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觀摩會  
 教學經驗分享 

理學院應化系—鍾文聖 



 任教年資: 1991年至今將滿21年。 

 教學榮譽: 曾獲得交大優良教學獎(1999)、傑出教學獎(2002)。近十
年未曾再參加教學獎之甄選，但是擔任過學校教學獎評審委員兩屆。 

 行政教學經歷:  

 2006年8月-2008年7月擔任應化系系主任兩年。 

 2008年9月-2011年7月擔任理學院副院長三年。 

 期間參與台中一中高瞻班的教學與課程輔導(與台中一中合作，擔任
國科會教學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三年)。 

 參與理學院學士學程班的創立、班務推動、以及擔任該班導師輔導學
生等。 

 多次代表本校理學院赴台中參加台中一中科學班的家長座談與支援課
程教學等。 

自我介紹 



 教授課程:  

 98上至99下(兩學年)開授應用化學系大學部二年級必修
“有機化學一、二”上下學期各4學分以及100上開授大
三、大四核心課程“有機光譜分析”3學分。    

      

 100下開授研究所選修課有機光譜特論，此課程乃進行
有機化學合成之工具，因此也等同是必選修課程。另外
也開授大四書報討論課程。 
 

 教學目標: 

 介紹有機化學領域給應化系大二學生，讓他們了解有機化
學與生命及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處。有機化學是醫學、高
分子材料、材料化學、以及生命科學的基礎。 

近三年開授課程 



•因材施教:現在入學管道多元化，學生素質不像過去聯考時那麼整

齊。教材的難易度以班級前百分之60~70能接受為主，鼓勵資優(前20%)
學生自我挑戰，輔導後百分之20學生跟上進度，一個也不放棄! 

 
•研究與教學並重: 化學是一門實驗與理論並重的科目，一個重

要的理論若沒有實驗的驗證，容易淪為空談或不切實際。利用最新研究
的案例與進展適時、適地的補充在教材中，可以增加學生們深刻的印象，
並刺激他們學習。 
 

•化學與生活的關聯:化學是一門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其最

終目的也應該是在了解生命進而改善生活，所以若在教學上能讓學生知
道該門科目與生活相關之處及重要性，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比較不
會覺得枯燥無味。了解了可能的應用後，學習較有動力與宏觀的視野。 

 

教學理念(1) 



教學理念(2)  

•學生生涯規畫輔導: 一般而言，大學部學生對自己的未來

相當徬徨，因此對於他們在畢業後的求職、留學、人際關係經營各

個層面上，提供自己的經驗與看法。個人在交大任職將近21年期間

曾協助並推薦超過二十位學生出國留學攻讀博士，這些學生目前已

有十多位回國任教於國立大學及研究機構 (台大、交大、中央、中

研院、彰師大、高雄大學、台北科大等)。他們原本並沒有出國的

計畫，大部分學生一開始對於自己的信心皆不足，自己以來自花蓮

農家子弟卻出國留學且能回國任教的經驗提供他們參考，很高興獲

得他們的認同與親身體驗 (教學相長) 。 

 

 

 



教學方法(1) 
 學期一開始提供整學期的行事曆與教學大綱。對學生詳細說明授
課內容與進度、參考書目、考試時間與評分方式等，學期中除非
不得已，儘量遵造行事曆操課。 

 上課前充分準備教材，上課時把握重點，善用單槍投影。推理過
程則採用黑板書寫，基本上課堂的重點皆書寫成講義。例如，有
機課程有將近450頁的中文手稿。 

 培養同學們課後馬上複習的習慣，課後給份量適當的習題。練習
型與進階型的題目，培養同學們思考的能力，擅用圖書與網路期
刊資源。尤其是將所學課程與現階段一流期刊的進展連結，提高
學習意願與興趣。 

 蒐集整理期刊資料，適時改進書本之舊教材。例如，將每年的諾
貝爾化學獎的研究成果適時的介紹給學生認識，刺激同學們思考。 



教學方法(2) 
 鼓勵同學們課堂中發問，課後留給學生們討論的時間。每次課後
幾乎都留下來10~20分鐘給學生發問，解答學生們課堂的迷惑或
是問題。 

 基礎課程除了三次大考(各佔25%)，也採小範圍多次小考(佔20%)
評量，外加課堂發問以及出席(5%)，考試後徹底檢討考卷。 

 公佈每次考試的成績之最高、最低、平均值以及平均偏差，及公
佈級分之分布人數。赴美留學時有位老師這麼做，感覺很棒也認
為這是學生很需要的資訊。同時勉勵表現好的學生繼續加油，表
現不理想的要有所警惕。 

 善用E3平台，及時將各種課堂注意事項、作業、作業解答、課程
補充資料上傳。鼓勵學生們善用網路資源，課後可以利用電子郵
件與老師討論問題、交換資訊等。 

   



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修課 

人數 

問卷人數 

(比例) 

平均得點 

98 上 有機化學一 應化系大二 67 100% 4.20 

98 下 有機化學二 應化系大二 73 95.8% 4.32 

99 上 有機化學一 應化系大二 64 100% 4.41 

99 下 有機化學二 應化系大二 59 53.7% 4.07 

100 上 有機光譜分析 應化系大二 62 100% 4.06 

92 上 有機化學一 應化系大二 67 85.9% 4.38 

92 下 有機化學二 應化系大三
、大四 

79 95.5% 4.31 

平均得點: 4.250.15 

教學成果(1)-大學部必修 



學年
度 

學
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修課 

人數 

問卷人數 

(比例) 

平均得點 

94 上 有機光譜特論 應化碩博班 22 20 (95.2%) 4.45 

94 下 有機光譜分析 應化碩博班 61 40 (66.8%) 4.38 

95 上 有機光譜特論 應化碩博班 22 20 (90.9%) 4.35 

95 下 有機光化學 應化碩博班 8 6 (75%) 4.00 

96 上 有機光譜特論 應化碩博班 16 14 (100%) 4.40 

96 下 有機光譜分析 應化大三、
大四 

42 33 (80.5) 4.06 

97 上 書報討論A(一) 大四 18 18 (100%) 4.17 

97 上 有機光譜特論 應化碩博班 28 27 (96.4%) 4.41 

97下休假，擔任理學院副院長未開課。上述8門課程平均得點: 4.280.15 

教學成果(2)-研究所及其他核心課程 



有機化學一、二之課堂講義 (約450頁中文稿)。 

有機光譜課程-1D 及 2D-NMR講義 (約180頁)。 

有機化學實驗相關教材講義之改進計畫(約150頁)。 

有機光譜分析課程講義(156頁)。 

 

 

 

教學成果(3)-曾編寫之課堂講義 



教學成果(4)  

摘錄部分同學對於98-100學年度有機化學一、二課程之評價  

 老師是個很認真的老師，值得推薦的一門課。 

 上課準備充分。我覺得老師上課採用板書的方式讓我更容易吸
收課程內容，所以想建議老師繼續採用這個教學方式~謝謝。 

 老師算是我在大學中第一個遇到能講解清楚，問題也能回答得
很詳盡，講話又幽默的教授，可惜是上課時間有限，課程又有
進度，不然就可以得到更多課外知識了! 

 我認為老師是應化系有機教得最好的一位，相當注重觀念，考
試也相當公平、平均，不會從考古題或特定範圍出題。對待學
生相當有耐心，謝謝。 

 謝謝老師的指導，學生我會虛心受教。 

 老師很棒。Good teacher, Gooooo…...d。 

 惟勤而爾，真是勵志的話! 
 



摘錄部分同學對於95~97學年度有機光譜特論以及有機光譜分
析課程之評價  

老師教學非常認真，習題及考題講解詳盡，且會留意學生
學習狀況，內容有點深，但是老師講解清楚。 

希望老師的上課速度可以稍慢一些，感覺範圍很多，一堂
課內教很多。 

教授人很好，回答問題很有耐心，本科知識也相當豐富。
作為一位師長，教授還會諄諄善誘苦口婆心的引導我們人
生應有的態度。雖然我這門課鐵定被當，但我還是覺得鍾
教授是位不可多得的教育者。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instructor in spite of having so 
many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he taught in English that 
is really incredible. 

教學成果(5)  



學生回饋 



 感謝理學院教評會的極力推薦。 

 謝謝學校每年舉辦的教學觀摩會: 歷年觀摩會的影

片讓我受益良多。 

 感謝學校教務處的 E3 教學平台: 這是個輔助教學

極佳的平台，對於個人教學有極大助益。 

 
 

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