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國立臺灣大學教學助理制度實施準則 
民國 100 年 12 月 12 日修訂 

一、目的 

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執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提升

教學品質子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特訂定本準則，以做為本校推動教學助

理制度之依據。 

二、教學助理之定義 

本準則所稱「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ant, 簡稱 TA），係指本校在學

生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論、分組實驗或實習、課業諮詢服

務、批改作業或語文練習之助理；除協助課程教學工作外，教師不得要求

教學助理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亦不可代教師授課。 

三、擔任教學助理之資格 

(一) 教學助理以由研究生擔任為原則，凡本校在學研究生曾參加教學發展

中心所舉辦「教學助理研習會」，並取得教學助理資格認證者，得由獲

核教學助理名額之教師或系所推薦為教學助理。但通識課程以外之其

他課程若因性質特殊必須任用大學部高年級學生者，得報經主管單位

核可後任用。 

(二) 曾擔任本校教學助理而評鑑值有低於 3.5 情況者，如擬再申請為教學助

理，應依本準則第九項第（五）款規定辦理。各計畫執行單位如有更

嚴格規定者，從其執行單位規定辦理。 

(三) 曾擔任本計畫教學助理者，如有本準則第八項第(二)、(三)兩款情況

之一，取消擔任教學助理之資格。  

(四) 本校外國籍學生如欲擔任教學助理者，除符合上述兩項要求外，應依

就業服務法規定取得在台工作許可證。 

四、教學助理之分類及工作 

依各系所教學活動需求之不同，本校教學助理概分為以下四類： 
(A) 討論課教學助理（簡稱 A 類 TA）： 

主要工作為配合課程分組討論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

領修課同學進行小組討論活動。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上

課教材、參與聆聽上課內容、負責帶領分組討論、協助批改作業及評分、

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B) 實驗（實習）課教學助理，依實驗或實習之不同分為下列兩種： 
    (B1) 實驗課教學助理（簡稱 B1 類 TA）： 

主要工作為配合實驗課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領修



課同學進行分組實驗。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上課教材、

準備試劑、預作課程實驗、參與聆聽上課內容、協助學生操作實驗、

督導實驗室安全、課後清理實驗室、進行實驗相關之討論、協助批改

實驗報告及評分、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B2) 實習課教學助理（簡稱 B2 類 TA）： 

主要工作為配合實習課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帶領修

課同學進行習題演練或校內外實習活動。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

教師準備上課教材、參與聆聽上課內容、預作課程習題及講解、帶領

學生統計軟體實作或課堂外實習活動、進行習題演練或實習活動相關

之小組討論、協助批改作業及評分、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他

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C) 一般性教學助理（簡稱 C 類 TA）： 

主要工作為配合大班課程批改作業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

下，分擔老師之教學負擔。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上課

教材、參與聆聽上課內容、協助批改作業或報告、設計並維護課程網

頁、上網與學生互動、每週 2 小時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

教學輔助工作。 
(D) 外文類教學助理（簡稱 D 類 TA）： 

主要為配合外文類課程之教學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協

助修課同學進行語文學習活動。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

上課教材、參與聆聽上課內容、負責帶領口語練習、協助批改作業（不

含作文）及評分、提供學習諮詢服務、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

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五、教學助理配置原則 

依前述四種類型教學助理之不同，分別採取下列配置原則。但每一課

程僅能申請一種類型之教學助理，不得同時申請兩種以上。 
(A) 討論課教學助理： 

課程分成 2 組以上進行討論，且每組修課學生數至少 20 人以上者，

得核予每組 1 名教學助理，但審核單位亦得因該課程對外系服務性較高

而酌增教學助理。 
(B) 實驗（實習）課教學助理： 

依各學科分組實驗或實習之慣例，原則上每 8 至 50 名修課學生配

置 1 名教學助理，確切人數經教務處個別審查後決定。 
(C) 一般性教學助理： 

修課人數達 75 人者，得核定 1 名教學助理，修課人數達 160 人得

核定第 2 名教學助理，之後每增加 80 名修課學生得增加 1 名教學助理。

審核單位得依教學實際需要及過去教學成效，酌予增減教學助理人數。 
(D) 外文類教學助理： 



修課人數未達 30 人者不配置本類教學助理，達 30 人以上者，原則

上每 30 名修課學生配置 1 名教學助理。審核單位得依教學實際需要及

過去教學成效，酌予增減教學助理人數。 

開授國際遠距課程者，其申請配置之一般性教學助理，不受上述計算

方式所限。原則上修課人數達 15 人以上者，得配置 1 名教學助理。因修課

人數增加而增置之教學助理人數，由教務長核定之。遠距課程所需之攝影

技術人力，由教學發展中心統一調配補助，不屬於本準則之教學助理。 

由所屬單位統一提出申請（簡稱統包式）之課程，於校方核定教學助理

名額及當學期教學助理經費後，得由該單位在補助總金額不變下，依教學助

理工作特質及教學助理助學金規定，彈性調整其助理人數並將調整結果報教

務處備查。 

六、教學助理助學金 

擔任教學助理者，研究生由本校按月致發研究生助學金（其經費來源為邁頂

計畫經費）；大學部學生由本校按月致發助學金，其致發標準及致發方式如下： 

(一) 助學金致發標準 
每一份教學助理之助學金標準，以博士生每月 6000 元至 8000 元；碩士

生每月 4500 元至 6000 元；學士生每月 3000 元至 5000 元為原則。各單位於

獲校方核定教學助理名額及當學期教學助理經費後，得參酌個別教學助理當

學期工作內容與負荷量、擔任本校教學助理資歷、是否曾獲選為本校傑出教

學助理等因素，於前述給付範圍內填報擬核予之標準（一經核定，當學期不

得更動）。但應注意教學助理經費支出總額不得超過校方核定之當學期額度。 

學生同一學期至多擔任 2 份教學助理。若 2 份教學助理屬同一老師同一

課程（班或組者），其每月助學金給付額為單一助理之 1.6 倍。 

(二) 助學金致發方式 
1. 各授課教師於申請教學助理時，請先依上次修課學生人數暫定教學助理

名額。新開授課程請審慎預估可能修課人數，避免因修課人數不如預期

而必須停聘教學助理之情事。教務處於加退選結束後，在核定補助總金

額不增加的原則下，再依實際修課人數核定教學助理名額並核撥其助學

金。 
2. 教學助理助學金之核撥月份，每學年第一學期以開學日至翌年 1 月為原

則；第二學期以開學日至 6 月為原則，惟如於開學日後始參與教學工作

者，應依實際到職日起計發。 
3. 教學助理助學金之起算時間，依每學期經教務處審核通過之簽約日為準

並按月撥付。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數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

金額，以當月全月給付標準除以該月全月之日數計算。 



4. 凡加退選確定後，因實際修課人數高於預估人數而得以增加之教學助理

名額，應於授課教師增加助理後，由教務處按其實際工作開始後之天數

核撥助學金，惟追溯日期不得早於開學後第二週起始日。凡於加退選確

定前已先行任用之教學助理，若因實際修課學生人數低於預估人數以致

必須刪減之名額，所刪減之教學助理請各系所先行設法轉介至其他增加

教學助理名額之相關課程，無法順利轉介者，自加退選確定後一週停止

工作。 
5. 教學助理因加退選人數變動而停止工作者，若服務未滿整月，則按實際

在職日數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金額，以當月給付標準除以該月全月之

日數計算。 
6. 教學助理若因其他因素而必須中途離職者，其離職月份之助學金支給比

照第 5 點規定辦理。其接任者之助學金，按第 3 點計算，兩者之間不得

重複申請支領。 

七、分組討論 

討論課教學助理之分組討論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為使修課學生能深入瞭解授課內容與指定閱讀資料，凡採用討論課教學助

理者，原則上每週均應安排小組時間（開學週、期中考週、期末考週等除

外），每次小組時間以一堂課時間為原則。在授課老師督導下，教學助理應

規劃帶領流程與討論題目，藉由小組間之討論、分享與辯論，激發同學培

養批判思考、自我探索的學習動機。 

(二) 小組討論原則上安排於授課時段之外，其增加之時數得計入課程學分。各

課程總學分數之認定，由授課教師與各系所協商後決定。 

(三) 分組討論所需之場地，可於原授課教室內自行區隔，或利用本校無人使用

之小教室以及其他適合進行討論之空間。如需獲得閒置教室之訊息，並定

期使用該空間，請洽教務處課務組。 

八、講習與培訓 

教學助理應瞭解教學助理制度相關規定，並根據規定執行教學助理工作。 

為協助教學助理瞭解教學助理制度之精神與實踐要點，持續提升教學效能，

擔任教學助理工作者，應達成以下研習要求： 

(一) 凡首次擔任本處補助課程之教學助理，皆應出席教學發展中心於學期初舉

辦之「教學助理認證研習會」，以取得教學助理基本資格認證。未取得基本

資格認證者，即取消其教學助理任用資格，且不致發教學助理助學金。 

(二) 教學助理每學期應參加至少 2 小時由教學發展中心辦理之教學相關課程和

活動，包括教學講座、TA 實務工作坊、教學助理座談會、 E-learning 工作



坊、教學成果發表會、「教學技巧工作坊」國際認證課程、「教與學理念與

實務」學分課程等。學期末未完成最低進修時數要求者，取消再擔任教學

助理之基本資格認證，新學期若要繼續擔任教學助理，應再次參加「教學

助理認證研習會」，重新取得基本資格認證。 

(三) 初次擔任討論課之教學助理於當學期應接受教學發展中心 TA 諮詢員一次

討論課帶領之觀察評析活動，該項活動得由教學發展中心安排於微型教室

進行；評析活動等同於 2 小時 TA 進修時數。教學助理於接獲教學評析報

告書後，得自願性提出後續教學諮詢服務申請，進行更深入的個別諮詢。 

(四) 擔任教學發展中心各項研習活動講者之教學助理，其講授時數可納入當學

期 TA 進修時數計算。 

九、考核與評鑑 

(一) 凡獲補助教學助理經費之課程，應於開學後三週內於 Ceiba 系統上架設課程

網頁，或透過 Ceiba 系統建置個人教學網頁，隨時將課程資訊及其他適合在

網站上展示的文字報告、數位教材、學生作業，以及活動紀錄上網。本處

將對各課程網頁之建置與經營，不定期進行了解與評估。 

(二) 凡獲得補助之課程，請於每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以能體現教

學改進成效及學生回饋意見為主。課程教師和教學助理應參加每年度本處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教學成果發表會。 

(三) 教學助理應詳實記錄工作內容，定期呈報授課教師，同時於期末撰寫教學

助理工作心得報告，並附上進修時數證明資料，一併將前述資料交授課教

師併入學期成果報告書。 

(四) 本處於期中、期末教學意見調查中，對實施教學助理制度之課程加列問卷

題目。調查結果將提供授課教師及教學助理參考，並作為本處於學期結束

後評鑑教學助理表現及選拔傑出教學助理之重要依據。 

(五) 教學助理評鑑值低於 3.5 者，應於接獲通知兩週內，提供可資證明工作內容

相關資料，送本處教學助理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若決議繼續任用者，須

於次學期開學前完成 1 小時個別諮詢，始得任用。決議不再任用者，將不

能繼續擔任任何本處補助課程之教學助理工作至少一學年。停止任用一學

年後，得向教學助理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取消不續用決議之申請，並提具

下列資料： 

1. 停止任用期間參與提升教學知能研習活動至少 8 小時之證明。 

2. 參與研習心得或其他相關書面文件，經委員會同意恢復任用資格者，始

得再次擔任教學助理工作。 

(六) 本處於每學期結束後，根據學期成果報告、教學助理期末教學意見調查、



課程網頁運作情形、實地訪視等，評估受補助課程之實施成效，以作為未

來補助相關課程之參考。 

十、本準則自公告後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