检验假设 H6，H7 中性别一致性。

力的动机与其指导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向上

若师徒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且显示为偏向同性别，

努力动机越高的个体其愿意指导徒弟的意愿越强。

则假设得到验证。此外，在检验师徒性别交互作用

Young 和 Perrewé（2004）在考察师傅和徒弟对彼此

时需把师徒配对中另一方的性别作为被试间变量，

的期望时曾假设成就动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皆作此处理。

认为高成就动机的师傅对徒弟有更高的期望，期望
从徒弟那里获取更多的职业支持和社会心理支持。
高成就动机的师傅由于更富责任心和习惯于设置较
高的标准，学徒能从这样的师傅那里获得更多的职
业指导。因此，本研究假设：

２ 实验 １ 师傅特征对徒弟的选择倾向的影响
（一）
２.１ 实验目的
考察师傅的性别、内外向、成就动机水平、领

H4：徒弟倾向于选择成就动机高的师傅。

导职务对徒弟的选择意愿的影响。

由于师徒关系是由师傅通过提供职业上的帮助、

２.２ 研究方法

指导、曝光机会、挑战性任务等来协助徒弟的职业

２.２.１ 被试

发展，徒弟从自身利益出发会选择能为其提供最大

被试为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已完成实习的 241 名

帮助的师傅。领导职位相比于一般员工岗位，集聚

汉族毕业班学生。116 人参加师傅为非部门领导的

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能提供更多的曝光机会、挑

实验，其中男生 94 人；125 人参加师傅为部门领导

战性任务，能提供更多的政治指导与联盟。Roch

的实验，其中男生 104 人。

（1979）的调查表明徒弟所选的师傅 53.5% 是部门

２.２.２ 实验设计

领导。Hunt 和 Michael（1983）认为徒弟的权力需
要是徒弟参与师徒关系的重要因素。Fagenson（1992）

实验材料中师傅特征运用 2（性别）×2（外向、
内向）×2（成就动机高、低）×2（部门领导、非

李 霞等 ： 个体特征因素对师徒之间选择倾向的影响

部门领导）多因素混合实验设计。仅管理职务为被
试间变量，其他皆为被试内变量。控制变量为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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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徒弟选择意愿的测量
采用自编的 4 个项目来测量徒弟对各个师傅的

的能力，业绩。

选择意愿。项目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要熟悉单

２.２.３ 实验材料及程序

位的工作环境和组织文化，了解工作流程和胜任业

作者根据以上实验设计编制了 16 个师傅的材

务要求，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以下 8 位导师的

料。这 16 个师傅的材料由三部分构成：个人信息：

指导？测量采用 Likert 量表 5 级计分，1 表示“非

仅提供性别，领导职务有无的信息；上司评价：由

常不愿意”，5 表示“非常愿意”。4 个项目的一致

上司提供该员工性格、事业心、业绩方面的信息；

性信度 α 为 .75。

个人描述：由师傅本人提供的一段关于自我性格、

２.３ 实验结果

事业心、业绩方面的信息。所有师傅的工作业绩和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师傅的性别、成就动机和

能力的信息均一致，性格信息仅提供两种典型的内

内外向程度都对徒弟的选择偏好影响显著，其结果

向和外向性格，事业心的描述提供低和高两种不同

如表 1 所示。内外向性格的主效应显著（F (1 , 209)

水平的成就动机。

= 36.30，p ＜ .01，偏 Eta 方为 .15），徒弟对外向师

在实验开始之前，作者对实验材料进行了检验，

傅的偏好（M = 16.85，SD = .18）高于对内向师傅

以保证作者设计的实验材料提供了内外向两种不同

的偏好（M = 15.90，SD = .22，因此假设 H1 得到验

的性格特征和两种不同水平的成就动机。实验材料

证。成就动机的主效应显著（F (1 , 209) = 7.79，p ＜

检验选取了该职业技术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为被试，

.01，偏 Eta 方为 .04），徒弟对高成就动机师傅的

要求对材料中师傅的内外向性格程度和成就动机水

偏好（M = 16.52，SD = .19）高于对低成就动机师

平打分，有效问卷为 75 份。统计结果表明：低成就

傅的偏好（M = 16.22，SD = .20），因此假设 H4 得

动机组与高成就动机组组内差异不显著，组间差异

到验证。虽然有领导职务的师傅得分高于非领导职

显著；同样，内向组和外向组组内的差异不显著，

务的师傅，但师傅领导职务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

组间差异显著。

209) = .62，p ＞ .10，因此假设 H5 没有得到验证。
表 １ 师傅的性别、成就动机、内外向程度和领导职务的多变量检验结果

注：*p ＜ .05，**p ＜ .01。

师傅性别与徒弟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1 , 209)

傅身上作用显著，F (1 , 211) = 4.18，p ＜ .05，成就

= .19，p ＞ .10，因此假设 H6 没有得到验证。

动机越高，徒弟的选择意愿越强；成就动机在女性

用 MANOVA 程序进行性别、内外向和成就动
机的三因素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成就动机在男性内向性格的师傅身上作用显著，显
著地影响着徒弟的选择意愿，F (1 , 211) = 36.59，p ＜
.01，师傅成就动机越高，徒弟的选择意愿越强；成
就动机在男性外向性格的师傅身上的作用也显著，

F (1 , 211) = 14.87，p ＜ .01，师傅成就动机越高，徒
弟的选择意愿越弱。成就动机在女性内向性格的师

外向性格的师傅身上作用不显著，F (1 , 211) = 2.57，

p ＞ .10。

３ 实验 ２ 师傅特征对徒弟的选择倾向的影
响（二）
３.１ 实验目的
由于实验 2 中领导职务的作用不显著，这与我
们实际的观察不符，也与 Roch（1979）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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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符。我们推测这一原因可能是由于领导职务被
设计成了被试间变量，使得有无领导职务不能在知
觉上形成对比。本文修改了实验设计，把领导职务
作为被试内变量，以来考察师傅的性别、内外向、
领导职务对徒弟的选择意愿的影响。
３.２ 研究方法

科

４

学

实验 ３：徒弟特征对师傅选择倾向的影响

４.１ 实验目的
本实验将对徒弟的个人特征进行操纵，以便考
察徒弟的性别、内外向性格、成就动机高低对师傅
选择意愿的影响，并检验研究假设 H2，H3 和 H7。
４.２ 研究方法

３.２.１ 被试
被试为某 985 大学的本科毕业班学生 97 人，其
中男生 58 人，占 60.4%

４.２.１ 被试
实 验 对 象 为 某 重 点 大 学 的 262 名 汉 族 大 学
生，以大二、大三学生为主，未婚，大二学生占

３.２.２ 实验设计
实验材料中师傅特征为 2（性别）×2（外向、
内向）×2（部门领导、非部门领导）多因素被试
内实验设计。控制变量为师傅的能力、业绩，成就
动机水平都设定为高水平。
３.２.３ 实验材料及程序
从实验 1 所使用的 16 个师傅的材料中选择成就
动机高的 8 位师傅。这 8 位师傅分别是性别（男、
女），内外向性格（内向、外向），领导职务（有、
无）的组合。

64.1%；女生占 63.7%。
４.２.２ 实验设计
实验中徒弟个人特征采用 2（徒弟性别男、女）
×2（徒弟外向、内向）×2（徒弟成就动机高、低）
多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被试担当师父的角色，其
任务是对设计的 8 个不同特征的徒弟进行评价和选
择。
控制变量为徒弟的过去绩效记录。通过对 8 个
备选徒弟过去的绩效记录和表现的控制，使其影响
一致。如把学习成绩记录都设定为“学习成绩为班

３.３ 实验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内外向程度和领导职务都
对徒弟的选择偏好影响显著。内外向性格的主效应
显著（F (1 , 82） = 26.71，p ＜ .01，偏 Eta 方为 .25），
徒弟对外向师傅的偏好（M = 15.52，SD = .25）高
于对内向师傅的偏好（M = 14.02，SD = .26），因
此假设 H1 再次得到验证。师傅领导职务的主效应
显著（F (1 , 82) = 12.58，p ＜ .01，偏 Eta 方为 .13），
徒弟对是部门领导的师傅的偏好（M = 15.10，SD =
.22）高于对非部门领导的偏好（M = 14.43，SD =
.24），因此假设 H5 得到验证。师傅性别与徒弟性
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1 , 82) = .79，p ＞ .10，因
此假设 H6 再次没有得到验证。

级的前 5%”。
４.２.３ 实验材料及程序
本实验根据徒弟的特征维度设计了 8 个徒弟的
个人简历。
在设计时力求使徒弟的内、
外向特征鲜明，
高、低成就动机特征差异显著，而使其他的因素尽
量一致。为了增加真实性，相同的特质或水平的描
述不使用重复的语言而采用近义词来表达，并在简
历中包含一些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信息。材料检验时
选取了该校心理学系的 33 名本科生作被试，其中男
生 15 名。实验材料的统计分析表明内向组和外向组
组间差异显著，组内差异不显著；高、低成就动机
组的组间差异显著，组内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还设计了一个虚拟的师徒项目，要求被
试作为新生的个人指导老师。资料中要求个人导师

表 ２ 徒弟的性别、成就动机和内外向程度与师傅性别的多变量方差检验结果

注：*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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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导这些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和院系文化、
选课、

有得到验证外，本研究提出的另外五个假设都得到

建立适宜的学习方法、制定学习计划等学习事宜；

了验证。本研究的三个实验数据结果均不支持性别

负责为这些新生的社团活动、宿舍生活和个人情感

一致性的假设。Eby 和 Ghosh 等学者（Eby et al.，

问题等生活事宜提供建议。正式实验时，先给被试

2013；Ghosh & Reio，2013；Ghosh，2014）的元分

提供师徒项目的背景资料，然后要求被试对师徒项

析也显示师徒性别的相似性与徒弟知觉到的指导功

目中的徒弟候选人的选择意愿打分。

能之间的元分析相关系数也很小，范围为 -.02 到 .05。

４.２.４ 师傅选择意愿的测量

Mitchell 等学者（2015）认为人口学的相似性只是一

采用自编的 4 个项目来测量师傅对各个徒弟的

种表层的相似，价值观、态度、特质等的相似则是

选择意愿。项目如：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指导以下

一种深层次的相似。虽然本研究没有验证 Byrne 的

的 8 位申请者熟悉 ××× 大学校园环境和院系文化，

相似 - 吸引理论，但是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化该理论

选课，建立适宜的学习方法，制定学习计划等学习

做了有益探索，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师徒之间深层

事宜？采用 Liket 量表 5 级计分，1 表示“非常不愿

次的相似，并考虑到底哪些因素影响师徒知觉到的

意”，5 表示“非常愿意”。4 个项目的一致性信度

相似，也许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的理解相

α 平均为 .82。
４.３ 实验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徒弟的性别、成就动机和
内外向程度都对师父的选择偏好影响显著，其结果
如表 2 所示。内外向性格的主效应显著（F (1 , 229)
= 121.22，p ＜ .01；偏 Eta 方 = .35），师傅对外向
徒弟的偏好（M = 15.96，SD = .18）高于对内向徒
弟的偏好（M = 13.51，SD = .18，因此假设 H2 得到
验证。成就动机的主效应显著（F (1 , 229) = 10.55，
p＜
.01；偏 Eta 方 = .04），师傅对低成就动机徒弟的偏
好（M = 14.98，SD = .15）高于对高成就动机徒弟
的偏好（M = 14.50，SD = .16），因此假设 H3 没有
得到验证。
徒弟性别与师傅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 (1 , 229) = 1.92，p ＞ .10，所以假设 H7 没有得到验
证。
三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表明：成就
动机在男性内向性格的徒弟身上作用显著，显著
的影响着师傅的选择意愿，F (1 , 230) = 5.16，p ＜
.05，成就动机越高，师傅的选择意愿越强；成就动
机在男性外向性格的徒弟身上的作用也显著，F(1 ,
230) = 4.63，p ＜ .05，成就动机越高，师傅的选择
意愿越弱。成就动机在女性内向性格的徒弟身上作
用显著，F (1 , 230) = 36.89，p ＜ .01，成就动机越低，
师傅的选择意愿越弱；成就动机在女性外向性格的
徒弟身上作用也显著，F (1 , 230) = 6.31，p ＜ .05，
成就动机越高，师傅的选择意愿越弱。

似的吸引作用、理解师徒相似性对师徒选择以及指

５

总讨论

导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有关师徒内外向性格特征的两个假设 H1
和 H2 都得到了验证。本研究有关师傅成就动机的
假设 H4 也都得到了验证。本研究表明徒弟更倾向
于选择高成就动机的师傅，这一假设与一些对徒弟
心目中理想师傅特征的调查结果相一致，也与一些
学者通过对一些师徒关系的质性研究进行分析得出
的理想师傅特征相一致（Miller，2015）。研究假设
H3 没有得到验证，本实验数据显示师傅会更倾向选
择低成就动机的徒弟，这与一些学者（Fagenson，
1992；Roch，1979）的观点相反。本研究认为这一
现象可能由徒弟成就动机的调节变量所引起。
譬如，
本研究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徒弟成就动机的作用受
到其性别和内外向的影响，师傅偏爱高成就动机仅
在内向的男性和女性徒弟中成立。此外，不同的组
织监督和评价政策下，师傅对徒弟的挑选会有不同
的策略。
当组织把徒弟的绩效与师傅的指导挂钩时，
师傅会优先挑选高能力、高学习意愿、高成就动机
的徒弟，因为高成就动机常和高工作绩效和职业成
功相联系，因而较之低成就动机者更能给师傅带来
声誉和奖励。当徒弟的绩效与师傅的奖励没有联系
时，或师傅指导徒弟的履历或报酬仅与指不指导挂
钩时，师徒会优先选择指导起来容易的、师傅付出
时间和精力最少的徒弟。很显然，本研究的情境属
于后者。未来的研究可对组织的师徒项目管理政策
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的考察。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本研究

本研究中除了有关师徒性别一致性的两个假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的 7 个假设大多数都得到了

设 H6 和 H7 以及徒弟成就动机的影响的假设 H3 没

验证，这为师徒关系研究的社会交换理论框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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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了支持。第二，本研究通过对个体特征内外向、成
就动机、领导职务的考察，并且同时纳入师傅和徒
弟的视角，丰富了师徒启动阶段研究考察的变量，
也为 Hunt 和 Michael（1983）师徒关系理论框架提

科

学

Fagenson, E. A. (1992). Mentoring—Who needs it? A comparison of protégés' and
nonprotégés' needs for power, achievement, affiliation, and autonom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1(1), 48-60.
Ghosh, R., & Reio, T. G. (2013). Career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mentoring for
mento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3(1), 106-116.

供了实证支持，表明师傅和徒弟的人格特征是师徒

Ghosh, R. (2014). Antecedents of mentoring support: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

关系启动和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本研究采

relational, and structur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Journal of Vocational

用实验法，通过对变量的操纵能更好的考察师徒的
个体特征变量对师徒选择过程的影响。第四，既有
的师徒关系启动研究的被试主要为西方人，缺乏中
国人的样本，而本研究可以丰富师徒关系启动研究
的文化背景。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实验法本身具有局
限性，即实验情境对控制因素的剥离会使得实验结
果的外部效度受到限制。此外，本研究的样本都是
在校的大学生，虽然有兼职或实习的经历，但其工
作经验有限，对组织内政治和权力的体验有限，其
选择倾向与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师徒选择倾向可能存
在差异，未来尚需研究来对其做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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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Intentions to Initiate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Li Xia1, Long Lirong2
1

(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2

Abstract Although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mentoring relationship have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the initiation stage of mentorship is quite
neglected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s scarce. The mutual selection between protégés and mentor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mentorship initi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devoted to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potential protégé attraction and potential mentor attraction
into a mentorship by three experiments. The first and second experiments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of mentor’s extravers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upervisor role and gender similarity on the protégé’s’ intention of initiation. There were 241 senior students assuming the role of protégés in a
technical college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n which mento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designed with a mixed-design by 2 (male,
female) × 2 (extravert, introvert) × 2 (hig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ow achievement motivation) × 2 (supervisor, none-supervisor), where the
mentor’s supervisor role was a between-subjects variable.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mentor’s extraversion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ere significant. The protégés had stronger intention to initiate a mentor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extravert, hig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mentors. The second experiment, in which 97 undergraduate seniors in a top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had a similar design with the first
experiment however the mentor’s supervisor role was treated as a within-subjects variable. The outcomes of the second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extravert and supervisor mentor had stronger attraction to the potential protégés. The third experiment studied the protégé’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on mentor’s initiation intention. There were 262 juniors in a top university assigned to assume mentor’s role to evaluate 8 profiles of
potential protégé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otégé’s’ extravers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mentor’s initiation intention and mentors preferred those
extravert protégés. The main effect of the protégé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 but it had interactions with the protégés’ gender and
extraversion. The findings wer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stud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futur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attraction stage of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mentorship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is paper
provided a good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in mentorship area. Second, this research used an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tor-protégé dyads mutual selection process by controlling extraneous sources of variables and the findings generated in
these experiments could be used to inspire more field studies. Third, this study went further by encompassing both mentors’ and protégés’ perspectives
in a same research. At last, while most samples of mentorship initiation were westerners, Chinese subjects in the mainland of this study could enrich
the culture context.
Key words mentor-protégé selection, extravers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upervisor role, gender simil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