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不同模态词汇教学对学习者词汇深度的影响
张晴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DOI:10.12238/er.v3i11.3365
[摘 要] 传统的课堂上学习词汇的方式与通过手机屏幕观看词汇讲解视频是本研究中使用的两种词汇
教学模态。研究使用实验法对实验组采取自学视频方式,对照组采取课堂讲解词汇方式。本研究使用七
级词汇自测表对目标词汇的深度知识进行自我测评。结果显示视频组在较浅层知识上获得更大的进步；
而课堂组在深层知识上进步更大。视频令学习者在短时间习得更多词汇；而课堂组在词汇深度上要好
于视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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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报告等级

等级描述

便随时提供复习机会。基于此发现,今后

A

我不记得以前见过这个词。

B

我以前见过这个词,但是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C

我感觉它的意思是____。(给出该词的同义词或中文翻译)

手段,以增加刺激的量；课堂上仍然需要

D

我认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____。(给出该词的同义词或中文翻译)

开展针对词汇的深度处理活动。

E＊

它的常用搭配是______(给出你知道的常用搭配,如有多个请用逗号分割)

F＊

我能想到这个词的关联词有_____(近义、反义、有语义联系)

G＊

我可以在句子中使用这个词:______(写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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