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積分聯合教學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元月十六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M 107 室 
出席：呂明光、林 強、陳建隆、趙一峰、許玉生、蕭嘉璋、廖勝

強、林惠雯、洪盟凱、謝聰智 
請假人員：單維彰、姚美琳、賈陘夫             紀錄：蕭嘉璋        
 
壹、 報告事項：            
（一） 第二學期之會考命題作業要提早，使得每次會考前，考卷有至少一週

的流傳時間。 

（二） 96 學年度微積分聯合教學，理學院、地科學院（大氣系仍在協調中）

共 6 個班時段為星期二、四同一時段（夜間班需配合學校整體政策考

量，若取消夜間班則該班時段將調整與理學院同一時段）；工學院 6

個班時段為星期一、三同一時段。 

貳、 討論事項 
 
一、  「學期總分調整成績」請 討論。 

說明： 
調整期末總成績，使得佔 90% 的共同評分當中，有 80% 學生及格。 

也就是在那 90 分當中，有 80% 學生達到 54 分。各班教師自行決

定平時成績 10 分， 使得整體的 fail rate 應該略低於 20%。至

於調整成績的方式是乘以一個常數，還是 加上一個常數 (dilation 

or translation)，則有待討論。 

    結論：  
1. 同意單老師所提建議：調整期末總成績，使得佔 90% 的共同評

分當中，有 80% 學生及格。 也就是在那 90 分當中，有 80% 學

生達到 54 分。各班教師自行決定平時成績 10 分。 

2. 調整分數的公式已由與會的老師取得一致的共識，江助教依此

換算公式將原始 90% 的共同評分作調整後轉交或轉寄給各位老

師，各班教師自行決定平時成績（0～10 分），此兩項成績加總

後即為最後學期總成績。 

3. 全部 763 修課同學一致且公平的考量下，以全體 80% 學生及格

的標準，各班可能產生及格百分率的差異，在此可能的差異下，

提供歷年「微積分」不及格率大部分落於 15% ~ 30% 區間，謹

提供各位老師進一步參考和參酌。 



 
 

二、 第二學期的『授課大綱』請 討論。 

說明：第二學期的『授課大綱』之設計原則是： 

1. 明定段考內容，以數學核心課題為原則；  

2. 粗定『建議』之授課進度。 

至於每次段考之內容以及粗略的授課流程進度，單維彰老師已提

出一個方案，林惠雯老師提出另一個方案（請參考附件）， 還能

接受其他方案，敬請討論。提醒：會考日期已定，請勿更動。 

    結論：  
1. 同意林惠雯老師提出方案，並配合單維彰老師所提出方案的原

則與精神作修訂。詳細的『授課大綱』請參考附件。 

2. 明訂段考、期末考的範圍 

    段考一：Ch. 12（全部）、Ch. 13.3~13.4、Ch.14.1~14.6 

    段考二：Ch. 14.7~14.10、Ch. 15.1~15.2、Ch.10.5~10.7、 

Ch.15.3、Ch.15.4、Ch.15.6、Ch.15.7。 

    期末考：Ch. 16（全部） 

3. 考量內容的份量與重要性，附帶各段考、期末考分數所佔比重

的決議：段考一 20%；段考二 25%；段考一 25%。 

 
 
三、 是否要求學生在開學之初正式辦理加退選進入所選的班級，並且不准

再隨時換班？請 討論。 

   說明： 

這有關後續之作業與小考進行方式。重新註冊後的班級大小可能懸

殊， 助教工作量差異就大，如何維持公平，請系主任裁示，是否容

許助教不同酬？或者採取 助教輪流批閱小考之措施。有待決定。 

    結論：  
1. 要求學生在開學之初正式辦理加退選進入所選的班級，並且不

准再隨時換班。 

2. 重新註冊後的班級大小可能懸殊，系主任會依助教的工作量多

寡納入全盤考量。 

 
 
四、 「作業量應該要減少」請 討論。 

說明： 
作業量應該要減少。但是如何避免學生誤認為其他題目都不重要，

則有待討論。 阿丹的意見是：作業照出，解答照寫，但是學生不必



交；而小考和段考，必定要 在某種程度上反應作業的重要性。 

    結論：  
1. 同意單老師所提意見：作業照出，解答照寫，但是學生不必交。 

2. 明確告知學生小考的題目皆由習題或課本範例出題以反應作業

的重要性。 

 

 

 
 
五、 「小考進行方式」請 討論。 

說明： 
小考是否要基本上按照某種進度，以類似第一學期的模式聯合舉

行，或者完全 屬於老師自理的範圍（但是還是應該有 10 次小考）。

還有待討論。阿丹的意見是： 共同安排小考的日期，各班都在指定

的日期舉行小考，但是各班教師自己從作業中 挑選小考題目，請江

助教製作考卷。（假設上述 三.之決議是 Yes.)。 

結論：  
1. 同意單老師所提意見：共同安排小考的日期，各班都在指定的

日期舉行小考。 

2. 明確告知學生小考的題目皆由習題或課本範例出題。 

3. 由各班教師自行從習題或課本範例中挑選考題，通知江助教編

印考題。 
 
 
 

參、 臨時動議 
一、 林惠雯老師建議：段考、期末考前一週召集所有授課老師討論段考

前的進度、考題審視等問題。 

結論：  
1. 同意林老師所提建議：於段考、期末考前一週召開聯合教學會

議討論或修正考試進度並可利用此項會議審視、討論段考、期

末考題目。 

 

 

肆、 散會 ＃12:40 
 

 



附件一 
 
1. 2.  The geometry of space : dot product, cross product, lines and planes, some       

basic surfaces (Chap. 12) 
3.     Vector functions ( Sec. 13.1) 
4.     Curves : change of parameter, arc length, TNB frame(part of Sec 13.3~13.5) 
5. 6.  Functions of several variables : limit, continuity, partial derivatives  

(Sec 14.1~14.3) 
7. 8.  Differentiation : Chain rule, Gradient, differentials (Sec 14.4~14.6) 
9.     Free time 
10. 11. Application : extreme, Lagrange multipliers, Taylor’s formula 
      (sec 14.7~14.10) 
12. 13. Double integral (Sec 15.1~15.2(area)), Polar coordinates (Sec. 10.5) 
14. 15. Polar coordinates (Sec. 10.6~10.8), Double integral in polar form (Sec 15.3) 
16 .17. Triple integrals (Sec 15.4, Sec 15.6) 
18.   Substitutions in multiple integrals (Sec. 15.7) 
19.   Free time 
20.   Free time 
21.   line integrals (Sec 16.1) 
22.   Vector fields (Sec 16.2) 
23.   Potential functions, conservative fields (Sec 16.3) 
24.   Green’s theorem in the plane (Sec 16.4) 
25.   Surface integrals (Sec 16.5) 
26.   Free time 
27. 28. Stoke’s theorem (Sec 16.6~16.7) 
29.   Divergence theorem (Sec. 16.8) 
30.   Free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