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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学情境中,许多教学研究者注意到“概念学习”与“概念间关系建构”的重要性,因为在一
篇学科文本材料中会出现许多概念,可能是文本中的核心概念,也可能是一些具体概念,在学科测试中会
重点考察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程度。但是学生在拿到文本材料后,通常只是去阅读冗杂的文本信息,
很少能主动地将重要概念筛选出来并建立有意义的连系,这导致许多学生无法快速抓住学习重点,对学
科材料的理解往往是不够深入的。此外,学生已经厌倦了阅读文本这种枯燥的学习方法,在学习过程中会
出现注意力分散、动力不足等情况,这些都不利于课程教学,为了使学生对学科文本材料进行有意义学习
并提高学习动机,许多教师开始采用概念图策略进行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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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nceptual Graph Strategies on Subject Tex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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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situation, many teaching researchers notice the importance of "conceptual learning"
and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because many concepts appear in a subject text material, which may
be the core concept in the text or some specific concepts, and subject testing will focus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m. However, after students get text materials, they often just read redundant text
information, and rarely actively screen out important concepts and establish meaningful connections, which
leads to many students unable to grasp the focus of learning quickly,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 materials
is often not deep enough. In addition, students have been tired of this boring learning method that reading text,
and will appear distraction, lack of motiv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curriculum
teaching. 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study subject text materials meaningfully and improve learning
motivation, many teachers began to use the concept map strategy for curriculum teaching.
[Key words] concept diagram; learning strategy; metaunderstanding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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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本产生限制,研究表明学习者很
容易被辅助图框住而无法深入加工原文
本材料,而且辅助图可能不适应学习者
已有的知识经验,使学习过程不那么顺
畅,尤其是对于学科知识水平较高的学
习者,会干扰他们头脑中现存的知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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