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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風格理論對有效學習策略的啟示

帶好每位學生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職責，其旨在發展適性適才的教

育，兼顧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理想，提供每位學生最適性的教

育。在理念上，「帶好每位學生」是兼顧因材施教、個別化教學、

精熟化學習的原理原則，在教與學上則可經體察師、生的「認知風

格」(cognitive style)，做為指導學生有效學習策略的參考之一，

「認知風格理論」是一個很值得教師們研究的議題。因此，要充分

瞭解教師與學生的認知風格，才能使學生「在學習中獲得成功」、「在成功中獲得學習」，

發展有效的學習策略，進行有效的學習，帶好每位學生朝向更美好的發展。

認知風格理論對有效學習策略的啟示

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陳木金教授

壹、前言

帶好每位學生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職責，其旨在發展適性適才的教育，兼顧有教無類和因材

施教的理想，提供每位學生最適性的教育。在理念上，「帶好每位學生」是兼顧因材施教、

個別化教學、精熟化學習的原理原則，在教與學上則可經體察師、生的「認知風

格」(cognitive style)，做為指導學生有效學習策略的參考之一，「認知風格理論」是一

個很值得教師們研究的議題。因為在教育的過程裡，有效教學與有效學習的歷程深受教師的

教學風格(teaching style)和學生的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等認知歷程的影響。因此，

要充分瞭解教師與學生的認知風格，才能使學生「在學習中獲得成功」、「在成功中獲得學

習」，發展有效的學習策略，進行有效的學習，帶好每位學生朝向更美好的發展。

所謂「認知風格」是指學習者所喜愛的訊息處理方式，它是個體在認知歷程中所採取的特有

風格，其對個體學習成功率的影響很大。有關認知風格的研究甚多，例如柯隆巴和史

諾(Cronbach & Snow,1977)將認知風格分為視覺處理型與語文處理型；魏肯等

人(Witkin, Moore, Goodenough & Cox,1977)將認知風格區分為場地依賴—與場地獨

立；韓特等人(Hunt, Greenwood, Noy & Watson,1973)將認知風格分為高概念層次與

低概念層次型，並且指出認知風格的瞭解是最顯著的教學預測，因為當教學方法能與學生所

喜愛的認知風格相配合時，學生一定會產生較好的學習成效。以下本文擬從「認知風格的理

論基礎」、「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認知風格對有效學習策略的啟示」三部份介紹「認

知風格理論」的相關議題，作為教師們協助學生發展有效學習策略的參考。

貳、認知風格的理論基礎

探討認知風格研究的理論，大多從其相關研究著手。近年來，認知風格的研究大部份集中於

認知風格對學習策略或教學上的影響。例如，Glasser & Bassok(1989)指出，認知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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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體在認知歷程中所採取的特有風格，在教學模式上可從：「陳述認知風格個別差異的處

理─語文處理與視覺處理模式」、「測量認知風格個別差異的測驗─場地獨立與場地依賴模

式」、「配合認知風格個別差異的教學─高概念層次與低概念層次模式」等三種教學模式來

探討。透過上述三種認知風格與教學模式的銜接，可以使我們更瞭解認知風格的教學模式，

進而將認知風格的教學模式應用在教學現場，藉以幫助教師認清學生的認知風格，促進學習

及教學效率，使學生在成功中學習、在學習中成功。以下就「個別差異觀點的假設」、「測

量理論觀點的假設」、「配對理論觀點的假設」有關認知風格研究的三種理論加以敘述：

一、個別差異觀點的假設

「個別差異觀點的假設」強調人們在選擇特定的資訊處理方式時，認知風格一致地異於他

人。例如，Norman(1980)的研究針對此一問題提出探討：認為人在資訊處理過程選擇時

的相異之處，是他們學習時重要的決定要素，若能將個別差異轉換為變異數分析時的誤差項

目，將會有更好的結論。Rush & Moore(1991)的研究指出：認知風格環繞於諸如對於

聲、光、溫度、生物性感覺的高或低、動作需求、堅持的動機、責任和架構的需求等方面的

研究產生了分歧性的指標。

從個別差異的觀點，強調個體在選擇特定的資訊處理方式時，認知風格一致地異於他人。教

學上要考慮其認知風格，採用語文處理或視覺處理模式。例如，有些學生在視覺能力測驗上

的得高分者，這些學生可歸類為視覺處理者(visual processors)； 另外，有些學生在語文

能力測驗上得高分者，這些學生可以歸類為語文處理者(verbal processors)。柯隆巴與史

諾(Cronbach & Snow, 1977) 在回顧文獻時指出：視覺處理者在給予視覺類教學(如插圖

和圖片)時成績較好，而語文處理者則給予語文類教學時成績較好。在教學模式上，根據學

生認知風格差異，把教學從傳統的語文方式轉變成較為視覺呈現方式(如繪圖和影片)，對視

覺處理型的學生較有助益。其進行的步驟，首先考慮學習者的認知風格有個別差異，進行測

量認知風格的個別差異，最後進配對認知風格的方式進行教學，如此一來，對學生的幫助，

必定是相當的大。

二、測量理論觀點的假設

「測量理論觀點的假設」認為學生認知風格的個別差異是可以被測量的。例如：Rush &

Moore (1991) 的文獻回顧研究發現：認知風格的研究者，正在清晰地建立測量理論概念

的真實性與效用；Witkin et al.(1977)以24個不同測驗的測量架構，研究「場地獨立型」

與「場地依賴型」的認知風格；Moran(1991)的研究指出：認知風格研究中，研究者應注

意認知風格測驗上的建構效度研究。

從測量理論的觀點，認為這些認知風格的個別差異是可以被測量的。在教學上應適當地採用

場地獨立與場地依賴模式。魏肯和他的同事們(Witkin, Moore , Goodenough & Cox,

1977)認為：場地獨立的人較能夠從複雜的環境脈絡中找出隱藏的意思，對於學習教學訓練

而言，魏肯認為場地獨立的學生，若在不強調對於社會要求及結構要敏感的教學法下，成績

會較好；但是場地依賴的學生則較喜愛結構化的教學方法。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點。在

教學模式上，把教學從傳統的方式轉變成為適應場地獨立型與場地依賴型二者皆適合的方

式，如此對學生會有所助益。

三、配對理論觀點的假設

「配對理論觀點的假設」指出從符合或非符合學生之認知風格的有效教學技術探討，並且發

現認知風格的配對嚴重影響學習成效的程度。例如：Witkin et al.(1977)的研究指出：當

學生的認知風格配合他們較喜歡的教學模式，則其學習成就及滿足感將增加。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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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ran(1991)的研究亦指出：當學生在進行學習時透過其被驗證的認知風格或偏好模

式，則較易於獲得測驗或學習成就的高分。

從配對理論的觀點，強調從符合或非符合學生之認知風格的有效教學技巧探討。在教學上應

適當地採用高概念層次與低概念層次模式。概念層次(conceptual level)是指一個人把概念

知覺複雜和分化的程度。高概念層次的人可以從許多方面來看一個命題和爭論，避免使用刻

板印象(stereotypes)，能容忍模糊不清，並從其中能夠進行抽象思考。韓特等人曾用語句

完成測驗來測量學生的概念層次，並且發現高和低概念層次的學生，教師在教學時必須使用

不同的教學方法，才能各盡其功(Hunt, Greenwood, Noy & Watson,1973)。在教學模

式上，高概念層次學生在非結構化的教學法(如歸納法或發現法)下成績表現較好；但是低概

念層次的學生則在結構化教學法(如演繹法和原則教學法)下，成績表現會較好。

參、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

透過上述「個別差異觀點的假設」、「測量理論觀點的假設」、「配對理論觀點的假設」三

種認知風格理論的導引和銜接，可以使我們對認知風格有較清楚的瞭解，進一步發現認知風

格研究的功用在教師在教學應用時，可以協助教師認清學生的認知風格，促進學生有效的學

習效果及教師的教學效率。以下介紹三種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發現隱藏脈絡」、「內在

參照架構」、「運用重建結構」，作為教師教學的參考。

一、發現隱藏脈絡

Clarrk & Yinger(1979)在有關於認知風格與重建結構的研究指出，認知風格場地依賴者

在學習重建結構策略時，似乎比認知風格場地獨立者缺少了某些重要的特徵，尤其是發現學

習材料之隱藏脈絡的能力，場地獨立者優於場地依賴者很多。因此，建議當教師在編輯學習

材料的設計時，必須注意到意思要清晰不含糊，協助學生能發現隱藏脈絡。

二、內在參照架構

Witkin et al.(1977)進行場地依賴性／場地獨立性研究認知風格研究，其指出認知風格是

一個人能由自己獨自從事某些作業的程度。一個場地獨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學習的內在參照架

構(internal frames of reference)，可以用來決定如何對其作業加以工作；相反的，場

地依賴的人需要依賴情境脈絡來決定如何處理所面對的問題。

三、運用重建結構

Rush & Moore(1991)歸納Frank、French、Bien、Lawson & Wollman 等學者在認知

風格的研究結果，其發現學習者若可以從被教導去有效地運用重建結構的學習策略，調整組

織、架構及基模的能力，配合清晰的學習材料和教學訓練，相信必定可以提高學習的結構能

力，它的教學項目包括教學策略、教學活動、教學材料和教學訓練等重點。例

如，1.French 的教學策略設計觀：French研究教學策略設計，提出了教學策略的設計，

可以促進學習重建架構能力的提昇；Braitain針對此方面研究也提出了場地獨立者的學習結

構策略，若能提供給場地依賴者參考，將有助於場地依賴者之學習結構能力的提

昇。2.Frank 的教學活動設計觀：Frank 針對教學活動設計的研究指出：場地依賴者若能

在學習活動中觀察學習場地獨立者之結構學習活動的歷程，將對其結構能力有所幫助；另

外Davis 和 Cochran他們的研究也發現：場地依賴者與場地獨立者在操作運用人際關係能

力及重建結構能力有顯著差異存在。3.Bien 的教學教材設計觀：Bien研究教學教材設計

對重建結構能力的影響，指出場地獨立者在數學應用題的解題上，其解題方式和解題設計

上，明顯地優於場地依賴者，但在計算能力上並無顯著的差異。另外，Vaiyda的研究亦指

出：就教材呈現的順序而言，若按正常固定的順序呈現教材，則場地依賴者較容易正確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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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4.Lawson 和 Wollman 的教學訓練設計觀：Lawson 和 Wollman 針對教學訓練

設計的方面研究：發現場地依賴者與場地獨立者間的重建結構能力差距，是可以藉著教育訓

練的力量來拉近差距。

肆、認知風格對有效學習策略的啟示

按照認知風格教學模式的理念，其應用於課程內容組織與教學過程中，係依據逐步分

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與統整調和(integrative reconciliation)的二項原則。

其中逐步分化是將學科中最普遍性的概念先呈現，隨後再逐漸地增加一些較詳細與特殊內

容，如舉例與範例模仿。而統整調和則指新的理念必須與過去學習的內容有關，即課程內容

順序要有組織，務使後來的學習能與先前學習有所關連，並加強策略方法與原理原則的學

習。就此而論，若在整體課程學習教材上，能將其概念化，並先以逐步分化，再以統整調和

的原則自然呈現，必可收到頗佳的學習效果。對於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生，在教學上必須確實

注意：學科與教學的順序，應從最基本的概念、原則與命題先開始，再逐漸循序向外發展。

因此，它在有效學習策略的應用方面有以下四點啟示：

一、認知風格的主要教學在加強認知結構與新訊息的保留

認知風格教學之主要目的，在解釋、統整新學習的教材。因此，教師教學時可將新教材與舊

教材兩相聯結，同時也協助學習者將兩者加以區分。

二、認知風格教學應在最有效方式下使用熟悉概念解釋學習新教材

認知風格教學中最有效的方式，在於懂得使用學習者已熟悉的概念、詞彙與命題，來說明解

釋學習新教材。因此，教師教學應適時地指導學生以此方式「獨立學習」、「補救學習」。

三、成功的教學乃在配合認知風格使學生學習成功的策略

認知風格的成功教學方式，以配合適當之舉例與比喻學習成功的策略，例如：在介紹印度階

級制度的課程內容中，認知風格即為學習者將先前所具有的社會階段概念認知結構，套入其

中使用的策略。因此，教師教學時，以此方式列舉能配合學生認知風格的適當教學譬喻，增

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四、有效的學習策略乃是幫助學生依個人特質建立適切的學習風格

美國哈佛大學Gardner 教授提出多元智慧的觀點，認為人的智慧是由語言型、數理邏輯

型、音樂型、肢體運用型、空間型、人際型、內省型、自然科學型等八種智慧的類型所組成

的。因此，有效的教學是依據學生的學習特質，設計教學活動，兼顧教學的彈性與多樣性，

以建立或強化學生的學習風格，達到個別化、適性化的教學目標。其次，學習風格是學生在

學習歷程中所採取特有的型態，從多元智慧的角度來看：智慧包括語言型、數理邏輯型、音

樂型、肢體運用型、空間型、人際型、內省型、自然科學型等八大類型，擅長於不同智慧類

型的學生，其學習的方式及成果將會有所差異。因此，教師在進行教學前，宜將教學從傳統

的單一語文方式轉變成較為多元的呈現方式(如繪圖、動作、多媒體等)，藉以認清學生的學

習風格，幫助學生建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與學習風格，以提升學習效果。因為每一個人都

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展現在學生身上是不同的學習特質，表現在教師身上則有不同的教學方

式。教師以多元的教學引導學生多元的學習，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定能營造出每個人獨特

且適切的學習風格。

伍、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試著要去瞭解學生的認知風格，進而探討其在學校教學與學習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整體而言，著重認知風格的教學模式，特別有助於教學中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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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順序化與結構化，以及有系統的教導學生明瞭其中的重要概念。同時，採取適合學生認

知風格的教學方式，解說主要概念與論點，教導學生學習成功的策略，期能促使學生在每一

段教學的過程中，對學習範圍內的知識做整體的瞭解與自我統整，以便成功的學習。參酌認

知風格的相關研究，以瞭解學生的個別差異、妥善解釋並運用測量的理論、考量師生認知風

格的相互配合，做為擬定教學目標、選擇教材、進行教學活動、編擬個別化教育方案及補救

教學的參考，是提昇教師教學效能、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的方向之一，值得教育工作者共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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