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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表 

姓名 ○○○ 系級 ○○○○系碩二 

學號 M○○○○○○○○ 
聯絡 

方式 

行動電話：09○○-○○○-○○○ 

e-mail：○○○@ntust.edu.tw 

協助課程
類型：  

■專業課程   □技能課程 

□補教教學   □專題/實習課程 

□通識課程   □其他           

TA 類別 

□討論課程(A 類) 

□實驗課程(B1 類) 

□實習課程(B2 類) 

□一般性課程(C 類) 

本學年擔任助教課程資料 

課號/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MI4204301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羅乃維 

主要工 

作成果 

說明：請您提出協助該課程過程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尤其是代表性的具體成果。 

根據強中弱不同程度學生，調整適合的概念講解方式，使同學對課程內容更有興趣

與學習自信，並有動力進行後續的自我學習，畢竟課程僅短短一學期，未來還是要

靠同學自己摸索。特別關心與追蹤弱勢同學學習進度，因本班學生有身心障礙同

學、外籍生與原住民同學，課程內容的理解力偶爾有部分落後一般同學的情形，盡

量讓同學可以與一般同學站在同一起跑點，達成真平等。針對較複雜的題目，特別

製作講解影片並上傳至 YouTube，供同學複習使用。 

編製生活化又具有挑戰性的課程作業與考題，讓同學體會到學習程式的目的，且程

度較好的同學可以有增加自己分數的空間，達成想要拉高排名的需求。配合老師，

編製 12 份課程範例與課後練習題組，5 份小考試題與 2 份大考試題。 

編號： 

由本中心填寫 



2 
 

 

 

   

 

 

二、擔任教學助理的心得與反思 

撰寫說明：1.心得：擔任教學助理期間，我所學習到的心得。2.反思：擔任教學助理的經

驗，促使我改善學習行為的情形。 

大學時就已經修了2年的Java課程，但因為身為學生、只要做好上課聽講與完成作業考試即可。

不過當了助教後，更需要提前在學期開始前就先規劃好整學期的課程內容分配，並事先製作PPT

簡報與作業考卷內容，對於課程內容需要更完整的融會貫通。加上隨時可能被同學問問題，所

以除了課程內容外也要上網學習更廣泛的內容，如此的壓力對於程式的學習相當有幫助且有效

率。 

 

雖然因為學生數少，助教經費低，被同學嘲笑做了比一般助教更多的事，領的錢卻更少，不過

我始終認為教育是愛心產業，所以不會在意。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曾受到非常多位老師無私奉

優異事蹟

具體詳述 

說明：著重對授課教師與班級學生有實際助益，請舉例說明。 

建立多元化溝通平台，包含 Telegram、LINE、Facebook、E-mail 與特別設計的匿

名平台， 讓同學以自己適應的方式與助教或老師聯絡，降低溝通阻礙。例如有許多

平時不敢發言的同學，選擇使用特別設計的匿名平台進行回饋，當回饋送出助教收

到後，會立即在匿名平台針對這個問題或意見回應與解答。 

彈性的輔導時間，當同學預約希望個別輔導的時段，即使是一大早、晚間或假日，

仍盡可能達成同學需求。 

審核資格：教學助理需參與取得教學助理認證與參與一場教發中心辦理講座 

日期 講座名稱 時數 證明欄(由教發中心核章) 

109.3.13 
台科大 1082TA 研習會 

  

109.3.25 
教學筆記 Teaching Tips(三) 

  

109.4.10 
講的有理，演的精彩做個班經大師 

  

申請學生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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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幫助，老師們不顧自己可能會被同學討厭，仍花費許多心力在教學，即使自己並沒有被規

定比需這麼做。受到這些老師的幫助，使我立志要秉持相同的理念，持續讓這份對於教育的熱

忱愛心流傳下去。 

三、與修課同學回饋意見與交流互動之紀錄 (請盡量檢附，若無則免) 

除了Telegram、LINE、Facebook、E-mail與匿名平台的設計，更將Moodle平台冗餘的文字

重新整理，並依據每週課程進度事先輸入好相關的內容說明，且加入英語說明幫助外籍生理

解。因內容眾多，隨本申請表檢附部分相關資料以供參考。 

四、其他具體佐證資料(請盡量檢附，若無則免) 

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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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 公佈欄 

（僅節錄部分內容） 

 

助教聯絡方式 

嗨！大家好，我是助教○○， 

以下是可以更即時聯絡到我的方式， 

討論問題時也可以比 Email 更方便！ 

Telegram: ○○○ 

LINE: ○○○ 

Facebook: ○○○ 

E-mail: ○○○ 

匿名: https://forms.gle/○○○ 

 

如何用 Java 實做一個簡單的井字遊戲 

嗨！大家好，我是助教○○， 

為了讓同學更能夠瞭解物件導向程式該如何開始構想與撰寫， 

我試著錄製了「井字遊戲」這款物件導向程式的實做過程給大家參考， 

歡迎前往 YouTube 觀賞： 

https://youtu.be/○○○ 

 

物件與類別深入探討 Java 範例程式 

嗨！大家好我是○○助教 

很抱歉在上課操作示範時 

因為中文編碼的問題出了差錯 

在這邊用錄影片的方式重新講解一次 

再請大家參考 YouTube 影片： 

https://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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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評分結果與詳細說明（針對每位同學作答內容提供詳細說明） 

嗨！抱歉讓大家久等了 

期中考評分結果與詳細說明已經完成 

請前往 這個網頁 查看 

若對於分數或說明有疑義 

非常歡迎隨時提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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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回饋平台（  http://gg.gg/○○○  ） 

（僅節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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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對話紀錄 

（僅節錄部分內容） 

2020.03.17 星期二 

23:45 ○○○ ○○○助教您好~~我是

乃維老師班的○○○。有問題想請教

您~ 

2020.03.18 星期三 

13:39 ○○○ 嗨○○○～有什麼問題呢

～ 

13:48 ○○○ 請問做作業時 IDE一定

要使用 netbean嗎？用其他的話會不

會差別很大？ 

13:51 ○○○ 不一定要使用

Netbeans唷，上課以 Netbeans做範

例是因為教室的電腦只有裝 Netbeans

～ 

13:52 ○○○ 其他 IDE可能在操作流

程上會不太一樣，但程式本身不會有

太大差異 

14:18 ○○○ 收到～ 

14:18 ○○○ 謝謝助教 

14:18 ○○○ 貼圖 

14:18 ○○○ 貼圖 

2020.03.23 星期一 

23:21 ○○○ ○○○助教！請問作業

的範例用 Eclipse開起來長這樣是正常

的嗎？ 

 

23:21 ○○○ 圖片 

23:35 ○○○ 不正常(moon cry) 

23:36 ○○○ 

https://ufddsben.pixnet.net/blog/post/

22134936 

23:36 ○○○ 要改一下 encoding 

23:40 ○○○ 貼圖 

23:49 ○○○ 圖片 

23:50 ○○○ 找不到那個網站上指定

更改的東西欸 

2020.03.24 星期二 

00:28 ○○○ general 底下點開來看

看呢 

08:44 ○○○ 好像也沒找到@@ 

09:56 ○○○ 點開 general 長什麼樣

子 

22:54 ○○○ 圖片 

22:55 ○○○ 好像也沒有(emoji) 

23:00 ○○○ 那個 workspace 底下 

23:14 ○○○ 圖片 

23:14 ○○○ 好像沒有齁？版本差

異？ 

23:14 ○○○ 點在 workspace 上面 

23:15 ○○○ 圖片 

23:15 ○○○ 我改成 UTF-8了 

23:15 ○○○ 有了 

23:16 ○○○ 他還說Web下要改 CSS 

Files 

23:16 ○○○ 但我找不到 

23:17 ○○○ 長什麼樣子 

23:17 ○○○ 圖片 

23:17 ○○○ 喔喔這不用 

23:18 ○○○ 那是寫網站才要用到 

23:18 ○○○ 喔喔喔了解~~ 

23:18 ○○○ 謝謝○○○助教！ 

23:19 ○○○ 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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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1 星期六 

13:29 ○○○ 圖片 

13:29 ○○○ 助教~~ 

13:29 ○○○ 我的 eclipse說我的檔

案不存在...但我明明都有存檔 

14:24 ○○○ 太可怕了 

14:24 ○○○ 這可能要現場看 

14:24 ○○○ 你在學校嗎 

14:27 ○○○ 不在耶 

14:27 ○○○ 那可以看一下檔案的位

子 

14:29 ○○○ 不會出現顏色可能是

Java JDK跑掉，檔案不存在可能是路

徑跑掉 

15:32 ○○○ 我之前是把我自己的檔

案整理了一下 

15:32 ○○○ 可能跑掉了 

16:20 ○○○ 對阿 

16:21 ○○○ 好吧我暫時用 netbean

好了 

16:21 ○○○ 可以用 VSCODE 

16:21 ○○○ 大推 

16:21 ○○○ 另一個 ide嗎？ 

16:21 ○○○ 不太算 IDE，算是純編

輯器 

16:22 ○○○ 哦哦 visual stdio喔 

16:22 ○○○ 這我有 

16:22 ○○○ 那個的簡單版 

16:22 ○○○ 我記得 VS可以把 code

轉成別個語言的語法？ 

16:23 ○○○ 那也太厲害 

 

2020.05.28 星期四 

01:04 ○○○ 助教~ 

01:04 ○○○ 圖片 

01:04 ○○○ 我這邊有排序到欸 

01:05 ○○○ 但好像沒有寫進去 

01:24 ○○○ 感覺這裡錯了 

07:57 ○○○ 真的耶 

08:09 ○○○ 阿我知道了，因為上面

是排序字串，所以可以直接用 sort 

排序，但下面變成要排序 contact 物

件，所以他不知道要根據什麼排序 

14:27 ○○○ QQ  

14:36 ○○○ 

https://openhome.cc/Gossip/Java/Com

parableComparator.html 

14:37 ○○○ 這篇寫的好 由淺入深 

14:37 ○○○ 他解釋了 Comparator 

的用法 

18:29 ○○○ okok 

18:29 ○○○ 待我細細研究 

2020.05.29 星期五 

01:28 ○○○ 我用了個好方法 

01:29 ○○○ 在最前面把 HashSet改

成 TreeSet 

01:29 ○○○ 輕鬆排序 

08:23 ○○○ 圖片 

09:24 ○○○ 讚讚 TreeSet跟

TreeMap都是用 key來輕鬆排序 

12:44 ○○○ 就不用查那麼多ㄌ歐耶 

13:45 ○○○ 對欸 之前想的太複雜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