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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教育】

台湾大学教学发展理念对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启示*
刘晓谷 郑小伟 周岳君 余王琴 来伟栋 刘琉 来平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通过对台湾大学进行访学，感受到两校在教学发展中的差异，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将培养人
（教师、学生）作为核心目标，通过教师专业成长与精进教学效能的滚动结合运作体系；坚持教学助理品管制
度、未来教师学习计划，使教师、学生得到自身发展。我校应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展长期的基础教学培训，
从培养未来中医名师的高度去培育中医教师；同时，充分利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推广学生助教制度，促
进教师、学生在高校的平台中共同发展，真正实现中医类教师、学生的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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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简称“台大”
）成立于 1928 年，目前已

体系主要分两部分，首先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培训，其

120 个研究所，2009 年在世界公认五大最具影响力

师集合起来，协助教学发展中心，通过社群方式，对

发展成立 11 个学院、3 个专业学院，含 54 个学系、
的全球性大学“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95 名，

次是精进教学效能的培训。前者是指将现有杰出教
新进教师进行技能、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类似

2014 年前进至 76 名，其中 10 个领域名列全球前 50， “师带徒”培养模式。后者是指在教学工坊（ISW，
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台大教学发展中心于
2006 年 5 月 1 日成立，历经发展已 11 年，笔者有幸在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中，由专业培训师指导
下向所有教师推广翻转课堂以及教学辅助工具，使

台大进行访学，感受到两校对教学发展的思路有很

其迅速提升基本的教学技能。简单来说，这个运作

大差异，
因此介绍台大教师发展中心的规划和经验，

体系是“师带徒”与专业培训师相结合的培训体系，

对我校教师发展中心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其本质是对知识和方法双管齐下的训练体系。

一个地区性大学能取得目前的成绩，这与台大

以我校教学现状为例，无论基础课还是临床课

教学发展中心的历年努力分不开。台大教学发展中

教师常面临专业知识点太多、授课时间不够的窘境，

心将培养人（教师、学生）作为核心目标，
下设教师发

结合现代学生的交流特质 [1]，几乎所有教师都认为

展组、教学科技组、学习促进组、规划研究组、创新教

单纯讲授知识点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且讲授的知识

学组。在这 5 个组别中，最有特色的是两点：①教师

专业成长与精进教学效能的滚动结合运作体系，②

点过少对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不利，从表面上看来
这是教师授课时知识点多少的问题，但其本质其实

坚持教学助理品管制度、未来教师学习计划，使中心

是教学方法、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点平衡的复杂难

服务的对象由仅限教师扩展到教师与学生共同培

题，使用滚动结合运作体系可为解决这个难题打破

养，
通过各种方法因材施教，
最终达到培养目标。

僵局。

1 教师专业成长与精进教学效能的滚动结合运作
体系
教师专业成长与精进教学效能的滚动结合运作

首先，教师们通过“师带徒”模式掌握教授内容
中所有的知识点、教学技能，同时，通过专业培训师
教会教师使用教学辅助工具、使用互动式学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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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翻转课堂、PBL 教学法等，在一定时间内，提升基

互动、教学自信与表达等小专题。期间优秀助教展

自身特点，形成独一无二的教学风格。在这个过程

的课堂角色进行熟练教学，
“培养对教学有热忱的未

本的教学技能，最后促使教师将这些方法集合专业、

示让我体会到，有经验的 TA 可以部分代替专职教师

中，
一旦某种切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如参与式学习、互

来教师”成为切实可行的事，以
“学生为本”不再是一

动式学习、翻转课堂等被有效表达、传递，这个教学

句口号。

方法所承载的任何知识点都有可能成为激发、鼓动

3 对教学发展中心的启示

学生兴趣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从不了解到渴望了解，

对比台大教师发展中心的优势，是对我校教师

从不知道想不想学习到想学习，这个原动力是坚持

发展中心有启示的。首先，
我校教师学历普遍较高，

有效的课堂学习、坚持课后有效自学的根源。因此，

对专业的理解很深，但其教学能力由导师的榜样示

无论是新、老教师，知识点的掌握固然重要，用独特

范和个人实践摸索与反思组成，缺乏有效的教学手

的方法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是至关重要，方法用

段，出现了
“大学教师在学科知识方面站在巨人的肩

的好，
不仅可平衡知识点取舍带来的留白空间，
给学

膀上，而在教学知识方面则站在地面上”[2-3]的窘境，

生自学、内化的机会，还可以增添老师的授课魅力，

长此以往，对未来中医类人才的培养是非常不利

让学生体验课堂时念念不忘，正如 JIM HENSON 曾

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校组织开展了新教师培训、教

说过
“多年后，
孩子们常常忘记你教了什么而记住了

学技能培训、教学竞赛为主活动，虽在短期内改善了

你是个好老师”
。

基础教学，但普及面还不够广、不够深入，若一直停

2 坚持教学助理管理制度、未来教师学习计划

留在在教师比赛层面，忽略真实的教师专业发展需

台大从 1995 学年起，教师发展组正式实施教学

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简称 TA）管理制度，历经 12

求，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相比台大的举措来看，他们的工作并不侧重在

年，
逐步发展的内容包括：办理教学助理多元进修方

教学竞赛，而是将每位有需求的教师作为长期发展

案，
鼓励教学助理自主学习，
提升讨论教学助理带领

对象，不仅利用专业资深教师进行教师的专业课培

成效，办理教学助理评鉴与奖励等。这其实和我校

训，还结合专业培训师来实现教师的自我成长。专

新进教师学习计划十分类似，但台大把培养时间提
前到从研究生阶段甚至本科高年级阶段，按专业方
向（目前分为讨论课教学助理、实验/实习课教学助
理、一般性教学助理、外文类教学助理、体育类教学

助理等 5 类）培养对教学有热忱的学生，通过主动参

与教学，成为该专业的未来教师。这个制度一经实

施，吸引了每学期 700 人次以上的教学助理前来应

业培训是指参加过教学工坊 ISW、FDW（facilitator

development workshop）等专业培训并取得资质的培
训师，这和教师本身这个角色是不同的，他们有丰富
改善教学质量的经验，是教学技术、评价研究、课程
和教育评估、多元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可
以从教学方法、技能、思路引导等方面对各阶层教师
面临的问题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并提出可行性建

聘，
培养了大量对教学有热忱的未来教师，
对推动整

议、方法、技巧。在教师培养中引入专业培训师的方

个地区的教育水平起到不可估量的人才效应。

法，在很多发达国家教学发展机构中属于发展计划

教学发展中心依靠完整的教学助理管理制度和

的重要环节，比如密歇根大学教学研究中心[4]、斯坦

未来教师学习计划，从教学助理应聘开始，到培训、

福大学教学研究中心[5]等。而教师参与度高和教师

实践、沟通、修改、再实践，以及后续的考核、评估、奖

同辈对改善教学的积极支持，是教师发展机构取得

惩等一系列过程，培养了“具有专业知识、行政事务

成功的经验法则之一 [6]，因此我校教发中心未来的

能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反思成长中遇到的问

工作重点应该从教学竞赛转移到长期的基础教学培

题，进行自我实践训练”的学生，笔者有幸参加了

训中，以真正实现中医类教师的自我成长。

2017 年度第 2 学期学生助教认证研习会议，在会议

其次，目前我校教育发展中心培养对象主要是

中学生们明确了 TA 制度、责任，并参与了相应专业

教师，和台大教学发展中心的
“教师、学生”定位有很

的培训课程，授课的是前几届优秀的学生助教，
授课

大不同，一旦把学生排除在教师发展之外，
“以学生

的内容涉及讨论课引导与设计、实验课带领与经营、

为本”的教学理念执行过程中就或多或少会出现偏

实习课演练与解题、教学协助工作要领、语文课教学

差 [7]。因此，我校教师发展中心应充分利用大学生

与辅导、体育课带领与演示、网络运用及管理、课堂

的主观能动性，推广学生助教制度，促进教师、学生

设计与教学技巧、提问与应答之道、班级经营与学生

在高校的平台中共同发展。这不仅能真正体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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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本”，让学生自我成长，还能尽早培养那些对
中医教学有热忱的学生。长远来看，这种中医教学
的传承对中医药高等教育有利，也为继续培养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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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velopment idea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revelation to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Xiao-gu, ZHENG Xiao-wei, ZHOU Yue-jun, YU Wang-qin, LAI Wei-dong, LIU Liu, LAI Ping-fan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Abstract: The academic visi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s fou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development. With the core goal of
cultivating pers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uns its

system by the motional combina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high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and future study plans for teachers are helpful to the self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drawing some enlightenment, our university shall actively start long-term

basic teaching training, cultivating TCM teachers from the height of future TCM masters. Meanwhil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should be fully developed, and student assistants system is promoted for boosting the mutu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ruly fulfilling their self-growth.

Key words: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teaching mode of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system of teaching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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