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觀摩會
教學理念、方法與成果

應用數學系

吳慶堂



近二年任教之課程

學期 對象 課程名稱 學分

99下 大一 線性代數 (二) 3

99下
碩士班 財務數學導論 (二) 3

99暑 重修生 微積分 (一) 4

00上 大二 高等微積分 (一) 4

00上 碩士班 高等機率論 (一) 3

00下 大二 高等微積分 (二) 4

學期 對象 課程名稱
學
分

00下 碩士班 高等機率論 (二) 3

00暑 重修生 微積分 (一) 4

01上 重修生 高等微積分 (一) 4

01上 大一 商用微積分 (一) 4

01下 重修生 高等微積分 (二) 4

01下 大一 商用微積分 (二) 4



教學理念 (1)

• 充分準備上課筆記與教材：

自行編排筆記與講義，不

會將課本內容照單全收，

不論是否教授過此課程，

我均會花大量時間來整理

上課講義與筆記。





教學理念 (2)

• 分數計算透明化：第一次

上課將所有上課規則與分

數計算方法講明，強調學

生要得到分數必須自己努

力，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學期末不再調分。



教學理念 (3)

• 無論小考、期中考或期末

考，所有考卷一律自己批

改：一來不僅可以知道學

生的學習成效，再來也可

知悉上課教學的缺失和學

生學習方面的死角。這對

整體課程上的改進有莫大

的助益。



教學理念 (4)

• 因材施教：針對授課對象及其

反應調整上課內容與速度，以

符合大多數學生需求為目的。

1. 九十九年度所開設的財務數學

導論，其主要授課對象為應用

數學系碩士班與財務金融研究

所的學生，兩者來源與所學背

景相差非常之多 。

另外，此門課亦為本校開放式

課程，如何設計課程使得所有

的學生都滿意是個蠻大的難題。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除了正規上

課時間課程內容經過一番設計

之外，我亦於課後時間額外加

課以補強部分學生數學方面相

關的基本知識。





2.   這兩年所開的高等微積分課程，

一百學年度的課程是針對所有

學生，而一百零一學年度則是

針對外系生與重修生。如何讓

在前一年被當的學生在第二年

修課時不會對這門課產生畏懼

感，甚至產生興趣，是個很大

的挑戰。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

換課本。

換課本的原因有二：一是若用

同一份教材，學生來上課的意

願肯定會降低，二是學生上一

年被當其中有一部份的理由便

是教材不適合他們，換份教材

或許會有所幫助。再進一步是

放慢課程進度，增加課程的精

細度，增加例題的數目。由於

重修班人數較少，可適當地觀

察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





教學理念 (5)

• 不遲到，不缺課，準時上下課：休息是為了走更

長遠的路。由於數學理論的推導需要高度的專注

力，學生無法長時間聽講而不恍神。因此適時休

息是必要的。

• 定期檢討各個課程教學的優缺點：針對學生上課

反應、學習成果、期中問卷與教學反應問卷修正

上課技巧與策略。



教學方法 (1)

• 全程黑板授課，僅於少數情形使用電腦輔助教學：就數學

系的課程而言，理論的推導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利用黑板

授課不僅可以控制講課速度，使得上課速度不至於太快，

學生聽講跟得上進度，內容得以消化；另一方面可讓學生

有時間抄筆記，加深對上課內容的印象。

• 利用大量的例題來解釋複雜或抽象的概念與性質：例題是

解釋定義與檢視定理最佳的工具。適當的例題可加深學生

們對整套理論的認識。



教學方法 (2)

• 根據課程需求設計不同的評量方式：有些基礎科目由於教

授內容較雜且較多，需適時增加評量的次數，以時時提醒

學生跟上進度。如在教授微積分r及高等微積分時有不定

時的隨堂小考，教授高等微積分時則有數次口試。

• 適時且適當的複習：在教授完一個單元或一個段落時，給

予適當的整體複習。

• 提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強調課程中整套理論的想法與理

念並多談談該門課後續發展及應用。



教學方法 (3)

• 適量且難度適中的作業：作業對學生的學習是相當有幫助

的，然而太多或太難的作業對學生的學習可能會有反效果。

作業內容依其難易程度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基礎題，

學生只需看懂上課內容便不難做出這些問題；這不僅提供

學生反覆練習的機會，對增進學生學習的自信心也很有幫

助。第二部份則為挑戰題，所佔比例較少，學生需要對課

程有較多且較深入的瞭解與心得才有機會做出這些問題。

如此不僅可讓程度較差的同學多點信心，亦可讓程度較好

的同學不至於覺得這門課太過於簡單及枯燥乏味。



教學成果 (1)

任教之學士班必修課程與全校性共同課程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對象

修課

人數

課程整

体

印象

前四項

平均點數

99上 線性代數(一)
應用數學系

大一 53 4.44 4.49

99下 線性代數(二) 應用數學系 大一 52 4.57 4.58

100上 高等微積分(一) 應用數學系 大二 66 4.59 4.67



教學成果 (2)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對象

修課

人數

課程整体

印象

前四項

平均點

數

100上 高等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大一 67 4.35 4.35

101上 高等微積分(一) 應用數學系 重修生 21 4.56 4.57

101上 商用微積分(一) 
微積分教學

小組
大一 34 4.24 4.29



教學成果 (3)

任教之其他(學士班選修及研究所)課程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

對象

修課

人數

課程整体

印象

前四項

平均點數

99上 財務數學導論(一) 碩士班 58 4.43 4.43

99下 財務數學導論(二) 碩士班 15 4.67 4.58

100上 高等機率論(一) 碩士班 17 4.54 4.38

100下 高等機率論(二) 碩士班 6 4.50 4.50



教學成果 (4)

• 曾榮獲九十七學年度傑出優良教師之殊榮。

• 五個學期十門課總平均得點4.49。

• 絕大多數的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態度與上課熱忱均表肯定

的態度。

• 大多數的學生認為課程難易度適中且課程準備充足，這

顯示出課程內容編排相當成功。

• 財務數學導論 (一)、(二) 為本校之開放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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