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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估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方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抽取 1899 名中学生完成 MLQ、总体生活满意度量(SWLS)、修订后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流调用抑郁自

评量表(CES-D)、状态焦虑问卷（S-AI）。 结果：①MLQ 中文修订版共 10 个题项，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拥有意义感

(MLQ-P)和寻求意义感(MLQ-S)2 个因子，因子贡献率分别为 31.154%和 30.406%；验证性因素分析也验证了原量表 2
因子结构的有效性。 ②MLQ-P、MLQ-S 与主观幸福感（SWB）显著正相关(r=0.384，r=0.138，P＜0.001)，与 S-AI 显著负

相 关（r=-0.396，r=-0.107，P＜0.001），与 CES-D 相 关 分 别 为-0.344（P＜0.001)、-0.021(P＞0.05）。 ③总 量 表 及 MLQ-P、
MLQ-S 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830、0.842、0.828，间隔 7 个星期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639、0.746 和 0.558。结

论：MLQ 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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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MLQ-C) and to examine its psy-
chometric properties in a sampl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189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provinces of China completed MLQ-C,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Revision of 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
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and S-AI of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Part of the data randomly selected (n=925) was conduct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the other part
(n=974) was used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Results: Firstly, EFA extracted two factors[(Presence of meaning
(MLQ-P) and Search for meaning (MLQ-S)] from 10-item of MLQ-C, and supported the original MLQ 2-factor model.
MLQ-P and MLQ-S’s factor contribution rate were 31.154% and 30.406% respectively. CFA on other samples also con-
firmed the original MLQ 2-factor structural model (χ2= 242.298, P＜0.001, NFI=0.938, RFI=0.918, IFI=0.946, TLI=0.929,
CFI=0.946, PNFI=0.709, PCFI=0.715, RMSEA=0.079). Secondly, MLQ-P and MLQ-S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WB (r=0.384, r=0.138, P＜0.001),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I（r=-0.396, r=-0.107, P＜0.001） and CES-D
(r =-0.344, P＜0.001; r =-0.021, P＞0.05). Thirdly,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of the total MLQ-C,
MLQ-P and MLQ-S were 0.830, 0.842 and 0.828, and 7 weeks later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n=116) of the total MLQ-C,
MLQ-P and MLQ-S were 0.639, 0.746 and 0.558. Conclusion: The MLQ-C has acceptable psychometric quality amongst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Reliability； Validit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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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生命意义感再次成为

了研究的热点。 根据 Frankl 的观点，许多心理问题

（如空虚、焦虑、抑郁、孤独等）和行为问题（如吸烟、
酗酒、自杀、不安全性行为）的出现可能是源于生命

意义感的缺失 [1，2]。 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领会、理

解、 或看到他们生活意义的程度, 并伴随他们觉察

到自己生命目的、使命、首要目标的程度”，包括拥有

意 义 感 （presence of meaning）和寻 求意义感（search

for meaning）两个方面 [3]。 其中拥有意义感是指个体

对自己活得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 (强调结果)，而

寻求意义感是指个体对意义的积极寻找程度 (强调

过程)[4]。 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生命意

义感在抵抗健康风险行为，提升人际吸引力，治疗心

理疾病，改善身心健康状况，预防自杀等严重心理或

行为障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3，5-8]。
关于生命意义感的测量，Steger 等人编制的 生

命意义感量表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9]，克服了生活目的测验(PIL)、生命观指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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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I)等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题目内容不清晰、结

构不稳定、测量不够全面等问题”，同时测量了拥有

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具有良好的会聚效度和区分

效度”[10]，是生命意义感研究的重要测量工具，在心

理学、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具有很好的

应用价值。 目前我国已有两项研究将其进行了翻译

和修订：刘思斯和甘怡群将其进行了翻译，在 307 名

大学中进行信效度分析， 删除了原量表的第 10 题，
形成了 9 个项目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 [11]；王孟

成和戴晓阳也将其进行了翻译， 在 531 名大学生中

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保留了原问卷的全部题项，形成

了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MLQ）[12]。 这两次在大学生

群体中的修订虽然在题目的表述上和最终问卷的题

数上有所区别， 但都较好的拟合了原量表一阶二因

素的结构，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中学阶段作为人

生发展的关键时期， 是心理健康危机凸显和青少年

问题行为出现率较高的重要时期[5，13]，研究中学生的

生命意义感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 国内中学生生命意义感研究工具的相对

缺乏，严重制约其相关研究的开展。 因此，本研究在

刘思斯和王孟成等人研 究的基础上 [11，12]，将生命意

义感量表（MLQ）进行修订并试用于中学生群体，为

我国中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湖北、重庆、四川三省的 3 所

完全中学中，随机整班抽取学生。 共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99 份。 其中湖北 542 人，重庆

608 人，四川 749 人；初一 467 人，初二 446 人，高一

663 人，高二 323 人；男生 972 人，女生 927 人；城镇

家庭来源 1189 人，农村家庭来源 710 人；独生子女

1261 人，非独生子女 629 人，是否独生子女信息不

详 9 人； 汉族 1870 人， 少数民族 29 人； 平均年龄

14.32±1.715 岁。
1.2 工具

1.2.1 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 量表的

中文版是以刘思斯和甘怡群研究中[11]形成的生命意

义感量表中文版（9 个题项）为基础，同时针对该研

究中被删除的第 10 题的翻译(译文为：我总在追求

一些能让生活显得重要的东西)存在“表述含义比较

模糊”的缺陷 [11]，用王孟成和戴晓阳研究中 [12]的该题

翻译（译文为：我一直在寻找某样能使我的生活感觉

起来是重要的东西）来替换，从而形成与 Steger 原问

卷[9]题项相一致的 10 道题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

订版。量表分为拥有意义感(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LQ-P)和寻求意义感(the search for meaning，MLQ-S)
两个分问卷，各 5 个 题 项，用 Likert7 点 记 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7 完全符合。
1.2.2 主观幸福感问卷 该问卷由总体生活满意度

量(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和修订后的积

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Revision of 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组合而成。 总体生

活满意度量该量表由 Diener 开发，5 个项目，Likert7
点记分， 适用于测量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不同年龄阶

段群体的生活满意度[14]，本次测试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7。 PANAS 由 Watson 等编制，邱林等

人 2008 年修订，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描述

词各 9 个，Likert5 点记分， 用来测量被试的积极情

感和消极 情感 [15]，本次测 试中问卷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9。
1.2.3 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该量表由美国国

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 共有 20 个项目，0-3 四级

记分，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测量[16]。 本次测试中

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5。
1.2.4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
ventory，STAI-Form Y)中的状态焦虑分问卷（S-AI）
该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1-4 级评分，用来评定最近一

周以来的焦虑状态[17]。本次测试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3。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3.0 和 Amos 5.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的描述统计及其男

女性别差异比较结果见表 1。 中学生在寻求意义感

分问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拥有意 义感分问卷 的得

分 ，t=6.965，P＜0.001， 效 应 量 Cohen’s d 值 为 0.32
（大于 0.2），差异具有实际意义；男女中学生在量表

总分和拥有意义感分问卷上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女生大于男生），均 P＜0.01，但效应量 Cohen’s d 值

均小于 0.2，差异不具实际意义。
2.2 项目分析

分析题项与 量表总分及 量表分问卷 总分的相

关，结果发现 MLQ 量表总分与各题项的相关系数在

0.434-0.722 之间，均 P＜0.001；拥有意义感分问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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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其原维度下题项的相关系数在 0.682-0.865 之

间，均 P＜0.001，而与寻求意义感分问卷原维度下题

项的相关系数在 0.135-0.320 之间； 寻求意义感分

问卷得分与其原维度下题项的相关 系数在 0.726-
0.798 之间，均 P＜0.001，而与拥有 意义感分 问卷原

维度下题项的相关系数在 0.016-0.331 之间， 表明

量表的所有项目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表 1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的

平均数、标准差及性别差异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效度分析

2.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总数据库中， 将数据随

机分成两半，一半做探索性因素分析（925 人），一半

做做验证性因素分析（974 人）。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

明 ，10 个 题 项 的 取 样 适 当 性 检 验 结 果 为 KMO=

0.865，Bartlett 球度检验 χ2 为 3893.575，P＜0.001。 运

用主成分析法，经正交旋转，获得特征根大于 1 的因

素 2 个，第一个因素（拥有意义感）的特征值和贡献

率 为 3.115 和 31.154%，第二个 因素（寻求 意义感）
的特征值和贡献率为 3.041 和 30.406%， 两因素能

共同解释方差变异的 61.56%。 题项在所属因子上的

负荷分别在 0.709-0.853 和 0.680-0.805 之间，在另

一个因子上的负荷最大为 0.279；所有题项的共同度

在 0.493-0.761 之间。 见表 2。
2.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在

974 名中学生中对原量表的二因素一阶模型进行验

证 ， 结 果 发 现 各 拟 合 指 标 χ2=242.298，df=34，P＜
0.001，NFI=0.938，RFI=0.918，IFI=0.946，TLI=0.929，
CFI=0.946，PNFI=0.709，PCFI=0.715，RMSEA=0.079。
见附图。 此外，MLQ 量表总分与拥有意义感分问卷、
寻 求 意 义 感 分 问 卷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813 和

0.807， 均 P＜0.001； 两问卷之间的相关为 0.312，P＜
0.001，也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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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的二因素一阶结构图

2.3.3 效标关联效度 MLQ 量表总分 及拥有意义

感分问卷、 寻求意义感分问卷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r=0.324、0.384、0.138，均 P＜0.001），
与状态焦虑 S-AI 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0.314、-

0.396、-0.107，均 P＜0.001）。 此外，MLQ 量表总分及

拥有意义感分问卷与抑郁 CES-D 得分均呈显著负

相关（r=-0.228、-0.344，均 P＜0.001），但寻求意义感

分问卷与抑郁 CES-D 得分无显著相关 （r=-0.021，
P＞0.05）。
2.4 信度分析

2.4.1 分半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 1899 名中学 生

MLQ 总量表、拥有意义感分问卷和寻求意义感分问

卷的 分 半信度 分别为 0.837、0.785、0.782，内部一致

性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30、0.842、0.828。
2.4.2 重测信度 在初一和高一年级各随机抽取一

个班共 116 名学生进行了为期 7 个星期的追踪，结

果发现 MLQ 总量表、拥有意义感分问卷和寻求意义

感分问卷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639、0.746 和 0.558，
均 P＜0.001。

表 2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探索性因素分析（n=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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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第 1-9 题的翻译来源自刘思斯和甘怡群的研究 [11]，第 10 题的翻译来源自王孟成和戴晓阳的研究 [12]；②第 2 题为反向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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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中发现， 中学生的寻求意义感得分显著

高于拥有意义感，其差异具有实际意义，且男女生均

一致，这与大学生群体的得分情况相反[12]。 Steger 等

人也发现了这样类似的现象， 即人们在生命的早期

阶段会报告更多的寻求意义感， 而在以后的人生阶

段则一般会报告更多的拥有意义感[18]。 就得分的性

别比较来看， 虽然男女中学生在量表总分和拥有意

义感分问卷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差异的效应

量很小，不具实际意义，这说明男女生命意义感拥有

和追寻的发展基本一致， 不存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性

别差异， 这与大学生阶段生命意义感性别差异不显

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的 10 个题项与原

量表一一对应，保留了原问卷的完整性，便于研究成

果的国际比较与交流。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和信度分

析表明这 10 个题项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共同度和稳

定性；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

卷在保留原问卷所有题项的同时还良好保持了与原

问卷相一致的两因子结构， 这说明生命意义感的拥

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的两方面适用于中国的中学

生， 弥补了该问卷在中学生群体中信效度不详的缺

陷 （原问卷和之前的问卷修订主要是考察在大学生

群体中信效度 [11，12]或高中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19]），具

有一定跨文化和跨年龄阶段的一致性。
本研究发现， 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具有显

著的正相关，支持了王孟成、Steger 等人在中国和日

本等东方文化下研究的结果 [12]，不支持刘思斯和甘

怡群关于两者在中国不存在显著相关的研究结果 [11]，
关于两者的关系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的考察。 研

究还考察了 MLQ 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发现拥

有意义感均与主观幸福感呈中等程度显著正相关，
与抑郁和状态焦虑呈中等程度的显著负相关； 寻求

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与

状态焦虑呈低等程度的显著负相关； 寻求意义感与

抑郁的相关不显著。 这与我国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
[11，12]， 表明生命意义感与积极心理健康的主观幸福

感和消极心理健康的抑郁、焦虑存在着重要关联，拥

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是青少年发展的韧性因素和

保护性因子 [5]，但拥有意义感与心理健 康各指标的

关联强度（即相关系数）大于寻求意义感与心理健康

各指标的。然而，寻求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

相关， 与状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的研究结果却与西

方研究不同，如 Frankl 的理论认为缺乏存在的意义

感会促使人寻求意义，寻找意义的过程可能会使人产

生焦虑[1，11]，Steger 等人的调 查 也 发 现 寻求意义感与

生活满意度、快乐感、积极情感均呈显著的负相关，
与消极情感、抑郁均呈显著的正相关[18]。 这种中西差

异可能来源于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主要受儒家

文化的影响，强调人世担责，不要怕挫折，并提倡对

挫折要有超脱精神 [21]，并非如 Frankl 等西方学者所

认为是因为缺乏存在的意义而去追寻， 即中国人更

多的是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

主动地进取心态，安贫乐道，并享受追求生命意义的

过程。 同时，已有研究也发现儒家应对思想（如挫折

内在乐观性、挫折评价作用和人的责任性）与生命意

义的追寻肯定呈显著正相关 [23]，而生命意义的追寻

肯定与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呈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

指标呈显著负相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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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症儿童父母组的共情总分显著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组的共情总分，提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实证效度。大

量研究表明，女性的共情能力高于男性，本研究中女

性的共情平均分高于男性，但未出现性别差异，可能

与男性被试的人数明显少于女性有关。
综合以上分析， 中文版共情商数问卷在中国成

人群体中使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标效度， 但个别

条目 （条目 37、39、49、57） 的性能还有待进一步分

析，量表的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本研究为该量表

的正式修订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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