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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ourse	Preparation（課程準備）	

Course Design - 課程設計 

不論今天是要設計一門全新的課程、或是採用標準化的課程，

明確界定出期望學生學到的東西，並在課程中納入是十分有益的，

你可彙整課程內容或改以不同方式來呈現所期望的學習成果。在決

定課程主題及難易度前先自問： 

 學生在這堂課所要學習及記憶的最重要的資訊為何（包括課

程相關資料及其他核心知識）？ 

 上過這堂課後，學生應理解的最重要觀念有哪些（包括專業

領域的各種理論、研究方法、觀點及其他廣泛主題）？ 

 本課程中學生所應建立的最重要能力有哪些（包括實驗室技

能、解決問題、創意思考、寫作技巧等）？ 

 有些教師的課程涉及培養學生建立何種態度，例如：對專

業領域的熱情、對學術觀點批判、質疑的態度、或是對文

化差異的包容等。 

主題應盡可能具體，例如以「中國近代史」為例，重要歷史事

件和時期的時間軸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料，中國革命起源理論的比較

是重要的觀念，而比較近代中國歷史與其他重要歷史事件則是一種

能力。或者，以「產品設計」而言，幾何畫法的基本原理是資料，

造形與功能之關係是一種重要觀念，而設計軟體的應用則是一種能

力。每種不同的課程都會特別著重某一種學習成果，以初級課程而

言，你也許必須準備大量的資料，至於程度較高的學生所需要的則

是高度專業技術的課程。不過，大部分課程都是結合此三種的結果。 

如果你毫無頭緒，迷失在一堆可能的學習成果而無法著手規劃

課程，不妨將其區分為必要的學習成果（學生必須先達成這些目標

方可繼續更進一步地學習）及可欲的學習成果。要了解哪些是學生

必備的基礎能力，可以和高年級學生或講授進階主修課程的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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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果是舊課程，可參考以前的課程大綱或向前任授課教師請

益，找出該課程之重點。 

另一方面，可欲的學習成果反映的則是你的理想、你的期望。

例如：修完該課程的學生，你期待他們有何種學習成效？你比較在

意知識的廣度，期待學生有能力應付專業領域中各式各樣的問題（有

如基礎課程教師）；亦是你重視的是知識的深度，期待學生能深入

研究某個具體問題或創新的計畫（有如研討課之教師）。學生要面

對並且克服的知識及現實上的挑戰又是什麼？對任何一位教授科學

的教師而言，理想的學習成果可能是具有設計、操作、分析一項創

新研究的能力。對於商學院的教授而言，理想的學習結果則是企劃，

亦或整合出一份令投資人躍躍欲試的企劃案。 

當然，在課程設計上你還必須考量以下狀況：何種課程適合一

個學期？系上對該課程有何期待？該課程是否有前後連貫性？學生

是否已具備足夠的背景知識並願意全心投入？哪些資源可供教室和

學生利用？你本身的專業能力及經驗是否足夠？基於這些原因，一

門課程可能須先歷經幾回合的演練及修正後，才可能達到你理想中

的目標。別苛求自己要一次到位，給自己更多進步的空間，先著眼

於必要的學習成果，然後設法朝理想的學習結果努力。 

Translating goals into course content 
- 將目標轉化成課程內容 

確立好最重要的學習目標後，你接著要找出最適合的方式來進

行課程教學，此時，你會希望將重點放在以下三個問題： 

1. 學生需要何種教材（教科書、文獻、上課講義）以達成所欲

之學習成果？根據各種資料、計畫及培訓的品質來選擇你

的閱讀清單，並利用課堂時間適時補充相關資料。 

2. 學生可藉由何種作業形態（報告、練習題、計畫）或經歷（討

論、實驗、校外教學、團隊合作）來增進他們對課程內容

的了解及重要能力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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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如何證明自己已符合本課程之學習目標？這也是你評

量學生考試、作業及計畫成果的基礎，包含評量的類型及

內容。舉例來說，如果你的學習成果之一是要提高學生的

分析思考能力，請確保你的考試內容及作業，設計需要用

到這樣的能力。 

接著是選定閱讀資料、上課及討論內容、課程活動、練習作業、

評分作業等，可參考歷屆相關課程的資料加以篩選，找出最符合你

授課目標的內容，當然，如果你夠幸運（勇敢）著手一門全新的課

程，你可享受從頭開始建立全新教材的自由及一連串的考驗！接下

來我們就要提供各位教師一些實用的技巧以應付這些挑戰。 

Course outline - 訂出課程大綱 

確定你的教學目標及學習成果後，你將依此目標選擇課程教材

及內容，訂出課程大綱。 

Choose the readings - 選定閱讀文獻 

最重要的決定在於是否採用一般的教科書。對大部分教師而

言，幾乎沒有任何一本書能滿足所有的需求，然而，大多數學生卻

都偏好能有一本簡單易懂、整合所有重點的教科書，解決之道是要

學生熟讀教科書，然後你在課堂講解時提出不同的見解，彌補教科

書之不足。不過，由於學生常對於這兩者間的矛盾產生混淆，因此

務必向學生說明你打算採用何種方式，原因為何，以及他們能如何

在學習過程中將課堂內容與教科書做最好的整合。假如你決定不使

用一般的教科書，那麼如何挑選相關的閱讀文獻，並配合課堂講解

便顯得更為重要。再次強調，務必讓學生了解如何整合多種文獻資

料於課程內容中。以學生的觀點而言，老師若懂得幫學生減輕教科

書的花費，或省去保存一大堆資料的不便，是非常貼心的。而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正可能是影響學生決定選哪門課的重要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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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定書籍之外，閱讀文獻還包括一些更進一步的應用資

料，或提供學生不同觀念的資料。此外，教師自行編寫的講義也是

另一項珍貴的資源，只要把握去蕪存菁的精神，同樣有助於學生補

充或歸納該課程之重點。不論你開給學生何種閱讀清單，最好附帶

說明哪些書適用於做計劃或解決問題，哪些適合在寫論文時做為參

考，哪些則有助於充實知識或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學科。 

Create an order for your course topics - 主題安排 

現在你也許已經很清楚該課程必須包含哪些重要的主題，為避

免疏漏，我們仍建議你參考專業領域之重要教科書、著名期刊、其

他教師的課程大綱等，俾使課程內容臻於完整。但如何完美地呈現

課程主題呢？系統化可說是最佳的方式，例如按時間先後順序或選

用教科書的順序，或者你可自行設計從抽象到具體、理論與實際的

交替，或是每個主題所對應的方法、技巧等方式，來呈現一套有意

義的課程內容。 

不論你以何種方式安排課程，學習仍需按部就班。舉例而言，

除非學生先學會比較各種觀點的差異性，否則你不能期望他們去整

合各種另類的觀點，而在懂得比較之前，他們得先學習如何分析。

又如學生必須先有能力對簡單問題進行研究，方能設計出複雜的假

設性實驗，因此，課程主題的安排應有助於學生基本概念的建立及

能力的養成。 

Design class activities - 設計課程活動 

要如何安排上課時間？是從頭到尾一個人唱獨角戲，或是安排

大量時間進行其他活動？ 一般而言，講授是最常見的上課方式，但

卻也因缺乏與學生的互動，而容易造成學生被動的學習。究竟應如

何安排課程上的活動呢？有必要在每堂課都安排討論時間嗎？或只

安排特定時間進行討論？是否會邀請校外講者或各領域專家到課堂

分享更深入的見解？角色扮演是否有助於學生理解課程主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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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上課主題相關的影片可供學生觀賞？（要注意影片的品質，切

莫讓影片只是淪為教師逃避教學工作的一種工具。）或是挑選特定

內容進行同儕教學，透過團體研究及發展的方式讓學生之間互相學

習。有研究顯示，學生在將所學內容教別人的過程中，往往能讓自

己再一次的學習，此舉不僅有助於資訊的記憶，更能有助於內容的

整體理解。可能的話，利用一些課堂時間向學生說明同儕教學的優

點，並引導他們探索，為同儕教學做準備，以免學生誤解教師想藉

此減輕教學負擔。 

Plan the course calendar - 訂出課程行事曆 

最後你還必須參考學校的行事曆，避開假日、校慶、運動會等

可能影響學生出席或完成作業的大型節日，訂出每週主題、閱讀進

度、作業型態、繳交日期及考試時間。為免學生有任何反應（針對

課程主題、讀書負擔、課程難易等），或突發狀況（比如萬一多數

學生在考試當天另有其他考試，則必須另行安排考試日期等），都

應保留部分彈性做法以為因應。 

Get feedback - 尋求反饋 

完成課程綱要後記得仔細核對一遍，最好請其他同事代為檢查

並觀察他們的反應，檢查重點不外乎下列幾點： 

 內容是否充實？是否足以考驗學生的智慧，並維持他們對

該課程的興趣？ 

 課程有無彈性？如果學生對該內容有意見，是否能容納不

同的意見？ 

 是否有連貫性？在課堂講授、閱讀和作業之間能否彼此連

貫？ 

 主題是否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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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激勵學生學習？使其不僅擁有更豐富的知識，同時學

到新的技巧與能力？ 

Syllabus - 教學大綱 

一旦課程大綱完成之後，教師可準備一份學生版的課程大綱發

給學生，你的課綱不僅要吸引學生認識你的課程，更是一份教師與

學生間的教學契約，基於上述理由，課程大綱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課程說明，包括課程目標 

 課程的先修條件（先修課程） 

 作業清單與繳交期限 

 評量方式（考試型態及準備的重點）以及日期 

 說明你的評量方式、出席率的計算及其他規定 

 課業討論時間及地點、聯絡電話、電子信箱、課程網頁。

若課程本身有安排教學助理，務必也要將教學助理的相關

資料一併加入，教學團隊中有越多教學助理，就越能為課

程、為班上學生或教師貢獻更多的心力。 

此外，你可列出更多課程相關的細節，包括每一堂課的標題或

主題來吸引更多對課程有興趣的學生，或以問題形式呈現每次講授

課程的主題。比如，在科學現代史的課堂上提出：如何獲得諾貝爾

獎？考慮保留一至兩天由學生自定主題或讓落後學生趕上進度，有

的教師則會進一步在課堂中對主要課題作簡要的概述或是對每一單

元進行辯論。 

當然，若有志於在這些小小要求外規劃出更生動的課程大綱，

不妨考慮以學習為中心的概念來設計課程大綱。以學習為中心的課

程大綱不僅勾勒出教師的課程目標和宗旨，更要引導學生為自己的

學習負責（Gruner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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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學生的課程目標：學生希望學到什麼？這門課是否符

合他們的學術研究計畫、職涯目標或其人生目標？ 

 有助於學生決定課程內容與活動，你也許可提供一些不同

主題的閱讀資料供學生參考，或由學生表決補課的主題或

期末計畫的主題。 

 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利用學校資源（例如：課輔服務）、學

習指導、補充教材的清單及建議等提供學生各種學習資源

之相關資訊。 

 這種以學習為中心的課程大綱，不只是課程內容的摘要，

更能真正引導學生進入學習。 

Consider your audience - 為選課學生設想 

你的學生是哪些人，他們選這堂課的動機是什麼？你期待這些

學生應具備哪些背景知識及技能呢？一門成功的課程不只符合該系

所之教育目標，或教師之教學目標，更重要的是能滿足來自於不同

背景的學生，且符合其學習目標。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學生第一堂課

是否出席，及他們對課堂氣氛的感受。這些簡單的原因不外乎是上

課時間（早上第一堂課與下午最後一堂課）、課程主題、難易程度、

選修課或必修課。為大致瞭解未來的學生，可先與系上學生及其他

相關課程的授課教師進行討論。此外，試著回想自己當學生時，最

重要的事是什麼？哪些興趣及生活上的限制，會與你的學習目標發

生衝突，你想從老師那裡學到什麼？然而，既已擔任教職，你的身

分不再是位大學生，不可過分倚賴自己的求學經驗，一味以舊的思

維看待現在的學生。考慮上述各項要素之後，教師即可開始推想學

生的需求及可能的態度。 

以上各項因素當中，最根本的考量還是學生在學術階段的學

習，你是要引導學生進入專業領域，或為他們的專業訓練進行後續

的包裝。你是否相信班上學生對課程內容已有基本興趣，或者你仍

須試圖說服那些充滿矛盾、好奇的學生，讓他們了解你的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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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價值。很明顯地，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最大的差異在於學習

的動機、背景及習慣的不同，研究生通常已具備該領域的背景知識，

並精通該領域的專有名詞，他們習慣獨立作業並為課程貢獻心力。

在專業領域中的高年級學生或許也與研究生有相同的特質。 

換言之，大學部學生會讓課堂上充滿許多趣味性的挑戰，由於

學生正在各種不同的領域間探索著，此時你的課程可能是影響學生

決定成為化學家、語言學家或人類學家的重要關鍵，特別是在一些

入門的講授課程上，務必將課程的精髓傳達給學生，讓學生了解課

程與學習目標及整個世界的關聯性，尤其是那些希望以你的課程來

奠定基礎的學生們（例如，醫學院預科生可能會考慮選修化學為基

礎課）。此種情形下，教師要特別用心提供一些有趣的案例及相關

應用實例，將教室營造成一個充滿活力及責任感的學習環境。 

在早期階段課程中，學生背景可能大不相同，若班上學生出現

這種情形，則教師必須將領域中的專業術語、學習方式及策略等同

時教給學生，此外亦協助學生善用各種補救教學資源，這對教師而

言顯得十分重要。當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教師還要考量增加

作業次數、或安排多次小考，以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上述預測及推論也許並不適用於每一位走進你教室的學生，但

你必須相信，學生總會帶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有不少教師喜歡在

每學期第一次上課時發問卷給學生填寫，藉此了解學生的背景及興

趣。總之，隨時掌握學生的需要，正因為你的用心，無形中提高了

學生的學習動機、對課程的興趣及學業表現。 

Administrative Details - 行政上的細節 

在每學期正式上課前，通常要經歷數個月的行政作業，有些是

由系上行政人員負責，有些則需要開課教師或由教學助理負責，幸

運的是，只要系所的行政人員知道你的教學計畫，通常會提醒你注

意各種相關期限，以下是需要注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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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ment --設備 
關於教室設備，不論是視聽或電腦設備都應事先做好規劃，最

保險的方式是把你的需求提早告訴系上行政助理。如果你教的是實

驗課或必須在教室中進行演練，設備優劣愈是重要，倘若必須添購

新的儀器，亦請提早編列預算以便採購，至於現有的設備也別忘了

進行全面性檢查，確保所有儀器皆能正常運作，即使所有東西看似

皆已就緒，教師或教學助理仍應至少提前一週進行檢查或演練，以

免發生任何突發狀況，這些道理儘管人盡皆知，但經驗法則告訴我

們，忙碌的教師第一個省略的往往就是測試器材及實驗演練。為了

學生的學習效果，千萬別遺漏這些細節部份，儘可能提供充分的使

用說明給學生或教學助理，而不要把這些當成麻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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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Checklist（設備清單） 

 Appropriateness（適合性） 

□ 這些設備是否符合教師設定的課程目標？ 

 Considerations when using existing equipment 
（使用現有器材的注意事項） 

□ 數量及類型是否足夠？ 

□ 是否有足夠的工作空間？ 

□ 是否能正常運作？ 

□ 是否足以達成課程目標？ 

□ 其他課程是否需要用到？ 

 Considerations when using new equipment 
（添購新設備時的注意事項） 

□ 新的器材能否加強學生的理解力？或足以證明該費用是合理的

花費？ 

□ 是否有任何補助款或經費來源支付該筆費用？ 

□ 這些新器材能否在課程開始前架設完畢，且正常運轉？ 

□ 是否有備用器材？ 

 Training/accessibility arrangements（訓練的安排） 

□ 學生是否皆已熟悉這些設備，或需要額外的訓練？ 

□ 若安排訓練，學生是否有足夠的機會操作這些設備並且作實

驗？ 

□ 是否有詳細的說明文件？ 

□ 訓練過程中，是否會有任何顧問、助教或教師在現場指導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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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材數量是否足以讓每位學生均有時間親自操作？ 

 Maintenance（維護） 

□ 手邊是否有足夠的補給品，以便「快速修復（quick fixes）」，

例如，保險絲、多餘的探針？ 

□ 對於損壞的器材是否有明確的通報及維修程序？ 

□ 學生是否充份了解實驗室內安全及清潔程序？ 

□ 萬一器材在關鍵時刻發生故障，是否有其他的替代資源？ 

□ 對於設備的規格、供應商、維修安排等詳細資料，是否有存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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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ing support --教學支援 

我們總以為課程的設計純粹是教師個人的努力，然而，事實上

學校亦提供相當多的教學資源供教師利用，包括教學助理，行政支

援及補救服務等，教師可試著把這些資源整合到每個階段的課程規

劃上。 

 Working with teaching assistants --與教學助理合作 
提到課程規劃，教學助理是經常會被忽略的一項資源，即使是

經驗豐富的教師也不見得會在課程規劃階段就和教學助理開始討

論。可能的話，儘可能在學期開始就與教學助理進行討論，明確將

你的課程目標及對學生的期望告知他們，請其思考如何讓課程有效

地進行，無論是針對補充教材、作業說明、評分標準，甚至是艱深

的課程內容。在討論過程中，你可能會出乎意料地發現教學助理原

來有這麼多絕妙點子。 

當然，提供教學助理體驗教學藝術的機會，是他們為課程貢獻

心力時，所獲得最超值的回饋之一。利用討論時了解他們除了一般

行政工作之外，是否有任何特別想練習的教學技巧（例如，進行一

場客座演講或是設計一個新的課程活動）。鼓勵你的教學助理們積

極主動，意味著你必須提供他們足夠的支援，畢竟在許多情況下，

他們可能因為年紀輕、經驗不足、或表達能力不佳而影響在課堂上

的表現。也許他們對於如何去準備課程複習、實驗介紹或講授課程

只有一個很模糊的印象，如果系上沒有對教學助理提供任何訓練，

教師亦可自行舉辦一場小型的培訓。教學發展中心有提供教學助理

的訓練，教師可商請系上資深教學助理與新進助理進行經驗分享及

傳承。教學助理的工作包括實驗室的建置、課程網頁及通訊錄管理，

或安排演講等。務必針對這些工作內容提供更詳細的說明，新進教

學助理也許不甚清楚系上的課程、評量規定、或行政程序，盡可能

提供與你課程相關的所有訊息，協助他們及早進入狀況。 

一般而言，教學助理未必都有酬勞，也都有自己的學業負擔及

研究計畫，因此工作分配務必講求公平，使其對協助教學的經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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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意義，需每週繳交報告的課程負擔絕對比只有期中和期末 2 次

考試的課程負擔要重，在設計這樣的作業前務必先徵詢其他同事，

了解並詢問教學助理，系上是否有任何相關的工作規範。教師每週

應定期與教學助理討論課程進行狀況，了解其是否有任何問題或疑

問，安排課堂訪視，並在事後給予真誠的回饋意見，這些訪視記錄

對於日後教學助理請你撰寫推薦信時，是十分有參考價值的。此外，

為保持互惠的關係，不妨也要求教學助理對於你的教學提出意見，

由於教學助理與學生之互動較為頻繁，通常較關心學生，重視學生

的滿意度。基於這些理由，教學助理除了可協助各項教學工作外，

更是一項寶貴的教學資源。 

 Department Staff --系辦行政人員 
認識系上的行政人員，他們所提供的協助是你無法衡量的，除

了幫忙訂書、準備上課儀器與設備、課程安排等行政方面的瑣事外，

還必須處理各種學術上的瑣事及相關資訊。這些擁有豐富經驗及專

業能力的行政人員值得你對他們的尊敬。因此，如果你懂得感激這

些行政人員為你個人及整個學術研究所付出的心力，不只你自己，

相信所有的行政人員都會在工作上獲得更大的滿足。曾有一位行政

助理說：「有些事比錢、比獎勵更重要，那就是老闆能對我說『謝

謝你，做得真好！』，即使他們工作十分忙碌，但他只需說聲感謝，

下次我一定會為他更賣力工作，縱使我忙得不可開交，也要設法達

成他們的要求。」 

Peer study groups - 成立學習小組 

教師可建議班上學生成立學習小組，分組學習有許多優點，首

先，小組學習可提高每位學生的注意力，還能了解在課程上容易產

生的問題點，小組學習亦可透過討論過程中的經驗分享，學得許多

不同的觀點。此外，小組學習較一般學習活動來得更靈活、主動，

教別人也是檢測自我學習成效的最佳方式之一，可強化自己的學

習，許多教授也建議學生在開始著手寫報告或作業之前，不妨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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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學進行討論，學生當然也可分享自行準備的重點摘要，將所

有重點依主題分類，並由各組就自己的主題對全班同學進行發表。 

Peer tutoring - 課輔小老師 

另一種幫助學生學習的有效方式，是從班上同學中指定一些小

老師，尤其是大班課。前機械工程學 William Reynolds 教授就曾利用

學期第一堂課結束前對學生做測驗，了解他們的基本能力之外，亦

挑選一些人當班上的課輔小老師，並要求這些小老師每週利用約 2

小時時間，輔導其他同學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幫他們檢查功課。此

外，Reynolds 也為這些課輔小老師安排一些特別的演講，充實其課

程知識，這些學生可以不需繳交作業但仍須參加考試，接受相同的

評分標準。Reynolds 教授採行的方法不但為教師省下許多時間，也

讓每位學生得到相當的關注，倘若你不想在自己班上挑選課輔小老

師，也可建議學生利用學校現成的補救教學資源。 

Preparing for the first class - 第一堂課的準備 

教師通常都會擔心第一堂課成為一場夢魘，特別是沒有任何教

學經驗的新手教師，擔心自己忘詞、擔心操作失敗、擔心被學生問

倒、也擔心學生無聊到打瞌睡。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教師，面對第一

堂課同樣是憂喜參半，因為沒有任何課程會一模一樣。每個科目的

第一堂課都會帶給你許多驚喜及挑戰，今天不論你是第一次站上講

台，或是經驗豐富的課堂老手，第一堂課的準備皆十分重要，有了

充分的準備，第一堂課才能達到你期望的目標與品質，只要用心準

備，你所投入的心力及認真面對課程的態度是會傳染給學生的，學

生一定會感受到你的熱情，因此盡可能為課程投入更多的精力。如

同有位學生曾說：當你知道這個教授真的在乎這個班級，那你就會

願意為這門課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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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first teaching experience - 第一次的教學經驗 

準備第一堂課其實是有秘訣的，可能的話，挑選一些性質相似

的課到現場觀摩，並向該授課教授請益；也可直接詢問系上其他資

深教師或研究生，徵詢他們的意見；熟悉教室的環境，包括燈光開

關、儀器操作及桌椅擺設等，否則，在教室裡當著所有學生面前絞

盡腦汁卻仍不知如何使用一項新設備，只會讓自己顯得更為笨拙。 

第一堂課，請挑選一個強而有力的開場白，傳統上有許多方式

來展開一堂課，首先，不妨向學生說明你期望本課程達到的目標，

以及選擇這些主題內容的理由，你可以先拋出一些趣味性的問題，

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後，向他們說明更多課程上的細節，以及該課程

如何協助學生表達他們的疑問，或解決他們的問題，親自帶學生看

過一次本課程所有的主題，並讓他們了解每個大小主題之間的關連

性。同時，配合你發給學生的課程大綱，一併利用第一堂的時間看

過一遍，在討論課程大綱及課程結構時，順便向學生說明正課與實

驗課（如果需搭配實驗課）間是如何配合，盡可能多準備一些課程

綱要（或其他講義）以備不時之需，也許有些不速之客會剛好逛到

你班上。此外，要向學生清楚地說明課程大綱中有關成績評量、考

試方式、及參考書籍之取得等問題。 

教師也可在第一堂課向學生自我介紹，如果班上人數不多，還

可請學生自我介紹，如果課程討論或課程活動需要學生彼此進行互

動，你也可直接將學生兩兩分組，利用 5 分鐘時間讓每組學生彼此

認識（記得在時間進行到一半時做提醒的動作），然後再將所有的

組別自我介紹給全班同學，這種做法的優點是，可以讓學生至少認

識一位新夥伴，卻不至於讓學生在自我介紹時感到難為情。另一種

方式，是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與至少一位同學交換 e-mail 信箱，或

聯絡電話，萬一有學生缺席或作業遇到困難時，他們便可以尋求另

一位同學的協助，當然，這些小細節都有助於減少日後瑣碎問題的

發生。 

初次見面後儘早認識你的學生，即使是大班課也應該如此，老

師如果能認識自己的學生，學生會比較願意投入學習的歷程，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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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不多，教師甚至可利用數位相機，協助記憶學生的資料。前

工學院長 James Gibbons，在第一堂課結束前用拍立得相機幫每位學

生照相，然後要求學生在相片上簽名，之後他便利用零碎的時間（搭

飛機或用餐時）複習每一張學生的容貌及名字，直到記住所有學生

為止。不過，若班上學生人數較多，可在前 2 週規定學生按座位表

就坐，如此不僅有助於記住學生的名字，學生之間亦可彼此認識。

有些教師則是發小卡片讓學生寫下姓名、地址及為何選擇該課程的

理由，甚至問他們在學校最喜歡的課程及上課內容，並藉此了解學

生的期望以及他們的喜好。 

儘管多數教師會將第一堂的重點放在這些準備工作上，我們仍

建議你應有個好的開始，亦即，開始討論課程內容或是課程資訊，

這種做法表示你重視學生花在課堂上的時間，而且你期望在每一階

段都能與學生共創進步，由於學生的習慣是在學期初到處打聽最好

的課，因此，盡可能呈現你所規劃的主題內容，並讓學生體驗你的

教學方法。許多新進教師往往在第一堂課會準備過多東西，不過若

你不清楚一個主題需要多少時間的話，為增強你的自信心，寧可多

準備，也千萬不要不足。比較彈性的做法是，將大小主題區分成基

本的教材及選擇性的教材，接著將所有主題及所需時間列成清單，

可保留一些時間供學生發問，但也別指望學生能如你所願。 

總之，要記住：你懂的絕對比你所想的還要多，而你對於專業

領域的熱忱足以讓你深入學生的心裡，你的學生願意配合，而且他

們想要學習，如同有位學生曾說：「這位教授之所以令人如此敬愛，

完全是因為他對於自己的學科充滿熱情與成功……這種課我真的必

須好好把握，而唯一讓我保持努力，不懈怠的原因，是我感受到老

師也很用心為我準備這一切。」 

The first class of the quarter - 開學的第一堂課 

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教師，在準備第一堂課的過程中一樣受益良

多。教師在決定是否只要做好初步說明或希望討論課程重點有個好

的開始，都要讓學生清楚該課程的大架構—包含內容、方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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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標。如前所述，這會是吸引學生選課的一個重點，更要記得多

數學生在第一堂課比較關心的是具體的東西，像是課程時間及地

點、教科書是否容易取得？價格如何？評量方式及標準為何？繳交

報告的時間、考試日期等。因此，好好準備這些東西激起學生對課

程的興趣，並清楚告知學生，他們應盡的義務，同時請試著記住學

生的名字、他們選課的理由，讓他們知道何時應與你晤談，以及與

你晤談的理由，向學生證明你為他們的付出。 

Professor Wilam Ian 還提供另外 2 個建議意見：首先，結合學

生的舊經驗與觀念，在他們還不清楚新課程重要性時，這種作法有

助於減輕學生的憂慮，並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其次，指出學生根

據舊有經驗所做的推論，然後推翻其中一至兩個論點。舉例來說，

「電磁學」可以這樣開場：在工程學中我們研究的是集總線性

（lumped linear）與時間不變系統（time invariant system），請大家

為這些專有名詞下定義，因為學生都知道這是什麼，但卻不了解會

變成什麼，直到學生都熱烈參與討論，提出他們的推論時，教師不

再提供協助，而是拋出一個問題，他向學生證明在學電磁學的過程

中，完全不會用到集總系統，而是分佈電路，這種顛覆性說法會立

刻挑起學生的好奇心，並將學生帶領至他想傳達的主題上。 

諸如此類的備課、上課技巧、甚至其他方法，皆可經由與同事

或學生交流的過程中去發掘，相信會有助於你規劃課程，然而，即

使第一堂課並未如你預期中一樣順利，你的未來仍是大有可為的，

只要你肯用心經營，學生都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需要的話，

他們會很樂意提供改善課程的相關建議，當然，直接和學生討論他

們的想法或透過一些評量方式，例如『教學意見調查』，都有助於

教師評估並改善自己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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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ways to handle nervousness（七種控制緊張情緒的方
法） 

 Practice（練習） 

練習無法造就完美，但在實際上課前能大聲表演幾次會讓教師

覺得更有自信，尤其是愈接近真實情況下的練習。至少在一位觀眾

面前排練一次，即使他只是個朋友。 

 Concentrate on the ideas（專注在想法） 

專注在教師希望傳達給學生的觀念上，而非自己的緊張情緒，

即使再害羞的人面對自己關心的議題也能侃侃而談，請想想台下聽

眾的需求，而非自己的需求。 

 Make a strong start（強而有力的開場白） 

一開始講話通常是最緊張的，因此設法準備一個好記、而且會

讓自己及觀眾放鬆精神的開場白。 

 Visualize（想像） 

透過想像排練第一次的表演，想像你想說的話，如何說以及觀

眾的反應。有許多運動員也會在真正出賽前，詳細地想像跳水的過

程然後去練習。 

 Use audiovisual aids or multimedia 
（藉助視聽輔助器材或多媒體教材） 

特別是教師有許多技術上的資訊時，為保險起見，最好事先寫

在投影片或 Powerpoint 簡報上。即使是在黑板上的大綱也能讓教師

放心，不會忘記想說的話，不過，請務必盡可能看你的聽眾，而不

是投影片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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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ume a confident attitude（表現一種自信的態度） 

在很大程度上，教師可以控制自己的反應，手心出汗或心跳加

速，告訴自己你是〝興奮〞，不是緊張。對觀眾而言，緊張也可看

成充滿活力，記住，你的態度將決定觀眾的想法。 

 Breathe（深呼吸） 

在開始講課前，先調整自己的呼吸，做深呼吸。公開演講時，

呼吸是你主要的支撑，一旦開始感到緊張的情緒上升，不妨深呼吸

一口氣，你會立刻感覺比較舒服，你的聲音也會顯得更輕鬆、更有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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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Day guidelines（第一天上課指南） 

 To get ready（做好準備） 

□ 確認上課地點及教室設備。 

□ 備妥視聽教材、多媒體器材或實驗儀器。 

□ 向書商、圖書館訂書或相關參考資料、確認送達時間，並準備
其他閱讀文獻及影印本。 

□ 必要時，先認識你的教學助理。 

□ 準備課程教學大綱，包含以下內容： 

 教師的姓名、研究室地點、課業討論時間、聯絡電話及電子

信箱 
 教學助理的資料 
 課程描述、課程目標 
 每週課程主題及進度 
 閱讀文獻及其地點 
 課程要求、先修課程 
 考試、報告或其他作業時間表 
 評分標準，包括作業遲交或缺交的罰則 
 討論學術上的誠信及相關事件，例如何謂抄襲 
 提供輔助教學資源或操作手冊等 

 On the first day: Basics and beyond（上第一堂課：基本及進階） 

□ 介紹自己並要學生也互相自我介紹。 

□ 討論課程教學大綱及課程目標。 

□ 介紹教科書或參考文獻。 

□ 問學生問題，也讓學生問問題，營造互動的氣氛。 

□ 利用主題性強的教材突顯課程特色，並設法連貫學生舊有課程
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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