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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在技工院校的教学中越来越重要,而英语词汇的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它的成效直接
影响英语的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培养。而词源教学的合理开展,可以使词汇学习事倍功半,既能减轻学生
记忆负担,又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还可能涉及到单词的起源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增加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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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Etymology Teaching in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of Technical Colleges
WANG Wenwen
Nanjing Technician College
[Abstract] Englis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teaching of technical colleges,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is the top priority in English teaching, its effect directly affects the training of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other abilities. Etymology teaching makes vocabulary learning less
effective. It can not only reduce students' memory burden, but also draw inferences by analogy, and involve the
origin of words and their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English learning.
[Key words] etymology teaching; technical colleges;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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