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8 个朋友”测试提示：
1.进入：www.vitalfriends.com 网站。
2.点击“SIGN IN”
（登陆）按钮。
3.第一次进入网站时必须注册，建立自己的账号。请点击“REGISTER”(注册)按钮，
你可以打开封面内侧找到测试密码，并在“ID Code” 内输入，然后点击“VALIDATE” 按
钮进行验证，同时完成注册，设置你的用户名及密码。
4.完成注册后，你就可以进行“8 个朋友测验”，建立自己的网站和“朋友”数据库。以
后再登陆该网站时，你只需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进入。
5.“Vital Friends” 测试一共有 65 道英文测试题，我们将英文原题翻译成中文，以缩短
您答题的时间。每次测试时，题目的顺序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建议您在测试前阅读我们提供
的中英文题目。
测试流程图：

1. 进入 www.vitalfriends.com 首页，点击“SIGN IN”（登陆）按钮。

2. 进入登陆主页面，第一次进入网站时必须注册，建立自己的账号。请点击“REGISTER”
(注册)按钮。已经注册过的用户，请直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

3.新用户注册页面。
你可以打开封面内侧找到测试密码，并在“ID Code” 内输入，然后点击“VALIDATE” 按
钮进行验证。同时设置你的用户名及密码，完成注册。

4.点击主菜单“Add a Friend”,进入朋友信息登记页面

5.准备测试窗口

6.准备测试窗口 2，提示：每道题目只有 20 秒的反应时间。

7 测试提示：回答每道题目，请选择 1-5 之间的数。5 表示完全赞同，1 表示完全不赞同。

8 开始测试

9.做完 65 道测试题后，恭喜你完成测试。

10. 好友的信息页面

11. 好友的测试报告

“Vital Friends” 测试的 65 道英文测试题，和中文翻译如下。每次测试时，题目
的顺序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建议您在测试前阅读我们提供的中英文题目。
1 XX points m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他/她会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
2 XX invests in my development.
他/她为你的发展投入时间精力。
3 I am continually learning from XX.
你能不断地从他/她身上学到东西。
4 XX and I frequently dine together.
你和他/她经常一起吃饭。
5 XX is the first person I call with breaking news.
遇到重大事情时，你第一个打给他/她。
6 XX helps me to see how good I am.
他/她让你看到自己有多么优秀。

7 XX never lies to me.
他/她从不欺骗你。
8 I learn and grow because of XX.
因为有他/她，你才能不断收获和成长。
9 XX can always anticipate my next move.
他/她总能预见到你下一步的行动。
10 XX has an uncanny ability to sense my true feelings.
他/她能体会到你的真实感受。
11 XX and I share stories.
你们会分享很多事情。
12 XX and I frequently discuss our common interests.
你和他/她经常讨论你们共同的兴趣。
13 My friendship with XX makes me a better person.
你和他/她的友谊使你变得更加出色。
14 XX introduces me to people in key places and positions.
他/她会给你介绍身份地位较高的人。
15 XX tells other people how great I am.
他/她会告诉其他人你有多么优秀。
16 XX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club.
你和他/她在同一个社团。
17 I experience fewer negative emotions when I am around XX.
跟他/她在一起时你很少会产生负面情绪。
18 XX accepts me for who I am, even when others don't.
他/她会接受真实的你，即使他人不接受。
19 I love XX.
你喜欢他/她。
20 XX invites me to social gatherings.
他/她会邀请你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21 XX helps me figure out how to get what I want.
他/她会帮你弄清应如何达成愿望。
22 XX is extremely generous with me.
他/她对你极为宽容。
23 XX sets me up for success.
他/她会引你走向成功。
24 XX stands up for me when I am not around.
你不在场时他/她会维护你的利益。
25 XX pushes me to achieve more.
他/她会敦促你要再接再厉。
26 I would not make an important decision without XX's input.
你做任何重大决定时一定要有他/她的支持。
27 My comments are unfiltered with XX.
你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她自己的观点。
28 XX always encourages me to attend social gatherings.
他/她总是鼓励我参加社交活动。

29 I share my wildest dreams with XX.
你会和他/她分享自己最疯狂的梦想。
30 I am more receptive to new ideas because of XX.
因为他/她的缘故，你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了。
31 XX has praised my work in the last seven days.
在过去的 7 天里他/她称赞过你的工作。
32 My friendship with XX expands my horizons.
你和他/她的友谊拓宽了你的视野。
33 I make it a point to discuss challenging goals with XX.
你很看重跟他/她一起探讨富有挑战性的目标。
34 XX takes risks for me
他/她会替你承担风险。
35 I look to XX for guidance.
你会向他/她寻求指导。
36 XX always asks me questions.
他/她总会问你一些问题。
37 XX is very proud of me.
他/她很为你感到骄傲。
38 I experience more positive emotions when I am around XX.
跟他/她在一起时你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情绪。
39 XX always makes me smile.
他/她总能逗你开心。
40 XX has taken a specific action in the last seven days to increase my positive
emotions.
在过去 7 天里，他/她有过一些特别的举动来增加你的积极情绪。
41 My conversations with XX are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你跟他/她的谈话对你很有启迪意义。
42 XX makes me laugh every day.
他/她每天都会逗你开心。
43 XX never hesitates to give me open and honest feedback.
他/她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直接中肯的意见。
44 XX keeps my secrets.
他/她会替你保守秘密。
45 XX and I do things together socially.
他/她和你会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46 XX knows everything about me--my favorite food, music, and other interests.
他/她了解关于我的一切——我最喜欢的事物，音乐，和其他的兴趣爱好。
47 XX has an uncanny ability to make me feel good.
他/她能为你带来好心情。
48 XX and I share a unique hobby or special interest.
他/她和你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49 XX is very open to my ideas.
他/她很乐于接受你的想法。
50 XX and I enjoy the same activities.

他/她和你喜欢相同的活动。
51 XX helps me keep my head on my shoulders.
他/她可以使你保持清醒的头脑。
52 XX helps me to see what I am doing.
他/她可以使你看清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53 I would die for XX.
你愿为他/她舍弃生命。
54 XX makes sacrifices for me.
他/她会为你做出牺牲。
55 XX is always there for me.
他/她总会陪在你身边。
56 I take pride in telling everyone that XX is my friend.
你会很自豪地告诉别人他/她是你的朋友。
57 XX offers unsolicited kind words.
他/她会主动说一些贴心话。
58 My friendship with XX connects me to a network of friends.
你和他/她之间的友谊扩大了你的交友圈。
59 XX and I have similar goals.
你和他/她有相同的追求。
60 XX and I talk about shows we have seen or things we have read.
你会和他/她一起谈论刚看过的演出或刚读完的书籍。
61 XX gives me special gifts.
他/她会给你一些特别的礼物。
62 XX's strengths complement what I do best
你和他/她可以优势互补。
63 I would trust XX with my life.
你绝对信任他/她。
64 When I have a dilemma, XX comes to my rescue.
他/她会帮你摆脱困境。
65 XX and I have mutual friends.
你和他/她有共同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