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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Teaching	Assistants（教學助理）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Role - 何謂教學助理 

擔任教學助理（以下簡稱 TA）是一種體驗教學藝術的絕佳方

法，對許多學生有正面的影響。身為 TA，你不僅是教授與學生間

的重要橋樑，有機會目睹、甚至影響一些上級單位關於課程設計及

課程內容的決策，還能每天與學生保持密切的互動。若你能秉持這

樣的態度，那麼你會發現當 TA 可能是你求學過程中最有意義的一

種體驗。一般而言，你必須主動做好事前的準備工作以確保 TA 亦

能擁有你所期待的師生關係，並善盡職責。因此，與授課教師仔細、

清楚的討論將有助於你為前述目標作好準備。 

How to Have a Successful TA Experience- 如何當個成功的TA 

 儘早與你的教授和其他 TA 開會。 
 設定明確的期望，包括：你可以為本課程投入多少時間、

技能、責任以及你所預期得到的訓練、經驗及與學生的關

係。 
 每週定期與授課教師及其他 TA 開會，以維持良好的溝

通，同時商討課程的細節問題。 
 在 TA 工作與自身的課業及專業間要找到平衡點，如同教

師要兼顧教學與研究。 
 當學生所需之協助遠超過你能力所及時，利用學校的教學

資源及輔導服務來輔助。 
 邀請授課教師到教室看你上課，並針對你的表現給予意

見。 
 把對該門課的意見告知授課教師，並討論教學過程中你最

感興趣的部份。 
 利用教發中心的資源協助評鑑並改善你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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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a Great TA? - 傑出 TA 的特質 

 Preparation-充分準備： 
不論是帶領學生進行討論、複習或實驗室實習，上課教材事前

務必充分準備，向前任 TA 及教授索取以前的資料。 

 Knowledgeability-充實專業知識： 
即使在專業領域上已有了相當深厚的基礎，對於目前你所協助

授課的內容仍須掌握最新資訊，學生最怕的莫過於 TA 本身根本沒

看過教科書或聽過教授上課。 

 Communication skills-良好的溝通技巧： 
某些情形下，你必須有能力將複雜的事情解釋清楚、為學生闡

述有趣的例子、仔細聆聽學生的問題或為他們解惑。初步的公開演

說能力可以大大提升你的自信，有助你成為一個成功的 TA。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親和力： 
保持友好的態度讓學生看到你平易近人的一面，或在課後留下

來與學生閒聊，並鼓勵學生利用課業討論時間到研究室洽談或以

email 方式把他的問題告訴你。 

 Concern for students’ learning-關心學生的學習： 
樂在教學並喜歡與學生互動的TA與那些視教學為浪費時間的

TA 是截然不同的，學生會感受到其中的差別，將焦點放在課程的

進行與學生互動關係的加強。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fessor- 與教授保持良好關係： 
優秀的 TA 會協助教師達成每日的工作目標。因此，TA 與教

授間應保持穩定、積極的互動關係，並從學生的角度及你自己的看

法將課程的進行狀況回饋給教授。 

 Organization- 組織力強： 
研究如何精簡、記錄或改進課程及教學活動，設法使課程進行

過程更加流暢。 



 

110   

 

Discussion Sections - 討論課 

在 TA 所面臨的所有挑戰中，課程討論可說是收獲最多的一種

教學方式。身為教授，你真正認識的學生只有一小部份。不過，如

果你像多數 TA 一樣，讓學生只要看到你便會迫不及待要找你聊

天，對這些學生而言你絕對有足夠的影響力。學生總是渴望置身在

令人驚豔、充滿智慧、挑戰與刺激的討論課程中，如果你在授業與

解惑的同時還能成功地將自己的熱情傳授給學生，那麼你便實現大

學教育最高目標之一。數年後，學生可能受到你的啟發也投入你的

研究領域。 

一門成功的討論課所需的技巧已在「帶領討論」及「 教學的

挑戰」中介紹過，在那裡你可以找到一些如何準備討論課、讓討論

不中斷以及增加學生參與討論的建議，在「 準備第一堂課」的章節

中，你還可以學到如何準備你的第一堂討論課。在此，我們把焦點

放在第一次帶領討論常出現的憂慮： 

〝我不是專家，該如何就選定的題材展開成功的討論？〞許多

TA 常因課程內容範圍過於廣泛而不知所措，這是個必經的過程，

第一次上課，本來就必須花很多時間準備，不過，若可和其他同事

共同討論，藉由彼此的專長相互協助，相信可縮短備課的時間。再

者，即使教授沒有要求，主動去聽他上課，對於準備討論課的內容

也大有幫助。此外，須與教授討論對這部份課程的期望，除了有清

楚的主題及目標外，必須融入課堂的小組討論。即使非專家，依然

可以將課程中重要的觀念引導到討論當中。當然，萬一被學生問倒

時，大方地承認你不知道，但你會設法找到答案或在下一堂課繼續

討論，藉機讓學生知道學無止盡，即使老師也必須不斷地學習成長，

這樣的機會教育絕對比隨便給學生一個錯誤的答案來的更有意義！ 

 〝我的課程討論進展順利嗎？萬一情況不如預期，是否有任

何補救措施？〞課程進展的狀況通常由學生的出席狀況、參與程度

或反應，甚至是學生的表情、動作或肢體語言皆可看出蛛絲馬跡。

簡單地口頭詢問，或利用正式的評量工具（期中、小組評量），都

可檢核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若感到課程討論的進行不如預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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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和學生討論各種改善方式，聽聽他們的想法，評估各種方法的可

行性，別怕去嘗試改變，設法讓學生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和學生

面對面討論，可藉機詢問學生，他們真正想從課堂上學到的是什麼？

該如何激起他們對課程的熱情。只要願意接納學生的意見，且樂於

協助其學習，學生的反應是很積極的。 

Reviews - 複習課程 

引導學生複習十分有挑戰性，特別是對經驗豐富的 TA 更是如

此，以一般課程而言，複習就是課程的一部份，在不到一小時的時

間內，你必須帶領學生看過 3~4 節課程的內容，因此要注意兼顧所

有學生的需求：一方面你給學生的東西在速度及程度上必須讓那些

跟不上的學生能聽得懂外，還需避免讓程度好的同學覺得索然無

味；另一方面，你必須刺激學生在課堂上思考，卻也要避免冗長的

討論佔去課堂的寶貴時間。 

要準備有效率的複習課，首先應了解教授認為學生需要知道的

是什麼？學生在這門課必須要學習到的又是什麼？即使今天站在講

台上的是個十分傑出的或趣味十足的 TA，只要他（她）不懂得掌

握課程的核心，就無法引起學生的共鳴。為確實掌握課程重點，務

必應參與每一堂課，記下所有不懂的地方，定期與教授及其他 TA
開會討論，此外，參考以前的隨堂考題、練習題與測驗題都有助於

擬定教學的重點及策略。 

挑出課程重點後，你可能會意識到複習並無法詳盡地涵蓋所有

的內容，必須從課程的廣度或深度中做取捨：前者係指囊括大量的

內容，簡要地複習所有重要的議題，通常會因而激發出許多問題，

此時，若僅是單純的問『有沒有問題？』，學生大致不會有任何反

應，不如告知學生從某些主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必須自行去做進一

步的研究，並鼓勵他們遇有任何問題，可到研究室與你一起討論。

反之，若決定只針對少數主題做深入的探討，記得要將其他無法在

課堂上討論的重點一併告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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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複習課時，一旦遇到不懂的地方，千萬別猶豫，盡快請教

授協助澄清你的疑問，因為並非所有教授準備的教材 TA 都學過，

即使初級課程也是如此。總之，提早準備好你的複習教材，如此才

有充分的時間與教授討論問題。 

真正進行複習的過程中，你就是主講人，而非只是引導學生進

行討論，必要時你需要做大量的說明、在黑板上寫下大綱或發課程

講義。若你從未有過上台講課的經驗，請事先多練習幾次，別以為

你只是來〝複習〞教材，就可以等到現場再配合即興演出。如果你

用心準備，學生自然也願意有備而來。 

儘管每位在台上講課的人都應試著評估學生是否真正了解上

課的重點，複習課的重點更是如此：以大量的實例說明重點，然後

要學生找出自己的例子；丟出小問題給學生處理並要求學以致用；

每次問問題時先保留 1-2 分鐘時間讓學生思考，稍後再公佈答案。

透過上述方法，讓所有學生都可自我檢測是否理解課程重點；另一

種更好的方式是安排學生二人一組進行討論，這種主動學習的技巧

可以提高學生對課程的參與以及理解力。 

鼓勵學生自行討論出答案或發掘問題有時會偏離主題，礙於時

間限制，無法涵蓋所有重要議題，這時你必須巧妙的切斷離題，導

回正題。比如可以先簡短的回應學生的問題，然後請學生利用課業

討論時間與你做更進一步的討論；或向學生說明他所提出的議題很

棒，但因課堂剩餘時間有限，無法討論如此複雜的主題，可以挪到

下次上課繼續討論或介紹相關文獻給對於該議題有興趣的學生閱

讀。總之，給予學生適度的尊重，絕不可任意打斷學生的發言。 

在複習的過程中，了解學生對複習內容的意見尤其重要，究竟

你安排的複習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的期望？如果你問學生〝你們想做

什麼？〞這樣可能無法引起太多學生的回應。此時不妨改問學生是

否需要你對某個特定主題進行複習，或直接問他們〝複習速度是否

太快？太慢？〞如果複習課每週一次，可以在複習告一段落時，請

學生填寫評量調查表，以了解你的複習方式是否有需要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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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請學生在複習課前將問題或有疑問的部份先 e-mail 給你，

以便將那些問題納入下次的說明。 

不論是筆記或講義，複習課需要相當多的準備工作，你可試著

把自己的心血整理成檔案，並供後人使用。想想若有人能事先將相

關資料整理好，準備課程會變得輕鬆許多。當然如果你把所有的資

料都整理好，教授也會非常感謝你為該課程所奉獻的時間與心力，

未來需要推薦信時，他（她）一定不會忘記你的付出也會對你傑出

的組織能力美言幾句。 

Labs - 實驗課 

許多實驗課都會由 TA 帶領，除了實驗本身，TA 必須說明實

驗當中的小細節（或陷阱）或檢討學生在作業或正課上所產生的問

題。因此，實驗室的 TA 是一個真正的推手，因為你是在實驗室裡

幫助學生學習，如果你能記住這一點，不但能讓學生在實驗室擁有

愉快的學習經驗，對你而言也會是意義非凡的教學經驗。 

 Preparing for your Lab section--準備工作 
 找出系上對於研究生協助實驗課有無任何訓練、書面資料

或相關程序。 

 和授課教師及其他 TA 一起討論實驗準備、複習之規範。 

 熟悉實驗室裡的擺設及各種設備。 

 標明急救箱的位置，找出急救手冊及緊急情況處理程序，

確認學生也都清楚急救的相關注意事項。 

 Your First Lab section--第一堂實驗課 
 向學生說明課程的評分方式及評分標準。 

 向學生說明撰寫實驗成果及遞交報告的程序和規定，並確

認學生都已了解。 

 向學生示範如何操作並維護實驗室內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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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了解實驗室內安全措施及相關預防措施。 

 讓學生自行挑選搭檔，以 2-4 人一組為原則，人數可依教

室容量，儀器數量或授課教師需求而定。 

 Help Lab run smoothly--讓實驗順利運作 
 預作實驗，正式上課前先到實驗室操作一次，因為學生可

能會在實驗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即使是經過精密設計的

實驗也不例外。盡可能先讓學生知道實驗當中較棘手或易

產生混淆的部份，並幫他們克服這些障礙。 

 開始上課前，確認該實驗的設備皆已安裝無誤，必要時，

檢查水槽的溫度，確定所需的儀器皆已發動。 

 要求學生每天進入實驗室前先將當天進行的流程圖建檔，

並在每一階段進行前先檢討該程序及預測可能面臨的問

題。 

 實驗進行當中，試著在每個小組間走動，觀察各組進行的

狀況，除可適時給予協助，還可順便記住學生的名字。尤

其是剛開始的前幾週學生多較被動，千萬別等著他們來找

你。 

 由於實驗室所有的資源及設備都是大家共享的，因此實驗

室的禮儀非常重要，請學生在離開實驗室前務必清理好所

有的檯面，由你檢查無誤後再離開。 

 若有部分儀器發生故障，標示清楚後將它放到旁邊並通知

實驗室管理者，盡速修復，以免許多學生受限於實驗儀器

數量的不足而影響實驗的進行。 

 Increase student Learning—促進學生學習 
 向學生提出一些策略性的問題有助於釐清哪些部份學生已

經了解，而哪些是他們還不清楚的，例如〝既然你在圖上

已標出這些點，如何找出通過所有點的那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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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實驗及目前研究的主題連結在一起，要學生思考如何將

其實驗結果（或所欲獲得之成果）與更廣泛、更基礎的科學

問題結合在一起，使原本呆板的實驗更添新意。例如在生

物實驗室，除了讓學生認識植物色素，學習一些技術外，

更進一步要求學生思考不同性質的顏料與植物演變之關

聯。 

 另一種讓實驗室氣氛更活潑的方式是鼓勵學生對相關主題

發表 5-10 分鐘的報告，並酌予加分。 

 額外補充閱讀文獻，讓對某一主題有興趣的學生能享有更

多的資源。 

TAing and your Professional Future - 助理教學與未來 

身為 TA，教學上的滿足只是一部份，一份成功的 TA 經歷，

在尋求教職時已顯得愈來愈重要。除了在學術上有傑出的表現外，

教學能力的展現在教育人才的培育上更有加分的效果，因此一般的

個人簡歷、推薦信外，更要為自己準備完整的教學檔案，展現你的

工作能力與經驗，為了讓你的教學經歷在就業市場上有更亮眼的表

現，我們有以下幾點建議： 

 讓指導教授知道你希望推薦信中提及你的教學能力。 

 增加自己的能見度。如果指導教授不曾看過或聽過你上

課，無法見識你的教學能力，因此上課時，最好邀請教授

來觀摩，或是將課程錄影後再請老師來看你的教學影片。

至少找時間和指導教授討論你的課程及你為課程投入的心

力。切記要表達你的熱忱及理想，而非只是討論學生的問

題。 

 證明你的組織能力及工作效率。大部分的 TA 對於最初的

教學工作總是充滿熱忱，他們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及精

力，讓課程富有啟發性，這種熱情可以刺激「教」與「學」。

未來的工作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或許還有其他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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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時間規劃，建立有條理、有效率的上課方法對日後的

學術生涯會十分受用。要了解你的指導教授可能不會只因

你為課程花了許多時間而產生好印象（事實上，如果你自己

的研究半途而廢的話，反而會導致不良印象）。最好的方法

是證明你不但能同時應付教學及研究，同時，行政工作也

能游刃有餘。 

 安排學生對於你的教學給予評量，這些問卷都經過仔細的

設計思考，善加利用這些評量結果，可以協助你改善自己

的教學，別人也可藉此了解你是否是位有效率的老師。 

 善用課堂錄影。有愈來愈多教學單位要求教學能力的證

明，錄影是記錄教學的方式之一，透過多次的教學錄影判

斷自己在教學上是否有進步，並從中選出最佳的教學例

證。 

 建立完整的教學檔案，以全面性的紀錄來強化你的教學經

歷，在日益重視教學的教育工作中更顯重要。教學歷程檔

案不但是一份有價值的資產，也是提升自我專業成長的一

種方式。若你在教學上已有豐富經驗，面對教學方面的考

驗，自然會顯得相當有自信。不可否認你的學位在資格審

查上是項非常重要的條件，但能讓評審委員留下深刻印

象，最後脫穎而出的，往往是因為這份完整而傑出的教學

歷程檔案！ 

當你開始正式從事學術工作，以往的教學經驗仍可滿足你的需

求，大家總期待新的助理教授能立即擔起教學、研究、行政等工作，

並成功地扮演這些角色，若你已深知備課、講述、複習及討論等技

巧，那麼你就有更多時間來發表論文與從事行政服務。日後當你決

定爭取終身職位時，你的教學品質以及你的研究又將再度成為你成

功的主要因素。 

即使未來你決定離開學術界，教學本身還是一項很有價值的經

驗，教學不但可以培養自我表現的能力、提升人際關係的技巧，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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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訓練你解釋事物的能力，闡明你所理解的事物並加以應用到日常

生活之中，這些能力不論在任何一種領域都將令你終身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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