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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组块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将人的记忆分成不同的知识组块,进而将
不同的知识组块通过信息整合、加工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不同的知识体系,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人
的记忆力。所以将知识组块理论应用到高职高专英语教学过程中,能够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
不断提高高职高专英语教学质量。基于此,本文探究了知识组块理论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希望
能够为广大高职高专英语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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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Block Theory in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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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block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t can divide people's memory
into different knowledge blocks, and then combine different knowledge blocks effectively through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cessing, so as to form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eople's
memory. Therefore, applying knowledge block theory to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block theory in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glish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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