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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税收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在内的多项税收政策的落地,人们对
于税法的学习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为提升本科院校学生对《税法》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需要针对课程
内容、教学方式进行及时更新。因此,教师本人应准确了解《税法》课程教学目标,选择适合本科生的教
材,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五种品质”,优化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搭建多样化的教学
资源平台。只有综合使用这些措施,才有可能提高《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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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ax legisl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umber of tax
policies including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people's study of tax law has reached a new climax.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tax law,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ime. Therefore, teachers themselves sh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tax law course, select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undergraduates, strengthen students'
learning of basic knowledge, cultivate students' "five qualities", optimize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 Only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se measures can
it be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tax law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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