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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初中英语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评价是英语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评价要服务教学、反馈教学、促进教学。与此同时学生的水平不尽相同,我们应因材施教,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因此,教师若能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一种有效的评价方式则能对英语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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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the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on Subject-verb Agreement
Learning Resul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inguistic Analytic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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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promulgated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which points out that: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curriculum, evaluation should serve teaching, feedback teaching, promote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students, we should t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if teachers can use an effective feedback method for different students, i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will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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