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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高中生中验证生命意义问卷的信效度，并比较灾区和非灾区学生在生命意义方面的差别。 方法：对

来自地震重灾区、轻灾区和非灾区的 744 名高中生施测生命意义问卷。 结果：采用平行分析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

生命意义体验和寻求两个因素能够解释 57.65%的变异。 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两个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0.81 和 0.79），建构信度（0.80 和 0.78），和间隔四个星期的重测信度（0.65 和 0.50）。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

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灾区学生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程度都显著低于非灾区。 结论：生命意义问卷在我

国高中生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地震这一创伤事件会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和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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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in life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earthquake-stricken and
non-stricken area.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744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serious disaster area, mild disaster
area and non-stricken area.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MLQ consisted of two factors,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MLQ-P)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MLQ-S). Both MLQ-P and MLQ-S had satisfy-
ing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0.81 and 0.79), construct reliability (0.80 and 0.78), four-week test-retest reliability (0.65 and
0.50), and good structure validity. The presence of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of students from earthquake-stricken
area were lower than those from non-stricken area. Conclusion: MLQ has good usability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resence of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can be reduced by earthquake.
【Key words】 Meaning in lif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 Reliability； Validity； Earthquake-stricken area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024005）；广西大学科研基

金资助项目（XBS100020）
通讯作者：许燕

Steger 认为生命意义是人们领会、 理解自己生

命的含义，并意识到在自己生命中的目标、任务或使

命[1]。 大多数学者认为，生命意义由动机和认知维度

组成。 动机维度关注人们如何追求自己的目标[2]，认

知维度则关注对自我或者世界的理解， 当人们明白

自己在世界上是独特的个体， 确定自己生命中要尽

力实现的事情，那么他就会体验到意义感[3]。
以往测量生命意义的量表主要有生活目的测验

(Purpose in Life Test，PIL) 和 生 命 观 指 数 量 表 (Life
Regard Index，LRI)， 但这两个量表存在题目内容不

清晰、结构不稳定、与其他相关概念交叠过高（例如

主观幸福感）等问题 [4]。 此外，这两个量表仅测量了

生命意义的认知维度。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克服了这些问题，并 对 生命意义

寻求这个人类基本动机进行考察。 该问卷包含两个

分量表： 生命意义体验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MLQ-P)， 测量个体觉得自己生命有意义的程度；
生命意义寻求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MLQ-
S），测量个体积极寻找生命中意义的程度。 Steger 等

人用多质多法的方式证明，MLQ-P 和 MLQ-S 具有良

好的汇聚效度和区分效度， 并且在区分生命意义和

生活满意度两个相关概念时，MLQ-P 的区分效度远

高于 PIL 和 LRI[4]。
汶川地震不仅破坏了灾区人民的家园， 还可能

摧毁他们原有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而生命意义与个

体的创伤后恢复息息相关 [5]。 本研究首先考察生命

意义问卷在我国高中生中的适应性， 然后比较灾区

和非灾区高中生的生命意义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地震重灾区(德阳市)、地震轻灾区(成都市)、
和非灾区(广西南宁市)各选一所中学，学校办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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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升学率等方面匹配。 考虑到高三年级的特殊性，
只对高一高二年级进行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每个年

级各抽取两到三个班级。共回收问卷 772 份，最终得

到有效问卷 744 份， 其中德阳 278 人 （男 139，女

137，缺失 2 人），成都 251 人（男 96，女 147，缺失 8
人），南宁 215 人（男 105，女 104，缺失 6 人）。 744 名

有效被试的年龄范围是 14～19 岁，平均 17±1 岁。 其

中 100 人在四个星期后进行重测。
1.2 工具

生命意义问卷[4]：MLQ-P 分量表 5 个题目，例如

“我知道是什么使得我的生命富有意义”， 分数越高

表示个体具有越高的生命意义体验；MLQ-S 分量表

也是 5 个题目，例如“我正在寻在我的生命目的”，分

数越高表明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程度越强。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0 进行描述统计和内部一致性信

度分析，R2.9.2 与 SPSS15.0 相结合对问卷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AMOSE4.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问卷的项目分析结果

计算 MLQ 的 10 个题目与各自所属维度总分的

相关， 各题目与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在 0.70~0.84
之间，并且均在 0.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KMO 为 0.84，Bartlett 球形检验 χ2=2459.73，df=
45，P=0.000， 球体检验的统计量达到统计显著性水

平，说明该数据可以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轴因子法

抽取因素，斜交旋转法 (direct oblimin) 进行因子旋

转。 由于特征值大于 1 的准则只适用于主成分法进

行因素抽取， 在此不能根据特征值的大小来确定应

该保留的因子个数。 平行分析 (Parallel Analysis) 为

探索性因素分析提供了另一种保留 因子个数 的方

法。 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有一组随机数据，它

与实际数据含有相同的变量个数和被试个数， 求出

这组随机数据的平均特征值， 通过与真实数据的特

征值相比较， 落在随机数据平均特征值之上的就是

应该保留的因子[6]。
采用 R2.9.2 软件进行平行分析，生成的随机数

据平均特征值与实际数据的特征值比较见表 1。 从

中可知，应该抽取的因子数为 2 个，即本问卷是两因

素问卷。 这两个因素能够解释 57.65%的变异量，每

个题目均处于所属的维度之下，因子载荷在 0.573~
0.832 之间，见表 2。

表 1 平行分析和主轴因子法得到的因子特征值比较(n=744)

表 2 MLQ 各题目的载荷(n=744)

2.3 问卷信度

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分量表内部一致

性信度(n=744)分别为 0.81 和 0.79，建构信度(n=744)
分别为 0.80 和 0.78。 重测信度(n=100)分别为 0.65
和 0.50（P＜0.001）
2.4 问卷结构效度

本研究通过比较几个模型来验证问卷的因素结

构：单因素模型，即假设 10 个项目只测量一个因素；
两因素正交模型， 即假设存在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

意义体验两个因素，但因素之间是独立的；两因素斜

交模型， 即假设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之间

彼此相关。表 3 给出了这 3 个模型的拟合指标。斜交

模 型 与 正 交 模 型 相 比 ，△χ2 =106.06，△df =1，P ＜
0.001，可见两因素斜交模型与数据更为契合。

分别在地震 重灾区、 地震 轻灾区和非 灾区对

MLQ 的两因素相关结构进行验证，见表 4，除了成都

轻灾区和南宁非灾区的 TLI 指数略低于 0.90 外，其

他指数都在要求之内。

表 3 各模型的拟合指标(n=744)

表 4 三个地区被试的 MLQ 结构效度

2.5 三个地区的比较

分别以生命意义体验和寻求为因变量， 进行 3
（不同受灾情况：重灾区、轻灾区、非灾区）×2（性别：
男生、女生）×2（年级：高一、高二）的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只有不同受灾情况的主效应显著，见表 5。 从

中可知， 灾区学生的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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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都显著低于非灾区，其中，重灾区学生的生命意

义体验还低于轻灾区学生。

表 5 三个地区被试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比较

注：***P<0.001

3 讨 论

测量生命意义的量表并不少，但只有 Steger 等

人开发的生命意义量表(MLQ)把动机和认知维度分

开测量。 该量表能够很好的区分生命意义与生活满

意度、心理幸福感等相关概念，并且在美国和欧洲的

多个国家、 多个年龄段的样本中具有稳定的两因素

结构[4]。在 我 国 大 学 生 中 ，MLQ 也 具 有 良 好 的信效

度[7]。
在本研究中， 利用平行分析和主轴因子法进行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证实 MLQ 在我国高中生中的因

子结构和题目归属与英文版完全相同。 MLQ 两个维

度都具有非常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运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比较单因素模型、 两因素正交模

型和两因素斜交模型，发现后者要优于前二者；对重

灾区、轻灾区和非灾区分别进行结构效度的考察，各

指数都显示 MLQ 中文版的两因素斜交模型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 从以上结果看来， MLQ 在灾区和非

灾区的高中生中都有较好的适用性， 因此可以进一

步比较灾区非灾区在生命意义上的差异。
本研究分别以四川德阳、 四川成都和广西南宁

三个地区作为重灾区、轻灾区和非灾区的代表，各选

取一所国家示范性高中， 以求在学校条件等无关变

量上匹配。分析结果表明，年级和性别这两个人口学

变量的效应不显著， 只有受灾情况对生命意义寻求

和体验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重灾区还是轻灾区，其

高中生的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均显著低于

非灾区，并且重灾区被试的生命意义体验又最低。尽

管灾区被试的寻求和体验低于非灾区这一结果可能

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 但经历地震这一重大创伤事

件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生命意义体验，
创伤程度越严重的地区其被试体验越低， 说明地震

削弱了灾区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使个体对生命价值

和人生目标的看法变得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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