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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简体中文版优势行动价值问卷（VIA-IS）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 方法：以 VIA-IS 为工具，收

集 837 名大学生的有效数据，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系统评估。 结果：VIA-IS 具有较高的信度；进行打包操作后 24 个

性格优势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但六大美德结构效度较差；问卷会聚效度、区分效度不好，再一次说明美德结构不合

理。 结论：VIA-IS 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大学生性格优势的工具，但美德结构划分不合理，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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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the applicability of Simplified Chinese VIA-IS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837 students with VIA-IS,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sys-
tematically assessed. Results: VIA-IS had a higher reliabilit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24 character strengths was accept-
able after Item Parceling, while 6 merits’ were comparatively poor; the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were
limited, demonstrating again that the merits structure was unreasonable. Conclusion: VIA-IS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of Chinese students. Yet the merits structure is subsided unreasonably, and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Character strength； Virtue； Reliability； Validity

【基金项目】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 攻 关 项 目

（10JZD0005）；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学与社会管

理 研 究 中 心 项 目 （491－411016） 及 西 南 大 学 博 士 基 金 （104040－
20710901）资助

*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清华大学；*** 西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自积极心理学诞生以来， 幸福感与性格优势便

成为其核心研究领域， 但性格优势还未受到国内学

界的普遍关注， 国 内 仅 有 少 数 学 者 对 其进行了介

绍[1，2]。 为了倡导人格心理学走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
同时关注人格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 并指导人们

发挥自己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以促进良好人格的

发展 [2]，Peterson 和 Seligman 参照《精神障碍诊 断与

统计手册》（DSM） 编制了描述人类普遍具有积极特

质的《性格优势与美德分类手册》（CSV），“它在心理

治疗领域提供一种通用的术语来鼓励人们更多的以

性格优势为基础进行诊断和治疗”[3]。 以此为基础，
Peterson 等提出的积极行为分类评价 （the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s）系统，将 24 种性格

优势分为六大美德，而培养这 24 种性格优势就是获

得美德的途径 [4]。 为了测量他们所提出的性格优势

与美德， Park 等人编制了“优势行动价值问卷（Val-

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A-IS）”。 值得

注意的是，此问卷虽然已经被数百万人广泛使用，但

还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已有研究均未系统、详细报

告这些量表的效度， 尤其是该问卷的结构效度从未

被验证过， 针对成人版和未成年版问卷的探索性因

素分析均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 都少于理论构

想时的六种美德 [2]；其次，绝大多数参与测试的人均

来自欧美文化体系， 而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下该问

卷的信效度如何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000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8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3％。 取其中 422 样本进行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其中男性 186 人，女性 236 人；
平均年龄 20.15±1.02 岁；文科 182 人，理科 155 人，
工科 42 人， 艺术及其他类 43 人； 生源地城镇 182
人，农村 240 人；其中 135 人为独生子女，287 人为

非独生子女。
1.2 工具

Peterson 等人编制的优势行动价值问卷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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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大学积极心理学实验室的研

究团队翻译，包括创造力、好奇心、开放性思维等 24
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 10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点

计分，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所具有的此

项优势越突出。
1.3 程序

被试在实验室通过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完成测

试， 数据由美国性格优势研究中心通过互联网采集

后反馈给主试。采用 SPSS 15.0 与 AMOS 7.0 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信度分析

经 统 计 分 析，VIA-IS 总 体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

0.98，表 1、2 分别列出了 6 大美德、24 种性格优势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 129 名大学生被试间隔 8 周的重

测信度见表 3、4。

表 1 六大美德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 2 24 种性格优势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 3 六大美德 8 周后重测信度

2.2 结构效度分析

为了探讨 VIA-IS 的结构效度， 要进行二阶验

证性因素分析。 研究者建议在运用结构方程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时候， 如果所有变量都服从正态分

布， 样本容量与自由参数数目的比值要达到 5：1[5]。
按 此 要 求 ，VIA-IS 具 有 240 个 题 目 、24 个 一 阶 因

素、6 个二阶因素，所需样本数量非常巨大，而以如

此巨大的样本量来拟合模型时， 绝大多数模型会被

拒绝[6]。 为了避免这种两难的处境，学界普遍使用项

目打包（Item Parceling）的方法（即将若干题目按一

定规则组合起来作为潜变量的一个标志变量），根据

卞冉、Janet 等学者的建议 [7-10]，我们采用如下的打包

方式。
首先对测量某个具体性格优势分量表的 10 个

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然后将题目根据其在第

一个因素中载荷量的大小进行排序， 将载荷最大和

最小的一些题目分到第一组， 载荷次大和次小的一

些题目分到第二组，而中间的题目则作为第三组，三

组题目数量大致相等（4、3、3）。 最后，将每一组所有

题目的得分累加起来作为一个标志变量， 从而每个

分量表都产生 3 个标志变量。 由于 VIA-IS 共有 24
个分量表，因此一共产生了 72 个标志变量。

按照 VIA-IS 的理论构建模型设定相应的路径

实施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建立 24 种性格优势的一

阶独立模型、24 种性格优势的一阶相关模型、6 个美

德-24 种性格优势的二阶独立模型、6 个美德-24 种

性格优势的二阶相关模型，拟合指标见表 5。
再次按照美德的划分分别建立六大美德的模型

并 设 定 相 应 的 路 径 实 施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 根 据

AMOS 软件的建议， 对若干测量误差进行共变关系

设定后，拟合指标见表 6。 虽然各个指标达到理想状

态，但由于设定了过多的误差相关，根据吴明隆的解

释 [11]，这说明某些测量指标所测量的特质存在类同

现象，提示六大美德的结构效度实际上并不理想。

表 4 24 种性格优势 8 周后重测信度

2.3 会聚效度与区分效度分析

按照性格优势理论，24 种性格优势分属 6 大不

同美德， 因此同一美德下的性格优势与该美德之间

的相关应很高，属于量表的会聚效度；而与其它美德

间的相关应较低，属于量表的区分效度。为了排除性

格优势自身分数对其归属美德的影响， 在计算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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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与其所属美德相关时， 从美德分数中扣除了相

应的性格优势的分数，如从“智慧与知识”中扣除“好

奇心”的分数以求得两者相关系数，结果显示相关系

数比较凌乱， 最高的系数与最低的系数之间相差只

有 0.3 左右且均较高， 因此二阶结构的会聚效度和

区分效度并不好。

3 讨 论

信度分析结果与 Peterson 等所报告的一致[4]，内

部一致性系数、重测信度，基本都达到了 0.70 以上，
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会聚效度与区分效度

的结果显示，性格优势与其相应的及非相应的美德

之间相关关系混杂，说明原有理论中美德的划分在

中国大学生中并不合适， 正如六大美德 的模型所

示，各个测量指标间存在一定的重叠。
然而， 从性格优势整体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中可以看到，本研究的拟合指标并不符合传统

标准，迄今为止的各种探索性因素分析均没有得出

理论构想所具有的六大美德，曾有研究者对成人版

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五因素结构：克制的

优势、智力优势、人际优势、情感优势和灵性神学的

优势 [12]，更有研究者发现了类似的四因素结构 [13，14]。
造成这种矛盾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我

们不可否认 24 种性格优势的科学性、有效性与合理

性，即 24 种性格优势是全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具有

不同的道德、哲学、宗教思想背景，但是由 24 种性格

优势所聚合出来的美德却可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不

同，比如中国人所说的“幽默”，极有可能被大多数人

认为是“社交智慧”的体现，而这在西方文化中却不

然；其次，根据温忠麟等学者 [6]的探讨，当样本容量

与参数数量非常大时，应当综合考虑问题的背景、参

数估计值的意义、模型的可解释性、各备选模型的表

现和省俭原则等，只要根据其中多个准则模型是好

的拟合，就可以从某些角度认为模型可以接受，所以

他们建议着重参考具有稳定性的指标 NNFI (TLI)和

CFI（临界值为 0.9），而本研究 24 种性格优势的相关

模型 TLI=0.862、CFI=0.881，因此，我们认为 可 以 接

受 24 种性格优势的相关模型，用以测量大学生的性

格优势。
另外，该问卷不同优势下的题目存在语义雷同，

句子不符合日常交流习惯等现象； 进行项目打包操

作过程中还发现 24 个优势中有部分的优势探索出

了 2-3 个因素。 这些现象说明两个问题：首先，题目

虽然进行了精准的翻译， 但并没有将其放在中国传

统儒家文化下进行审视， 香港地区与大陆地区在语

言使用上仍然存在不可否认的差异；其次，对某些具

体性格优势，如“勇敢”的理解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
题目 “听到有人说卑鄙的事情， 我总会大声提出抗

议” 也许在欧美文化下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勇敢的表

现，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下，更可能认为这是一种

正直的表现。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及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下述

结论：①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样本对 VIA-IS 进行

信效度分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性格优势的理论

提供了支持， 第一次在中国对问卷的适用性进行了

系统的验证； ②VIA-IS 的 24 个性格优势相关模型

可以接受，能够测量中国大学生的性格优势，但美德

结构划分不合理，需要进一步探索。（致谢：特别感谢

香港大学何敏贤教授（Dr. Ho, S.M.Y.）的宝贵意见

与悉心指导，使笔者受益良多，谨表谢意！ 同时感谢

程祝亚、 曲文秀在问卷收集与整理过程中付出的辛

勤劳动！ ）
（下转第 478 页）

表 5 四个模型的拟合指数

表 6 六大美德模型的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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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测量，像本研究中的态度对象“群体”，很难找

到另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概念词， 因此使用经典 IAT
将不能对大学生内隐群体认同进行测量。 同时，SC-
IAT 测量是被试对“群体”这一对象的整体态度，这

种态度源于生活中与身边群体的长期 接触而产生

的，而不是相对态度。 在心理学中，对事物相对态度

的内隐研究固然需要， 但对事物整体态度的内隐研

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本研究是单 类内隐联想 测验

（SC-IAT）的初步应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的

相关原理以及在其它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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