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对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代娟
新疆科技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40
[摘 要] 金融学是一门知识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课程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但是理论性较强。当前在
金融学课程的教学中,也存在着部分教学内容脱离实践,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且传统的教学方式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金融学的教学中,首先应该将教学的内容厘清,然后去改进和提高传统的教学方
式和手段,授课时既要考虑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也要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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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e is a subject with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Though the course cont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al life, it is highly theoretical. At present, in the teaching of finance, some teaching contents are divorced from
practice and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lso hav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teaching of finance, we should first clarify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n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When teaching,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tudents,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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