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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父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期望的量表。 方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问

卷调查和专家评定的方法形成 87 个题目的初始量表，然后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

法确定量表结构。 结果：父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期望量表由 30 个项目构成，包含 4 个维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

表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2.61，NNFI=0.94，CFI=0.95，RMSEA=0.079）；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各维度的

α 系数在 0.85~0.90 之间。 结论：父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期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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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context. Meth-
ods: The 87 original item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ex-
perts’ evaluation.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were conducted to
finalize the constructs of the scale. Results: The final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consisted of
30 item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our subscal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yielded a good fi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for
the 4 subscales ranged from 0.85 to 0.90, and for the total scale 0.93. Conclusion: The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found to have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can thus be used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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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很多研究发现， 家庭对青少年生涯发展

有很大影响 [1-3]，包括家庭的支持、亲子关系、父母期

望等。 在中国文化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用

于描述父母对子女未来发展期望的典型用语， 反映

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父母心目中出类拔萃的理想子女

形象。 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实

施的今日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

项调查发现，现代中国社会中，父母将越来越多的精

力花在培养子女身上， 培养下一代成为他们排在第

一位的生活动机 [4]。 父母对孩子不遗余力的教育投

入也是父母对孩子高期望的一种反映。例如，零点公

司 2006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

近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5]。
父母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未来所持有的态度

及希望，包括教育成就、职业地位等。 是父母根据自

己的经验、学识和思考，为孩子的将来做出的构想、
规划和设计 [6]。 过去的很多研究都聚集于考察父母

对儿童及青少年子女的期望如何影响子女的心理健

康和社会适应， 而对大学生群体的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 然而，随着学生进入社会的年龄越来越滞后，独

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 以及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

和压力，研究者发现，父母对子女期望的影响不仅仅

发生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在大学生群体中，父母期

望的作用依然非常明显 [7-9]。 因此，近年来研究者开

始关注父母期望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特别是对亚

裔大学生的影响。例如，Chan 和 Liaw 的研究发现[10]，
对于台湾大学生而言， 父母的期望是他们考虑职业

选 择 和 伴 侣 选 择 的 最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 。 Wang 和

Heppner 研究了父母期望对于台湾大学生的焦虑特

质、抑郁和愤怒情绪的影响[11]。 他们发现，自我期望

与父母期望不一致与大学生的焦虑、 抑郁和愤怒存

在显著正相关。 中国大陆吴敏等[12]的研究也发现，父

母期望与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水平有关， 那些

期望子女出人头地的父母，对子女要求过高、过分严

厉，常常会造成子女焦虑、恐惧、敌对等不良心理。
上述研究表明， 有关父母期望的研究多见于父

母期望与子女心理问题的关系方面， 而父母在为子

女教育做出巨大投入时， 实际上更关注这些投入是

否能够换来子女的职业发展结果， 因此父母期望与

子女生涯发展有一定关联。现有研究发现，父母期望

与子女的生涯 决 策 困 难 之 间 存在相关。 例如，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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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3]对中学生父母对子女的职业期望与子女的职业

抱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父母对子女的职业期望

与子女职业抱负一致性高的学生， 其生涯决策困难

显著小于父母期望与子女职业 抱负一致性 低的学

生。 Leung 等对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13]，父母期望以

及子女的自我期望与父母期望的差异都能显著正向

预测大学生的生涯决策困难。
虽然已有研究及理论均支持父母对子女的生涯

期望对子女生涯发展的影响，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

不够充分。 缺乏信、效度良好，可以被广泛使用的研

究工具是研究缺乏的原因之一。 纵观目前已有的父

母期望量表，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工具虽然在父母对

子女职业发展方面的期望有所涉及， 但无论是问卷

内容，还是问卷结构都存在明显不足。 例如，在生涯

领域的研究对父母期望的测量通常采用直接提问的

方式， 让学生填写 “父 母 希 望 我 从 事 的 工 作 是什

么”[7]。 这样的方式可以考察父母期望的具体职业，
但是父母期望并不必然只局限于具体的职业种类。
这样的考察方式无法了解父母职业期望的所涵盖的

其他内容。而其他研究领域里的父母期望量表，父母

对子女的生涯期望往往只是量表的一小部分， 例如

在 Wang 和 Heppner[11]所编制的父母期望量表中，在

“学业成就”维度里有这样题目：“父母期望我为未来

有份高薪的工作努力”、“父母期望我努力追求他们

心目中理想的职业 (如医师、教师…)”。 这些题目虽

然涵盖了父母对子女生涯发展期望的其他内容，但

是包含的题目数量较少， 而且研究者通常是将所有

的题目加在一起形成一个总分，缺乏维度的划分，无

法展现父母对子女生涯发展期望的不同侧面。
本研究试图通过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专

家评定及因素分析等步骤进行问卷建构， 编制多维

度且信效度良好的、 可以广泛运用于未来研究的父

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的期望量表。

1 对象与方法

1.1 步骤一：形成初始问卷

1.1.1 研究对象 中国内地 3 所高校大学 73 名大

学生，其中，文科专业 42 人，理科专业 31 人。
1.1.2 研究方法 文献回顾表明，目前国内、外均没

有关于父母对子女生涯发展期望的较系统的研究与

和较完整的理论论述， 因此本研究采用句子完成测

验的方法来收集问卷的原始题目。 问卷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给中国内地三所高校的本科生， 要求每个接

受测验的大学生完成 15 个以“父母期望我”为起始

的句子， 同时要求他们用来完成句子的内容仅限于

职业生涯发展方面。 当所收集的句子内容达到饱和

后，停止问卷发放。经过删除重复语句和合并语义相

近的语句，最后形成 216 个语句。 由 1 名教授和 10
名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共同对这 216 个语句进

行评定和语义分析，删除与生涯发展无直接关系（如

“父母期望我希望我能瘦一点， 对健康有好处”）、意

思含糊、有歧义的语句后，最后得到 87 个题目。 这

87 个题目形成父母期望的初测问卷。
1.2 步骤二：初始问卷的测量与第二版的确定

1.2.1 研究对象 中国内地 5 所不同类型大学本科

生 654 人。其中，男生 202 名，女生 452 名；文科专业

296 名，理科专业 358 名。 年龄 20.77±1.30 岁。
1.2.2 研究方法 对包含 87 个题目的父母期望问

卷进行初始测量，通过运用 SPSS16.0 进行项目分析

与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第二版父母期望问卷（包含

31 个题目）。
1.3 步骤三：第二版问卷的测量与最终问卷的确定

1．3.1 研究对象 中国内地 8 所不同地区、 不同类

型高校大学本科生 542 人。 其中，男生 264 名，女生

278 名；文科专业 240 名，理科专业 302 名，平均年

龄为 21.42±1.24 岁。
1.3.2 研究方法 对包含 31 个题目的第二版父母

期望问卷进行测量，通过运用 SPSS16.0 进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 运用 LISREL8.53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确定最终版的父母期望问卷（包含 30 个题目）。

2 结 果

2.1 初始问卷（87 个题目）的测量结果

2.1.1 项目分析 对初始问卷（87 个题目）进行区

分度分析。 即根据测验总分划分高分组（上 27%）与

低分组（下 27%）后，检验每一题项在高分组与低分

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此判断该题的区分度。
结果发现只有一个题目在高低分组差异不显著（t=-
1.849，df=360，P>0.05），因此予以删除。
2.1.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项目分析后的 86 个项

目 进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KM=0.93，Bartlett’=28440
(P=0.00)，符合因素分析的条件。 采用主成分分析最

大正交旋转的方法提取因子， 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0 个，解释总变异的 64.02%。 碎石图

显示选取 7 个因子较为适宜。之后，强制 7 个因素再

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共同度低于 0.3、最大

因素负荷值小于 0.4、跨因子负荷值高于 0.4 的题目

共 32 个。对剩余题目重新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大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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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的方法提取因子，按照上述删除标准，直到没有

题目需要删除为止。 最终剩下 31 个题目。 这 31 个

题目属于 4 个因素，共解释变异的 48.59%。
2.2 第二版本（31 题）及最终版本（30 题）问卷的

测量结果

研究步骤三的样本被随机分成 2 组， 第一组数

据（N=281）用于对父母期望问卷的第二版本重新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形成父母期望问卷的最终版

本。 第二组数据（N=281）用于对最终版本的问卷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确定问卷的理论维度能够得

到数据的支持与拟合。

附表 问卷因素分析结果

2.2.1 第二版本问卷 （31 题） 的探索 性因素分析

对 31 个项目进行强制 4 因素的探索性因素分析，4
个因子合计解释率为 53.42%。 根据共同度低于 0.3、
最大因子载荷小于 0.4 和跨因子载荷高于 0.4 的删

除标准删除 1 题。 之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没有发

现符合删除标准的题目。我们将这 30 个题目作为父

母期望问卷的最终版本。得到的因子结果见附表。根

据具体条目内容，我们将 4 个因素分别命名为：自主

发展、成就地位、安全舒适、专业符合。
2.2.2 最终版本问卷 （30 目）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第二组数据对最终版本的父母期望问卷（30 个题

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目在 4 个因子上的负

荷为 0.51~0.79， 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9~
0.68。 模 型 的 整 体 拟 合 指 数 如 分 别 为 χ2/df=2.61，
NNFI=0.94，CFI=0.95，RMSEA=0.079 。
2.2.3 最终版本问卷（30 题）的信度分析 量表各

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0.86，0.85，0.87。 总

量表 α 系数为 0.93。

3 讨 论

本研究所编制的父母对子女生涯发展期望问卷

考察了父母对子女未来发展期望的具体内容。 研究

最终得到的父母期望问卷包含 4 个维度：自主发展、
成就地位、安全舒适和专业符合，这 4 个维度的内容

实际上是中国人价值观的部分体现。 金盛华等 [14]的

研究发现，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是由金钱权力、
家庭本位、品格自律、守法从众、才能务实、公共利

益、名望成就和人伦情感八个维度构成，本研究中的

“成就地位”与其中的“金钱权力”、“名望成就”内容

相近，“自主发展” 维度与 “品格自律”维度内容存

在一致之处。 金盛华和李雪[15]的另一研究发现，中国

大学生工作价值观包含目的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

观两类。 其中，工具性价值观包括轻松稳定、兴趣性

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职业前景和福利待遇，本研

究中的 “安全舒适”与其中的“轻松稳定”有相近的

内涵，“专业符合”与该研究的“兴趣性格”内容相近。
“自主发展”（如：“我父母期望我在生涯发展方

面可以自己做决定。 ”）维度主要指父母期望子女能

在生涯发展中自立自强、为自己的生涯负责。这一维

度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父母对于子女品格的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们对品格自律的追求是贯穿

一生的重要议题， 这一维度的解释率高达 33.84%，
这一结果与 金 盛 华 的 研 究不谋而合。 在金盛华等

人 [14]的中国人价值观研究中，价值观各个维度按照

民众的认同强度排序，品格自律排在第一位。 然而，
在该研究中， 品格自律的内涵主要体现的是中国传

统的道德准则， 比如 “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帮助陌生人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品行”； 而本研究中

的“自主发展”则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这

种差异一方面可能与本研究探讨的父母期望聚焦于

生涯发展有关， 也可能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在社

会变迁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
“成就地位”维度（“母期望我的工作有较高社会

地位。 ”）主要指父母期望子女在职业生涯上获得高

的经济收益、社会声望和成就，该维度对问卷总体的

解释率为 8.43%。 这一解释率可以看出成就地位在

父母期望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传统文化尊

重权威，层级分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个体实现自

我价值的途径，在金盛华等人的研究中，“名望成就”
和“金钱权利”是两个维度，该研究发现二者并不在

一个维度下， 研究者认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仕轻

商、重名清利是一致的 [14]。 但在本研究中，“成就地

位”包含了经济利益和成就地位两方面的内容，这可

能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有关。在现代社会中，名与利常

常是孪生姊妹，名望会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显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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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也同样能获得名望， 因此二者在本研究中聚集

于一个维度之下。
“安全舒适”维度（如“父母期望我的工作压力不

要太大”）主要指父母期望子女的职业安全、稳定和

轻松。 国内的价值观研究也发现类似因子存在。 该

维度对问卷总体的解释率为 6.66%， 其内容也是中

国人传统价值观里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 杨国枢 [16]

认为，中国人具有安分自抑、求同依赖、顺服自然与

权威的传统价值观念， 父母期望子女的工作具有安

全性和稳定性，正是此种价值观念的表达与传递，也

体现了现代大学生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
“专业符合”（如“父母期望我能够做自己感兴趣

的工作”）指父母期望子女的职业符合子女的兴趣和

专业。该维度对父母期望总体的解释率为 5.20%。与

其他维度相比，这一维度的解释率相对较低，可以看

到其在父母期望心目中的地位显然不如自主发展、
成就地位和安全舒适重要。 凌文辁、方俐洛[17]和金盛

华等人[15]对中国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中都发现

包含此维度。在凌文辁的研究中，有两个有关的价值

观题项分别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符合自己

的兴趣爱好”， 这两项是在 22 项价值观中排名前 2
位的价值观，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在金盛华等人

研究中与此相关的为兴趣性格，他们的研究发现，成

就实现目的强的学生非常重视工作是否符合兴趣性

格。 在本研究中“专业符合”维度相对较低的解释率

可能说明父母并不那么看重子女的工作是否符合子

女的兴趣与专业。 这一结果与前述的两个研究结果

不一致， 原因可能是前两个研究直接考察大学生本

人的价值观， 而本研究则针对的是大学生所感知到

的父母期望，间接体现父母的价值观，大学生对专业

与兴趣的重视要甚于上一代辈的父母， 在工作兴趣

和能力发挥方面， 父母与大学生子女之间可能存在

代沟。
从问卷编制的结果看， 父母期望体现的是父母

认为对子女生涯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念，其

中有一部分是工作价值观， 另一部分是父母认为对

子女生涯发展产生影响的其它价值观念，比如“自主

发展”维度所包含的内容。父母期望是父母价值观的

一种特殊表现， 有些只存在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

中，比如 “父母期望我事业上比上一辈有成就”这样

的内容。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父母期望问卷的最

终维度，可以看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体

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安全舒适、成就地位，另一方面

则是体现西方个体主义的自主发展和专业符合。 经

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中国受到西方文化

和价值观的冲击， 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里存在传统

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18]。
Yang[19]在对中国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传统性”和“现

代性”是两个共存的心理行为特征。本研究中所得到

的四个维度也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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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体验问卷不仅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和结构效度，还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网络

游戏体验问卷各维度得分与网络游戏成瘾总分、网

络游戏忠诚总分均有较高的正相关。
首先，网络游戏体验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程度

越高。 这一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是一致的[2，4]。 网络

游戏积极体验越多， 个体就越可能依赖网络来满足

自己的需要，从而与现实世界更加疏离，在这一过程

中就容易形成网络游戏成瘾。可能由于工具的缺乏，
以往的研究多从环境和个体特征等方面来考察网络

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8-10]。 因此，网络游戏体验问卷

的适用性分析也有利于未来的研究者更深入的考察

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其次，网络游戏体验得分越高，网络游戏忠诚程

度越高，这一结果也与国外相关研究一致。 Choi 和

Kim[2]的研究表明，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积极体验越

多，网络游戏忠诚度越高。 Hsu 和 Lu[11]的研究也发

现， 知觉到的凝聚力通过用户偏好的中介作用对网

络游戏忠诚产生间接影响， 而知觉到的乐趣既通过

用户偏好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游戏忠诚 产生间接影

响，也对网络游戏忠诚有直接影响。由于个体在网络

游戏中获得了积极体验， 而这种积极体验会强化个

体的反复消费行为，从而提高网络游戏忠诚。 另外，
积极的网络游戏体验不仅仅带来一时的快感， 还可

以满足个体深层次的需要， 这也会加强个体对于网

络游戏之间的长期联系，从而提高网络游戏忠诚。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游戏体验中的幻想、控

制、角色扮演、竞争与游戏成瘾的相关较高，与游戏

忠诚的相关较低。 这一发现对于网络游戏相关的商

业利益和成瘾干预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

国的网络游戏产业需要发展，另外一方面，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因此寻找两者之间

的平衡非常关键。 网络游戏体验和设计是紧密关联

的，既然网络游戏体验中的幻想、控制、角色扮演、竞

争对游戏成瘾影响较大，而对游戏忠诚影响较小，那

么在游戏开发的环节可以通过一些设计尽量削弱个

体在这些方面的体验。例如，可以设定网络游戏中的

角色级别上限、对玩家间的 PK 进行限制，来削弱个

体的竞争体验。 其它一些因素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

较小，可以在设计方面加强，从而保持网络游戏的吸

引力，提高玩家游戏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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