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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我国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
研究问题包括：１）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关系；２）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与英语水平之间的
关系；３）高、中、低三个水平组在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元认知策略指导
和监控认知策略的使用，是比认知策略更高一层次的心理行为：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与学生的英语水
平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根据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的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生的英语成
绩。在元认知策略上，高分组和低分组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在认知策略上三组之间两两均无显著性
差异。这可能表明，成功的外语学习者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认知策略，而是因为
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元认知策略决定使用或改变具体的认知策略。因此，学生元认知策略的培养应
成为外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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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元认知策略与英语阅读、写作或
１．引言

ＴＥＭ一４成绩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元认知
策略和认知策略的关系、元认知策略和认

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是ＥＳＬ／ＥＦＬ

知策略使用与外语水平之间的关系仍不大

学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二者的

明朗。因而。本研究旨在调查（１）元认知策

系统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研究的问

略和认知策略的关系：（２）我国英语专业学

题主要涉及（１）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理

生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与英语水平

论界定、实际操作中两者之间的划分和两者

之间的关系；（３）高、中、低三个水平组在元

之间的关系；（２）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

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

掌握和运用与学生ＥＳＬ／ＥＦＬ成绩或水平的
关系；（３）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在元认知策略

２．研究背景

和认知策略上的差异（如Ｈｕａｎｇ＆Ｖａｎ
Ｎａｅｒｓｓｏｎ

１９８５；０’Ｍａｌｌｅｙ＆Ｃｈａｍｏｔ

１９９０；

２．１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研究

２００３）。

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０）以及Ｂａｃｈｍａｎ和

在我国．也有学者报道了学习成功者和不

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９６）在交际语言能力

成功者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文秋芳１９９５．
马广惠１９９７，秦晓晴１９９８）。另外，刘惠君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模式中
提出了影响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两大因

（２００４）、吴红云（２００６）、修旭东和肖德法
（２００６）、袁凤识和肖德法（２００６）等还专门

素：语言知识（１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策略
能力（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而策略能力则

Ｐｕｒｐｕｒａ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Ｐｈａｋｉｔｉ

＋本文作者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邹申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程
陶老师在统计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宁波大学科技学院黄风鸽、冯立波老师在问卷调查中的大力帮助。本研究得到２００８年宁
波市高校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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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是由确立目标（ｇｏ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计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和评估（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三种元认知策略组成。

理、监控认知策略的使用（Ｏ’Ｍａｌｌｅｙ＆
Ｃｈａｍｏｔ １９９０），是对认知的认知。根据这些研

Ｈｓｉａｏ和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２）认为．ＥＳＬ／ＥＦＬ学习
策略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

究成果，Ｂａｃｈｍａｎ等人（１９９３）设计了含有６８
个项目的元认知策略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

补偿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和自我激励策
略等。到目前为止，学习策略的分类、元认知

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通过一系列信
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含有３０个

策略和认知策略的定义都未达成一致，但大

项目、代表四个变量类型的元认知策略调查

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元认知策略是较高

问卷来分析考生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与二语成

层次的具有执行功能并可运用到不同学习活

绩之间的关系。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７）所使用的问卷
结构见表１。

动中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主要用来评价、管

表１元认知策略分类表（Ｐｕｒｐｕｒａ
元认知策略的组成部分

１９９７）

项目个数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Ｔ）（审题）
ｅｖｅｎｔ做题前）

项目编号

８

３７，３８，４７，５２，５４，５５，５６，６１

４

４５，４６，４９，５７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Ｅ）（自我评估）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做题后）

１０

４１，４２，４８，５１，５３，５８，６０，６２，６５，６６

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Ｔ）（自我检测）

８

３９，４０，４３，４４，５０，５９，６３，６４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Ｎ）（监控）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做题中）

ｅｖｅｎｔ做题后）

ｔｈｅ

Ｏ’Ｍａｌｌｅｙ和Ｃｈａｍｏｔ（１９９０），Ｏｘｆｏｒｄ

了含有７１个项目的认知策略调查问卷。

（１９９０）以及Ｇａｇｎｅ，Ｙｅｋｏｖｉｃｈ和Ｙｅｋｏｖｉｃｈ
（１９９３）等都对认知策略进行过详细分类。在

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通过进一步研究，
把该问卷缩减为含有３６个项目、代表三个变

这些研究基础上，Ｂａｃｈｍａｎ等人（１９９３）设计

量类型的认知策略调查问卷（见表２）。

表２认知策略分类表（Ｐｕｒｐｕｒａ １９９７）
认知策略的组成部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ＣＯＭＰ）（理解过程）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Ｉ）（归纳性分析）

项目个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项目编号

３

３２。３５。３６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ＣＬＡＲ）（澄清／核实）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Ｆ）（推理）

２

１７．３４

２

３０．３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ＴＲＬ）（翻译）
Ｓ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ＥＭ）（贮存／记忆过程）

２

７．１２

１５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联想）

４

８，９，１０，１１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ｏｒ

４

１，２，４，１９

５

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

２

５，２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ＰＫ）（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系）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ｒｅｈｅａｒｓｉｎｇ（ＲＥＰ）（重复／排练）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ＳＵＭＭ）（总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ＲＥＴ）（使用／提取过程）
Ｒｕｌｅｓ（ＡＰＲ）（应用语言规则）

Ｕｓｉｎｇ／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Ｎ）（自然练习）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ＲＦ）（迁移）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万方数据

１２
３

６，１５，１８
１８，２０，２２，２３，３１

５
４

１３，１４，１６，２ｌ

孔文李清华

Ｐｕｒｐｕｒａ的问卷调查虽然是针对应试策
略设计的，但问卷中的许多策略既属于考

１７５

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与语言水平的关系方
面，现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生在考试时所使用的元认知和认知策略，
又属于他们平常学习时所使用的元认知和

３．研究方法

认知策略。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７）本人也承认把学
习过程中认知和元认知策略与考试时所使

３．１研究问题

用的认知和元认知策略分离开来几乎是不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１）元认知

太可能的。例如，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在考试

策略和认知策略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２）我

中学生都会用到诸如ＡＳＳＯＣ（联想），ＬＰＫ

国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元认知策略和认知

（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系）等策略。因而

策略的使用与他们的英语水平之间存在什

Ｐｕｒｐｕｒａ的问卷调查既包含了学习策略也包
含了在考试时学生常用的一些答题策略。

么关系？（３）高、中、低三个水平组在元认知

２．２不同水平组学生在元认知策略和
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研究

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
３．２调查对象

专门调查不同水平组学习者在元认知

本研究是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初进行的。浙

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的实证研究

江省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参加了本

还比较少。Ｏ’Ｍａｌｌｅｙ等人（１９９０）比较了中
级水平与初级水平学习者在元认知、认知

次实验。笔者根据他们三次ＴＥＭ一４的模拟

和社会情感策略方面的使用情况。研究发

２００５年的ＴＥＭ一４试题）计算出每个考生的

现。两组学生在这些策略使用上的主要不

平均成绩，作为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代表

同之处在于，前者比后者使用更多的元认

他们所达到的英语水平。另外，为了比较不
同水平组的考生在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

知策略。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８）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比较了高、低分两组考生在元认知策略和

成绩（三次考试分别使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和

使用上的差异，笔者根据平均分把３２４名

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元认知

学生分成高、中、低三个水平组（三组的平

策略对两组考生均没有显著性影响，但两

均分分别为７３，６４，５５），然后从每组中随机

组在认知策略上略有不同。认知策略中的

选出６０人作为研究对象。
３．３研究工具

理解和记忆策略对两组的词汇语法能力都
有显著性负影响，但对阅读能力都有显著

本次研究使用的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

性正影响。认知策略中的使用策略对两组
的词汇语法能力都有显著性正影响，对高

略调查问卷是根据Ｐｕｒｐｕｒａ在１９９７年调查
考生元认知与认知策略使用与ＥＳＬ成绩关

分组的阅读能力无显著性影响，但对低分

系时所用的问卷而改编的１。问卷采用６等

组的阅读能力有显著性正影响。Ｐｈａｋｉｔｉ

级利克特（Ｌｉｋｅｎ）量表：０＝从不（ｏ％的使

（２００３）调查了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使
用与阅读成绩的关系．发现．在认知策略上

用率），１＝很少（２０％的使用率），２＝有时

高分组与中分组无显著性差异．但这两组

４＝通常（８０％的使用率），５＝总是（１００％的

与低分组均有显著性差异。在元认知策略

使用率）。问卷调查在第三次模拟测试后进

上三组之间两两均有差异。可见，在元认知

行。３５６名学生参加了调查，实际获得有效

（４０％的使用率），３＝经常（６０％的使用率），

Ｐｕｒｐｕｒａ（１９９７）量表尽管不完善，但仍是最常用的ＥＳＬ／ＥＦＬ学习策略测量工具之一。由于篇幅限制，文中的元认知策略和认
知策略调查表、因子分析结果表和方差分析结果表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跟笔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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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数据为３２４个。

总体内在一致性信度都大于０．５．在可接受范

本次研究首先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调查了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

围内。整个元认知策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较
好，具有较高的信度。在十一个认知策略中，

的关系，然后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除翻译策略外，其余十个策略的内在一致性

（ＳＰＳＳｌ３．ｏ）进行了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与

信度都可接受。这说明，翻译策略较为独特，

考试成绩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元认知策略

与其他的认知策略有较大的不同。Ｐｕｒｐｕｒａ

和认知策略在三个水平组上的方差分析以及
两种策略使用的频率统计，显著水平设定为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在数据分析中删除了此策
略。但在本研究中笔者考虑到该策略确实是

０．０５。

中国ＥＦＬ学生常用的策略之一．因而在后面
的频率统计分析中仍保留了翻译策略。如果

４．结果和讨论

删掉此策略。整个问卷的信度系数将从．８４５
提高到．８４９。总体来说，两问卷的内在一致

４．１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关系

性信度较高。

４．１．１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问卷的内

４．１．２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探索性

在一致性检验

因子分析

在调查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关系之

在确定两个问卷的内在一致性后．笔者

前，笔者对两张问卷的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

对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进行了探索性因子

了检验，结果见表３。

分析。首先考察元认知和认知策略中的数据

从表３的数据来看，四个元认知策略和

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然后，分别提取元认知

表３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问卷内在一致性信度
元认知策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Ｏｔ系数

认知策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Ｏｔ系数

审题

．５５６

归纳性分析

．６１２

监控

．５５７

澄清／核实

．５０８

自我评估

．７０７

推理

．５０９

自我检测

．６１４

翻译

．２７５

总体内在一致性信度

．７７８

联想

．５２０

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系

．５３８

重复／排练

．６９ｌ

总结

．４９５

应用语言规则

．５２９

自然练习

．５９９

迁移

．６２３

总体内在一致性信度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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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和认知策略中的因子个数。以下表４

策略的ＫＭＯ检验值都大于ｏ．７，Ｂａｔｔｌｅｒ球

是利用ＳＰＳＳｌ３．０因子分析软件中的ＫＭＯ

体检验中的显著水平值都小于ｏ．０５。表明

测度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所得的结果。

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中的数据均适合于

从表４可以看出，认知策略和元认知

因子分析。

表４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ＫＭＯ测度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
认知策略

ＫＭＯ测度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

．８７１

卡方

１０９６．８１２

自由度

５５

显著性

元认知策略

．０００

ＫＭＯ测度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

．７６２

卡方

３９７．８３０

自由度
显著性

６
．０００

由于认知策略中的翻译策略内在一致性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虽然认知策略

信度较低，因此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删掉了此

在理论上可有几个部分组成．但在实际操作

项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最大旋转

中，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相

后．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中各提取了一个

互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

因子。认知策略中共同因子解释的方差为

因而只能从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中各提取

４３．９２４％，十个变量与提取的因子之间的负

一个因子来进行解释。

荷都在ｏ．３以上。元认知策略中共同因子可

４．１．３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关系

解释的方差为６２．１６７％．元认知策略中四个

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关系仍是一个

变量与提取的这一个因子之间的负荷都在

颇具争议的问题。Ｏ’Ｍａｌｌｅｙ和Ｃｈａｍｏｔ

０．５以上。一般来说，因子负荷量为０．３或更

（１９９０）认为，元认知策略高于认知策略，前者
对后者的使用起评价、管理和监控作用。而

大，被认为有统计意义（秦晓晴２００３：５１）。这
说明，可以把认知策略中十个变量和元认知
策略中四个变量分别归人所提取的一个因
子。这一结果与Ｐｕ印ｕｒａ（１９９７）的调查结果不
完全一致。Ｐｕｒｐｕｒａ从认知策略中提取了三个
因子，元认知策略中提取了一个因子。之所以

Ｏｘｆｂｒｄ（１９９０）则认为，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
略之间没有层级关系，二者在同一平面上运
作。现在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元认知策略是
比认知策略高一层次的、具有执行功能的心
理活动（Ｐｕｒｐｕｒａ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Ｐｈａｋｉｔｉ

与Ｐｕｒｐｕｒａ提取的认知策略因子个数不同．
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第一，样本数目和

２００３）。认知策略主要是指，学生利用其语言
和背景知识解决某一特定任务时的心理活

受试教育背景不一样。Ｐｕｒｐｕｒａ的实验中受试

动。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主要区别在于，

有１３８２人，分别来自三个不同国家。本实验

认知策略可能只适用于某一个任务或某一门

中的受试人数只有３２４名。都是来自同一所
大学的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这有可能导致

领域．而元认知策略可运用在不同的领域

实验中受试元认知和认知策略使用的趋同

以下两点：（１）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之间应

性。教育背景不同的学生所使用的元认知策

该有较高的相关性；（２）元认知策略影响认知

略和认知策略上是否有较大的差异还是一个

策略的使用。对第一点我们可以用ＳＰＳＳ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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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的相关分析加以验证：对第二个推测
我们可用ＬＩＳＲＥＬ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
ＳＰＳＳｌ３．０软件中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之间确实存在

着特别显著的相关性（，．＝ｏ．６９，Ｐ＜０．０１）。
对于第二个推测，笔者利用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软件建立了数个模型．但只有
图ｌ中的模型拟合指数（详见表５）尚可在
接受的范围内。

Ｏ ，９

Ｏ ７２

０ ６７

０ 矗９

０ ６３

０４１

Ｏ ７３

Ｏ ６９

Ｏ ５３

Ｏ ５６
Ｅｈｉ—Ｓ（Ｉｌｌａｍ＝２４２．３９，ｄｆ＝７６，ｐ－ｖＭｕｅ＝０．０００００，ＢＭＳＥＡ＝０．０８２

图１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关系模型ｚ

一般认为，如果ＲＭＳＥＡ在０．０８以下，
各拟合指数ＧＦＩ，ＡＧＦＩ，ＮＦＩ，ＮＮＦＩ和
ＣＦＩ在０．９以上，所拟合的模型属于较好
（侯杰泰等２００４）。从表５可看出，各拟合指

数均在０．９以上，只有ＲＭＳＥＡ（０．０８２）的值
略微高于ｏ．０８。考虑到实验中的样本数不
大，所以整体来讲，整个模型还算拟合可
以。

表５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优度指数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ＧＦＩ）
渐进误差均方根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０．９２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基准拟合度指数Ｎｏｒｍｅｄ

Ｉｎｄｅｘ（ＮＦＩ）

Ｆｉｔ

非基准拟合度指数Ｎｏｎ—Ｎｏｒｍｅｄ
比较拟合度指数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Ｆｉｔ

Ａｐｐｍ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Ａ）
Ｉｎｄｅｘ（ＡＧＦＩ）

Ｉｎｄｅｘ（ＮＮＦＩ）

Ｉｎｄｅｘ（ＣＦＩ）

０．０８２
０．９０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９６

２图中ＭＥＴＡ代表元认知策略；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代表认知策略。图中的路径系数是标准化的解（ｓｔａＩｌｄａｒ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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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可看出，元认知策略对认知策

著（，．＝０．２１６，Ｐ＜０．０１），而认知策略与英语

略的直接效应高达ｏ．７９。这从一定角度证
明了元认知策略对认知策略的确有指导和

成绩没有显著相关（，．＝ｏ．０４４，Ｐ＞ｏ．０５）。这
一结果与袁凤识和肖德法（２００６）的调查结

控制功能，影响认知策略能力的使用，是更

果相一致。在他们调查的学习策略与ＴＥＭ．

高一层的心理活动。由此，第二个推测也得

４成绩的相关分析中．只有元认知策略与成

到了验证。

绩有显著相关性（，．＝０．１４０，Ｐ＜ｏ．０５），而认
知策略与ＴＥＭ一４成绩的相关系数也未达到

４．２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与英
语水平之间的关系

显著性水平。这或许可从某一侧面说明。英

普遍观点认为，元认知策略与外语成

语专业学生在考试中更多的使用元认知策

绩的关系密切，但认知策略与外语考试

略对答题过程进行监控、管理和自我评价：

成绩的关系不明确（Ｐｕｒｐｕｒａ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Ｐｈａｋｉｔｉ ２００３；袁凤识、肖德法

对认知策略的运用则可能达到了较为熟

２００６）。利用ＳＰＳＳｌ３．０软件中的相关分析，

绩的相关性较低。

练、甚至无意识的程度．从而使之与考试成

笔者考察了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的使用

为进一步了解元认知策略与英语成绩的

和考生英语成绩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只有

关系。笔者利用回归分析调查了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与英语成绩的相关系数极其显

的使用对英语成绩的预测程度，结果见表６。

表６元认知策略的回归分析结果

元认知策略

Ｒ

调整Ｒ：

估计标准误

Ｂ

Ｂｅｔａ

ｔ值

显著性

．２１６

．０４６

６．１５０８４

．０７９

．２１６

３．９６３

．０００

从表６可看出，决定系数Ｒ２为０．０４６，
这表明考生元认知策略的分数能解释英语

差，但由于残差很大（１２１８２．１７４），说明还有
其它变量影响考试成绩。这个结果是比较

成绩４．６％的方差。ｔ值（３．９６３）和显著性水

符合常识的。上文已提到，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０）

平（Ｐ＝０．０００）表明回归系数是显著的，拒
绝了英语成绩和元认知策略没有线性关系

及Ｂａｃｈｍａｎ和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９６）认为。影响考
生语言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语言知识

的虚无假设。

和策略能力。决定考生成绩的主要因素是

然而，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７）表明，
元认知策略虽能解释英语成绩一定量的方

他们的语言知识。元认知策略只能辅助性
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

表７方差分析结果。

模型
１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概率

ｌ

５９４．０７３

１５．７０３

．０００

回归

５９４．０７３

残差

１２１８２．１７４

３２２

总数

１２７７６．２４７

３２３

３在方差分析中自变量为元认知策略分数，因变量为英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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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

语成绩无显著相关，因此没有必要在认知

证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与英语成绩所代

策略与英语水平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模

表的英语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由于前

型。图２只是元认知策略与英语水平之间

面的相关分析结果已表明．认知策略与英

的路径图。

０．６０

回～。

一毗：—＠一－．ｏｏ—曰一ｏｏ

０．５９

、、、————／Ｌ———————一

０＿３ｌ

０．４８

Ｃｈｉ－ＳｑｌＩａｒｅ＝１６．９０．ｄｆ＝５，ｐ－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４６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８６

图２元认知策略与英语水平关系模型。

表８中各拟合度指数都在ｏ．９以上，

大（ｏ．２２）。这说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虽然

只有ＲＭＳＥＡ（ｏ．０８６）略大于ｏ．０８。整体来

影响学生的英语水平，但其直接效应不

说，这个模型还是可以接受。但图２中元

大。这一结果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一致

认知策略指向英语水平的路径系数却不

的。

表８元认知策略与英语水平关系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优度指数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ＧＦＩ）
渐进误差均方根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０．９８

Ａｐｐｍ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Ａ）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ｎｄｅｘ（ＡＧＦｌ）
基准拟合度指数Ｎｏｒｍｅｄ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ＮＦＩ）
非基准拟合度指数Ｎｏｎ—Ｎｏｒｍｅｄ
比较拟合度指数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ＮＮＦＩ）

Ｉｎｄｅｘ（ＣＦＩ）

４．３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中的各变
量在三个水平组上的比较
４．３．１认知策略各变量在三个水平组
上的比较

尽管上面的相关分析表明．认知策略

０．０８６
０．９４
０．９７
０．９６
０．９８

使用与所有考生成绩无显著性相关．但为
了考察认知策略中的十一个变量在三个水
平组上的差异，笔者利用方差分析进行了
调查。统计结果（略）显示，在认知策略的各
个变量上三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不过

４图中ＭＥＴＡ代表元认知策略；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代表英语水平；ＳＣＯＲＥ代表英语成绩。图中的路径系数是标准化的解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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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个策略使用的频率统计上仍能看出三

～二心＝

１８１

组在使用认知策略上的细微差别（见表９）。

表９三个水平组在使用十一种认知策略上的频率统计

使用频率～＼

高分组（％）

中分组（％）

低分组（％）

每个变量的平均使用频率（％）

归纳性分析

４６

５４

５２

５ｌ

澄清／核实

４０

４４

４６

４３

推理

７２

６４

６４

６７

翻译

５８

５２

６４

５８

联想

５４

５２

５６

５４

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系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重复用｝练

６０

５２

５６

５６

总结

４４

３６

４２

４１

应用语言规则

６０

６０

５６

５９

自然练习

５２

５０

５４

５２

迁移

４６

４４

５２

４７

从表９可看出。在十一个变量中，使用

推理总结：而低分组学生则更多地依靠母

频率最高的是推理策略（６７％），使用频率最

语或在不懂时向他人求助以便澄清或核实

低的是总结策略（４１％）。原因可能是，在考

等较低层次的认知策略。这个结果也是比

试或使用英语过程中．学生没有足够时间

较合乎情理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低分组学

进行概括总结。另外，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
系、应用规则和翻译策略的使用频率也较

生在自然练习策略使用的频率上略高于其
他两组（自然练习策略在问卷中主要调查

高。这说明，英语专业学生主要依靠推理、
联系已有知识、运用已学过的语法规则和

考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尽可能找机会与本

翻译等认知策略进行英语学习或应试。从
表９还可看出。高分组在推理、重复／排练

电视，阅读英文杂志）。这一发现与文秋芳
（１９９５）利用个案调查一名学习成功者和一

和总结策略的使用频率上略高于其他两

名不成功者的结论有些相似。文中的不成

组；中分组使用归纳性策略的频率略高于

功者意识到，自己听力较差，比学习成功者

其他两组；低分组则在澄清／核实、翻译、联

花了更多的时间听ＶＯＡ或ＢＢＣ，但却不精

想、自然练习和迁移等策略上高于其他两

听，而是像我们听中文广播一样，一边做

组。由此可以看出，高分组学生使用的认知

事，一边听。本文的调查结果似乎表明，重

策略的层次要高于低分组。原因可能是，高
分组学生英语水平较高．可以更多地进行

泛听、泛读和口语交际而忽略精听、精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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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者交流，是否经常听英文广播，看英文

语法规则的学习（低分组考生在应用语言

英语专业学生元认知和认知策略使用与英语水平关系的研究

规则策略上的使用频率最低）不太有利于

各种策略备战四级？对中分组学生在元认

提高英语成绩。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次
问卷调查是在２００７年ＴＥＭ．４考前进行的，

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使用上的纵深考察在国

由于调查中的高校ＴＥＭ．４成绩与学位挂

究才可能找出原因。

内外都很少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
４．３．２元认知策略各变量在三个水平

钩，学生非常重视。低分组的同学可能意识
到自己的专业较差。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他

组上的比较

们也许会比其他两组的同学找更多机会练

方差分析表明．除了在元认知策略总分

习口语、听力、阅读等。更有趣的发现是，中

上高分组与低分组有显著性差异外（Ｐ＜

分组的考生在１１种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

０．０５），元认知策略的四个变量在三个水平组

上除归纳性分析策略高于其他两组外，竞

上均无显著性差异（篇幅所限，方差分析结果

有六种认知策略使用率均低于其他两组，

从略）。为进一步考察元认知策略在三个水平
组上使用的细微差异。笔者对元认知策略中

只有三种策略使用率与其他两组基本相

同。这会不会是中分组的同学自我感觉还
比较良好，放未掳其勉两组学生积极利用

义
使用频率、＼

四个变量的使用频率也进行了统计（见表
１０）。

表１０三个水平组在使用四种元认知策略上的频率统计
高分组（％）

中分组（％）

低分组（％）

每个变量的平均使用频率（％）

审题

６０

５８

５２

５７

监控

６２

６０

５４

５９

自我评估

７２

７０

６６

６９

自我检测

６４

６０

５８

６ｌ

表１０显示。在四种元认知策略中．自
我评估是三组学生使用最频繁的策略

无法发现自己学习中的问题．因此学习效
果不好（文秋芳１９９５）。

（６９％），其次是自我检测（６ｌ％），这说明英
语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高。另外，高

５．结论

分组在四种元认知策略使用的频率上都位
居第一，中分组第二，低分组第三。这在很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大程度上也证明，元认知策略使用与考试

１）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之间存在显

成绩高低有密切联系．进一步说明学习成

著的相关性，元认知策略影响认知策略的

功者通常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具有较高的意

使用，对认知策略具有指导和监控作用．是

识程度。能根据自己学习情况较好地进行

比认知策略更高一层次的心理行为。

调控，较为准确地评价自己学习的进步和

２）认知策略的使用与学生英语水平无

不足之处（Ｅｌｌｉｓ １９９４）；而学习不成功者则

显著性相关，但元认知策略使用与学生英

缺乏对自己学习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过程

语水平极具显著相关性。根据学生使用元

的控制达不到意识层面，不善于评价自己，

认知策略的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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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二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征文通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北京大学一格利菲斯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决定
于２００８年ｌｏ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同时举行“北京大学一格利菲斯
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第二次专题讨论会”。
研讨会的主题是“语言学习与新技术”，具体论题包括：
１．新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ＣＡＬＬ）；
２．全球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３．作为互动行为的语言学习：
４．语篇分析对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
５．语言教学与教学者身份认同的关系。
研讨会论文要求用英文撰写、宣读。有意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请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日之前给
ｐｕｅｎｇｌｉｓｈ＠ｙａｈｏｏ．ｃｎ发３００．５００词的英文论文提要。有关本次研讨会的最新消息将在下列网站公布：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ｈｔｔｐ：／／ｓｆｌ．ｐｋｕ．ｅｄｕ．ｃａ。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２７５１５８５传真：０１０ ６２７５３４６４联系人：赵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北京大学第二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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