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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写作能力是衡量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重要手段,它充分反映了学习者的知识和文化素养。为
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需要,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英语写作能力。认知负
荷理论为大学英语教师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启示,样例教学法是与认知负荷理论相关的经典教学模
式之一。本文通过样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旨在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提高学生的英语
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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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learners' language level, which fully reflects
learners' knowledge and cultural literac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on-English majors must have certain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The cognitive load theor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spiration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sample teaching method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teaching models related to the cognitive load theo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duce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writing level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ample teaching method in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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