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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inguist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ut relatively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have produced inconsistent resul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 for field independence/
blend/dependence cognitive style,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field independence/blend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the correl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than those
majoring in humanities.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focus on students’ different cognitive styles, make
teaching plans according to students’ own features, train and help students to exploit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cognitive style to the full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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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语言学家对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实证性研究偏少且结论并未
达成一致。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文/理科大学生(场独立/混合/依存型)认知风格
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及差异性所在。研究发现场独立/混合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存在相关性，且理科
生比文科生的相关性更加显著。外语教学应关注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帮助学习者发挥认知风格的优势
从而提高外语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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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风格是个体在知觉、思维、记忆和理解问题的认知活动中加工和组织信息时所表现出的独特而
稳定的风格[1]。认知风格的种类繁多，场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是研究最多、影响范围较广的认知风格之
一。近年来语言学家对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实证性研究偏少，并且
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因此本论文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理科学习者的场独立/依存
型认知风格以及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

2. 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 Witkin 根据 30 余年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场依存型人格维度构想理论，其理论的主要内
容就是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Witkin 认为场独立者偏向以内部参照而非外部参照知觉事物，不容易受外
界因素影响，能独立的觉察事物，从复杂背景中认出独立的个体。场依存者则倾向于依赖外界环境，知
觉事物是难以脱离环境的作用，独立性差[2]。
美国语言学家 Brown 最早地研究了与 L2 学习相关的一些认知方式以来，国内外许多人将此认知风
格理论应用到外语学习上。Roberts and Chapelle 的研究也发现场独立型与语言学习呈正相关[3]。Hansen
and Stansfield 对 283 名西班牙语的一年级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语言知识和综合测试的成绩与场独立
型有显著的正相关性[4]。Naiman 研究发现场独立的学生在模仿和听力上更具优势[5]。但 90 年代以来研
究结果与以前略为不同，Brown 认为场独立/依存型对个体来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维度，在
不同情况下学习者个体可以变换自己的风格，外语学习中不应把学习者的风格看成是僵化的单一模式[6]。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认知风格的研究起步较晚。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性的介绍，实证性的
研究分析偏少，且结论并未达到一致。概念性研究中主要有秦晓晴[7]王立非[8]、朱中都[9]回顾并介绍了
国外的几种认知风格类型及特点，总结了国内外对场独立/依存型研究结果以及它们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实证性研究主要有：吴一安、刘润清研究认为场独立型的学生语言测试成绩要比场依存型的好，可以说
场独立型认知方式学习者有利于中高级水平的外语学习；优秀的外语学习者往往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格，
有较强的学习动机[10]。戴运财研究结果表明，初级阶段学习者的场独立/依存型对二语习得没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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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中级阶段的学生而言，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时，场独立和二语习得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场独
立和听力有显著的关系[11]。王琦研究了多媒体课堂中外语学习的认知风格。研究认为场依存型喜欢程序
控制，它能为学习者确定学习目标和强化知识；而场独立型则更喜欢学习者控制，它只为学习者提供菜
单，他们可以选择任意顺序学习，并且自己确定学习目标和强化方式[12]。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场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场独立/依存
型认知风格在不同学科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程度如何？场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
性如何，与不同学科的学习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哪种认知风格更有利于促进外语学习？这些问题都将在
本文的研究中进行研究与探讨。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认知风格的镶嵌图形测试)与定性(学习风格调查问卷与课堂内外访谈)分析结合的
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某大学的本科二年级 176 名学生作为受试对象，他们分别来自文理科
兼有的专业，所有受试对象年龄在 18~21 岁之间，均参加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3.2. 研究工具
认知风格镶嵌图形测验(Embedded Figures Test，简称 EFI)。测试对象要按题目要求排除复杂图形的
影响，在规定时间内找出指定的简单图形。该图形测试已被国内外广泛采用，易于操作。受试者从 20 个
复杂图形中找出简单图形，T > 60 为场独立型，T < 50 为场依存型，50 < T < 60 为场混合型。
外语成绩测试为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试题，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满分 710 分，题型涵括写作、
听力理解、阅读理解、翻译。
学习风格调查问卷，问卷共 18 题，1~16 题每题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同意第 1、5、8、9、11、12、
13、16 题占多数的为场独立型学习风格，同意第 2、3、4、6、7、10、14、15 题占多数的则为场依存型
学习风格。17~18 题为探讨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的描述性题目。
口头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学习者对自我认知风格、学习风格、学习策略、学习方法的认知与自我评
价等问题。

3.3. 研究步骤
研究采取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定量分析的镶嵌图形测验成绩及受试对象的外语
成绩录入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分析场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比例与差异，分析三种认知风格与
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分析文/理科学习者与外语成绩相关性的差异所在。镶嵌图形的认知风格测试后进
行学习风格的问卷调查。问卷后结合镶嵌图形测试的结果对受试者进行口头访谈。

4. 结果与分析
4.1. 全体受试者认知风格比例及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的数据统计
全体受试者共 176 人，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占总人数比例的 50%，其次是场混合型认知风格占
总人数比例的 31.8%，场依存型认知风格人数最少占总人数比例的 18.2% (见表 1)。将全体受试者按照男
女生分别统计，依然是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人数居多，女生比男生人数比例更多，男生中场混合型
人数比例比女生更多，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男女生人数偏少，女生比男生人数比例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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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st ratio of all subjects’ cognitive style of field independence/blend/dependence
表 1. 全体受试者场独立/混合/依存型认知风格测试比例
全体

男生

女生

场独立型 FI

50.0

40.0

52.9

场混合型 FM

31.8

45.0

27.9

场依存型 FD

18.2

15.0

19.2

受试者的学习风格问卷调查与访谈与镶嵌图形测试结果基本符合，问卷调查与访谈中近 51%的受试
者属于场独立型，学习者认为自己能够在学习中独立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教学任务，女生认为比男生学习
外语更占据优势，喜欢在团队任务中起到领头作用。另有部分学习者认为自己在学习中兼有场独立与场
依存型认知特点，这与镶嵌图形测试中场混合型人数比例较高的结果相符。
全体受试者认知风格测试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表明(见表 2)，场独立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相关
性最显著，其次是场混合型认知风格，而场依存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系数呈现负数，则不相
关。男生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的相关性比女生更加显著。

4.2. 理科生认知风格比例及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数据统计
理科受试者共 88 人，绝大多数都偏向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特点，偏向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较
少。其中部分介于场独立和场依存型之间，则属于场混合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兼有场独立和场依存型
的特点，这部分学习者的人数比例也比较高(见表 3)。
理科生中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共 45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为 628 分，最低分数为 435 分。独立
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99。场混合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共 29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
为 591 分，最低分数为 396 分。混合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22。场依存型认知风格
的学习者共 14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为 568 分，最低分数为 440 分。依存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负值−0.096(见表 4)。
根据数据分析结合问卷与访谈结果来看，外语成绩最高分为女生，认知风格测试属于场独立型认知
风格。该同学在问卷与访谈中认为自己独立完成一项学习任务会更好，并且喜欢老师能安排独立思考完
成任务，而不是与他人合作完成，对外语学习比较感兴趣，在自己专业学习中成绩也较优异。最低分也
为女生，认知风格测试属于为场混合型认知风格，在问卷与访谈中她认为自己更喜欢与一个或一群伙伴
合作而不是自己工作，并且更喜欢与和自己同说母语的人一起合作，对外语学习起初比较感兴趣，但随
着学习专业知识压力增加，学生活动丰富，越来越懈怠了外语学习。这两位学习者体现了场独立与场混
合型认知风格与其外语成绩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4.3. 文科生认知风格比例及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数据统计
文科型受试者共 88 人，文科生中绝大多数偏向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特点，偏向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
学习者较少。其中部分介于场独立和场依存型之间，则属于场混合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兼有场独立和
场依存型的特点，这部分学习者的人数比例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人数比例比较接近(见表 5)。
如表 6 所示，文科生中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共 43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为 613 分，最低分数为
425 分。独立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48，相关系数值偏小。场混合型认知风格的学
习者共 27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为 603 分，最低分数为 449 分。混合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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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relativity of all subjects’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表 2. 全体受试者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系数统计
外语成绩与镶嵌图形测试相关系数

全体

男生

女生

场独立型

0.149

0.200

0.138

场混合型

0.143

0.269

−0.044

场依存型

−0.070

−0.370

−0.178

Table 3. Description of the test ratio of science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
表 3. 理科生认知风格比例描述
理科生

频率(人数)

比率(%)

累积率(%)

平均分值

场独立型 FI

45

51.1

51.1

68.3

场混合型 FM

29

33

84.1

60.6

场依存型 FD

14

15.9

100

49.8

共计 = Total

88

100

100

61.9

Table 4. Analysis on the relativity of science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表 4. 理科生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分析
理科生

场独立型认知风格

场混合型认知风格

场依存型认知风格

Pearson Correlation

0.299

0.022

−0.096

Sig. (2-tailed)

0.051

0.915

0.706

N

45

29

14

Table 5. Description of the test ratio of humanities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
表 5. 文科生认知风格比例描述
文科生

频率(人数)

比率(%)

累积率(%)

平均分值

场独立型

43

48.8

48.8

69

场混合型

27

30.6

79.5

60.6

场依存型

18

20.4

100

48.2

共计

88

100

100

62.7

Table 6. Analysis on the relativity of humanities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 and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表 6. 文科生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的相关性分析
文科生

场独立型认知风格

场混合型认知风格

场依存型认知风格

Pearson Correlation

0.048

0.319

0.034

Sig.(2-tailed)

0.102

0.092

0.909

N

43

27

18

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共 18 人，外语成绩最高分为 603 分，最低分数为 449 分。依存型认知风
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34，相关系数值偏小。
根据数据分析结合问卷与访谈结果来看，全体受试者中外语成绩最高分与最低分均不是文科生，但
是文科生的外语平均成绩高于理科生。文科生中的外语成绩最高分为女生，属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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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与访谈中她认为自己独立完成一项学习任务会更好，与课堂讨论比起来更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与不
同背景的学习者共同学习，对外语学习比较感兴趣且成绩优异。最低分为男生，认知风格测试属于为场
依存型认知风格，在问卷与访谈中他认为自己不喜欢课堂中有太多的个人表现机会，喜欢与团队一起合
作，自己去完成学习任务时往往有挫败感，个性内向，除外语外其他课程成绩均是一般水平。这两位学
习者分别体现了场独立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间存在相关性，场依存型相关性不显著，受到多重因素影
响。

5. 讨论与启示
1) 认知风格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中大多数都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格，这证明了认知风格在
大学生(18~22 岁)的年龄段中趋于稳定，并且趋于认知成熟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张厚粲教授对学生场独立
和场依存性相关研究也表明：场独立性的程度有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13]。总体来说，理科生比文科
生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格人数比例更高。文科生中偏向场依存型的人数比例比理科生更高。因此理科生
的场独立性比文科生更强，文科生场依存性比理科生更强。
2) 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表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最高，其次是场混
合型，而场依存型是负值，因此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与外语学习成绩不存在相关性。理科生的外
语成绩与场独立/混合型认知风格相关，但与场依存型呈现负相关。在三种认知风格中，场独立型认知风
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最显著。文科生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场混合型相关性最高，其次是场
独立型，最后是场依存型。总体来看，文科生中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虽然偏小，但是
外语成绩与三种认知风格均有一定相关性。
3) 将定量分析结合问卷与访谈的结果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优秀的学习者往往是偏向场独立型认知风
格，并且是女生。本次研究受试者中外语成绩最高分为理科女生，属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在问卷与访
谈中，她个人认为自己独立完成一项学习任务会更好，并且喜欢老师能安排独立思考完成任务，而不是
与他人合作完成，对外语学习比较感兴趣，在自己专业学习中成绩也较优异。
大学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兼有场独立/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特点，属于场混合型认知风格。场
混合型认知风格学生的外语平均成绩较高，与外语成绩也存在相关性。在问卷与访谈中，有同学认为自
己既有喜欢团队合作的时刻，又有喜欢自己独立完成任务的时刻，或者认为两者皆可。属于场混合型认
知风格的学习者学习态度比较积极，往往能取得较高分数，也会取得最低分数，教师应帮助此类认知风
格的学生发挥其认知风格的优势，避其劣势学习外语。
大学生中偏向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人数较少，且与外语成绩不呈现相关性。朱同学(文科)与王同学(理
科)在问卷调查及访谈中认为他们都不喜欢自己独自去完成学习任务，认为独自完成挫败感或厌倦感更大。
他们更偏爱与多人合作完成一项学习或工作任务。他们喜欢接受教师的安排与分组，在团队协作中更加
快乐且有收获。特别是王同学多采用考试前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突击，他非常愿意接受老师的安排，在
老师的安排、督促下会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两位同学都是偏内向型学生，课堂上从不主动发言或表达
观点。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往往性格内向，他人的批评或鼓励对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影响
较为明显，因此针对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教师应多采用鼓励式教育。

6. 结语
研究在调查大学生场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的相关性，
比较分析了文、理科学习者认知风格与外语成绩相关性情况与差异所在。结论表明大学生的认知风格类
型不尽相同，文理科间存在差异，且与外语成绩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场独立/混合型的相关性比场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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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更加显著。外语教学中应关注学习者认知风格对其外语学习造成的影响，针对认知风格的优劣制定有
的放矢的教学计划，从而更加有效的帮助学习者提高外语学习能力。认知风格种类繁多，本研究仅以场
独立/依存型认知风格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在受试对象选择范围及男女生人数比例等问题中还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今后还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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