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 106 年 09 月 21 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應用外語學系 

班級 日應二乙 

姓名 王俐絜 

學號 A0527060 

課程名稱 人文素養與生命關懷 

課程老師 林小鶯 

心得內容 

（請敘寫擔任教學助理之學習收穫，字數為 300~500字） 

    很榮幸能第二次獲選為優良助理，首先先感謝小鶯老師很用心的指導我，使我成長了許多，不

管是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還是面對師長的溝通怎麼應對進退等…，都讓我學習了不少。 

還記得剛上大學第一次當助理的經驗，對於學校的熟悉度與認知一切都還不熟的狀況下，一開始始

終沒有想很多就想要讓自己在大學裡能夠充實，運用學校資源提升自己的能力，那股衝勁及勇氣至

今仍持續著。雖說大一課程相當多，而我也是啦啦隊校隊，每個禮拜都要固定練習，哪怕一開始很

累膽怯害怕，但只要願意去做沒有不可能的事，這股勁讓我有相當大的勇氣與自信使我跨出第一步。 

  擔任『人文素養與生命關懷』林小鶯教授的助理，對於大一生完全陌生學校環境的狀況下，一對

一面對教授排山倒海的資料與課堂講義還有課堂須知課程安排等，當下的責任感及反應度完全反映

不過現在的能力所及，就因為當下的挫折感及充滿未知的線索毫無頭緒，我只能不斷詢問小鶯老

師，抱持著一份努力上進做事積極的態度面對很多事。小鶯老師會在開學前邀請來賓，而我要在講

師來的前一週一定要電話確定並提醒他們希望準備教具等等，經過每一次與師長聯絡我都會去修正

改進自己哪裡可以更好，面對師長的講話禮貌態度更是另種學習。這門課邀請到 13位不同領域講

師，每位講師的背景相當難能可貴，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上超過上百的大班，難免秩序讓人耽心，小

鶯老師也另找志工來協助，因小鶯老師非常在乎同學的團隊精神，極力要同學學習自治尊重的品

德。課程安排則是讓 15組同學到非營利機構的探訪及心得報告在課堂分享，為的是激勵同學的愛

心整理。 

  原本很是膽怯的我對於環境完全不熟悉情況下，我能跨出第一步勇於嘗試挑戰自己的那份心力，

的確成長不少，很感謝小鶯老師常常幫助我告訴我需要哪裡改進，我更是虛心接受老師的指導，並

希望一次比一次更好。那自信或許是知道自己的侷限，才更能從限制中發展自我，當下必須犧牲什

麼，必須交出什麼來換取所謂的未來，當然不會聚焦於眼前擁有的一切，尤其你還可以大把揮霍的

青春。大學四年需要累積什麼，也許是我對自己有些目標期許，大一充滿未知冒險好奇的情況下，

能做教學助理做得很有熱情，願自己能累積更多實力，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願不願意而已。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 106 年 09 月 21 日  

學院別 ■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班級 四乙 

姓名 嚴婕 

學號 A0341002 

課程名稱 分析化學 

課程老師 邵貽沅 

心得內容 

（請敘寫擔任教學助理之學習收穫，字數為 300~500字） 

    真的很榮幸在 105學年第 2學期獲選優良教學助理，在擔任教學助理期間，我有很大

的成長與改變。從一開始在台上緊張又生疏地講解重點，到現在可以很輕鬆又流利地幫同

學上課，改變了過往我每次在台上面對很多人說話時的不安感。除此之外，我也學習到如

何抓重點與整理筆記給上課的同學，並會自己製作講義給同學使用，提供講義給同學們，

能節省一些抄寫黑板的時間，多增加複習重點的時間，亦能多花點時間在幫助同學解說例

題的計算，而且對同學們而言，有了講義，他們上課起來也會比較方便。 

    因此，我不僅克服了我的緊張，在講台上能有條理地解說課程，使我往後在台上報告

時，更懂得該如何應付與面對，還學習到該如何為課程內容作事前準備，懂得該如何歸納

與整理，以給予同學們一個好的教學。擔任教學助理，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發現到自己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並去加以改進和充實，很謝謝學校及老師給了我這麼好的機會可以讓

我突破自己，變得更加有自信。 

  

簽名處：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106年 9月 26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班級 日資四甲 

姓名 李巧如 

學號 A0361087 

課程名稱 作業系統 

課程老師 吳宗禮老師 

心得內容 

  擔任教學助理雖然必須挪出自己課外的時間輔導協助學生解決課程學習上的問題，

但是看著學生慢慢進步，問問題的模式從單向陳述問題轉變成懂得舉一反三和我互相討

論、由簡單變複雜，讓我的角色從助教變得像他們的朋友，會一起讀書討論，讓我很享

受輔導學生時的氣氛以及成就感。同時也會經常去思考應該怎麼講解會更加清楚，能最

快速的讓學生理解吸收，在一次次的輔導中慢慢修正自己。初期因為和學弟妹不認識，

因此來問問題的人很少，為了改善這個問題，我改採主動關心詢問同學的狀況，聽到同

學說上課聽不懂或者自己讀不懂，我就會主動說要不要約一個時間，我教你。因為我知

道中午時間很多同學想去吃飯休息，尤其他們上午是網際網路程式設計，下課後肯定累

癱了，不過因為我自己的課程也很滿，加上三年級要做畢業專題，所以能和兩班學生配

合的時間真的不多，所以在課外時間我也很樂意透過 LINE或者額外約時間輔導學生。作

業系統這門課距離我也有一年了，所以為了能很順利很流暢的輔導學生，我很認真的每

週詢問同學上課進度，然後自己再在閒暇時間重拾課本讀書，其實也是透過這個機會，

讓自己再把課程內容複習一遍，不一樣的是心態不同了，以前就是為了考試而讀書，現

在是自發的學習，變成是很愉悅地在讀書，讓我很享受於擔任教學助理。 

簽名處：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 106年 9月 25日  

學院別 ⬜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服裝設計 

班級 日服三甲 

姓名 林盈秀 

學號 A0402101 

課程名稱 服裝構成製作(2) 

課程老師 蔡淑慧 

心得內容 

擔任一年多的教學助理讓我學習到非常多經驗，在這堂課中我需要協助教授準備上

課前的教材，也會隨時觀察、協助需要幫助的學弟學妹。在這其中可以訓練耐心與

溝通，如何讓學弟學妹了解教授的課程，也可以以學姊的角度和立場給予一些指導

與建議，從中也瞭解到不同學生接收知識的反應與看法，並讓自己看到更多不一樣

的觀點。在準備教材時更重新再複習一次所學的知識，讓知識能更深深的記在腦海

裡。 

 

剛開始，常常會因為教學助理和自己的課業而忙不過來，要花許多一些心思來安排

時間，之後就會慢慢抓到處事的步調，也越來越得心應手。經過這些時間的相處，

也和學弟妹們培養了一些感情，在學弟妹要升大二的期末時也給予了一些選課的心

得和建議。 

 

最後，很感謝淑慧老師給予我這個機會學習，讓我在課餘時間可以再多一些學習經

驗。也謝謝教學中心給予這一次的肯定。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 106 年 9 月 25  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服裝設計學系 

班級 進服四甲 

姓名 黃天怡 

學號 N0202049 

課程名稱 服裝設計整合 

課程老師 董雅卉 老師 

心得內容 

（請敘寫擔任教學助理之學習收穫，字數為 300~500字） 

  當初剛被老師推薦時，我其實很意外，首先本身對自己的能力不是很有自信，而且擔

任大四服裝整合的教學助理，等同於是協助整個大學四年最後也最重要的一堂課，攸關

畢展和之後學校和廠商交流的各種課程，是一份相當具有份量且責任重大的任務。 

  我相當喜歡且崇拜的董雅卉老師，是這次服裝整合的負責老師，記得當時一想到萬一

做不好，晚上就睡不好。不過隨著我逐一慢慢學習，很快的得心應手，一直秉持主動並

勤奮，對於系上同學的各種問題提供幫助與協助。 

  很快的，課程的推進漸漸穩上軌道，最後我也收穫許多，我當作是踏入社會前，老師

們給予我的一次珍貴學習經驗，讓我學生的故我心態，在這段時間裡磨合整理，如果僅

僅只停留在學生時期的單純自我思考、自我靜置，或只等著事情發生，是無法創造成果

的，只有將自己所考慮、預想、和協助老師同學的想法，去主動付諸實行，才有可能創

造成果與最終計畫的達成。  

簽名處：   黃天怡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2017年 09月 20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班級 日食四甲 

姓名 黃麗瑩 

學號 A0241135 

課程名稱 烘焙學 

課程老師 許世國 

心得內容 

（請敘寫擔任教學助理之學習收穫，字數為 300~500字） 

    教學助理的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不同於在課堂上只是一味地接受老師給我們

的訊息，在我看來，實際地從協助的角度去學習比聽課有趣得多。尤其是在烘焙課這種實

際操作課程裡，當教學助理時能了解到更多知識點，比上烘焙課時學習得更加全面，從材

料的準備、製作過程中易出錯的步驟、烘焙作品成功的關鍵，不僅僅是聽著老師的教導，

在協助同學們的過程中讓我對這些知識更有印象，所以說，當教學助理無疑是一種更有效

的學習方式。 

    老師的豐富經驗也讓我這個教學助理當起來更加地輕鬆，能夠明確地提醒我需要準備

的東西，遇到疑惑時，不論是材料的使用，或是製作方法的不懂，老師都會認真仔細地解

答，在最後成品完成時，老師也會依成品的狀況提出做得不足的地方，聽著聽著，就等於

是又上了寶貴的一課呢！ 

簽名處：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 105 年 9 月 22  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應用外語系 

班級 二乙 

姓名 趙俊豪 

學號 A0527066 

課程名稱 中華文化與溝通藝術 

課程老師 陳蓉蓉 

心得內容 

首先，我想先感謝校長、教務長，博雅學部的歐陽主任，以及秘書佳瑜老師願意給我這

機會，不因為我是大一而懷疑我是否能擔任蓉蓉老師的助教。雖然大一上學期就像老師

的小老師一樣，幫老師在課堂上寫版書、輔導外籍生，但當上學校真正聘請的助教之後 

感覺就不同了，我必須開始學習怎麼備課、寫課綱，時常要上網查合式的國際新聞可以

讓班上在地的外籍生發表作交流。每次上課我都會提早到教室寫板書，認識班上的外籍

生，我很盡力記住他們的名子，並分清楚他們來自哪個國籍，協助他們分組，我想不同

的文化一定會有很有趣的交流。每次和老師一起備課，也會安排大家上台報告，每次的

分享都讓我獲益良多。最後謝謝辛苦的美恩老師，謝謝教發中心，我知道我還有很多要

學習的地方，拿到這個獎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同時也提醒我不能忘記這份殊榮。 

簽名處：          趙俊豪                                                       



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 心得報告 

填寫日期：106年 9月 24日  

學院別  民生學院   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學系別 服裝設計系 

班級 乙班 

姓名 蔡詠竺 

學號 A0502002 

課程名稱 服裝構成製作(2) 

課程老師 何絹琦老師 

心得內容 

    大一下有幸成為服構班何絹琦老師的教學助理，當下決定是否要接下教學助理一職我

內心真的有過許多掙扎，心中會思考自己是否能邊上課邊當好輔助老師教學的 TA，也會

疑惑自己是否還有額外的時間幫老師預先做好教材，或是有沒有能力解決同學們的問題，

然而當完助教後我發現自己是多慮了，雖然自己因為課程的先前準備工作會少一些自由時

間，而平常下課時間也會拿來登記成績甚至是解決一些同學作業上的困難，但這也成就我

一種做事堅持到底的態度，也更會懂得分配時間，這對於設計生來說真的是非常必要的能

力培養之一；除了幫老師預備教材或是登記成績外，我還會自動幫同學們整理當天的作業

還有下週要帶的工具，有些比較重要的製作過程，我甚至會自己寫好筆記傳上群組給同學

們看，這培養我思緒清楚的能力，而同學有問題我也是有問必答，用心做好老師與同學間

的橋梁，學習如何解決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另外，身為班上學生的一份子又同時是教學

助理，我對自己作業上的要求也會變高，認為自己必須成為班上同學的榜樣，非常感謝何

絹琦老師一直以來對我的肯定，當上助教讓我的思考模式更加成熟，也學會很多待人處事

的道理，往後我將會帶著這些態度積極努力面對未來的人生！ 

簽名處： 蔡詠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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