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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念的学习是所有学习的基础,是学校课程中必要的组成部分。示例与反馈都是能够促进
学习效果的因素,这两大因素对概念学习的影响值得关注,对概念教学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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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concept learning: Examples and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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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cept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learning，it is also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Examples and feedback are both factors that can promote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actors on concept learning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valu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ep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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