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反應問卷(期中、末) 
http://cdtl.stut.edu.tw/teaching%5Ffeedback/  
請評估您目前的感受是否與句中所描述一致。請由 1 至 5 給

分，分數越大表示句中所描述的情形與目前您的感受符合。 
 

一、研討課程問卷 
啟迪 1. 利用有趣的問題來引發學習。 
 2. 會讓學生分享知識與意見。 
 3. 鼓勵學生發問、討論。 
 4. 鼓勵學生嘗試新的想法。 
資訊 5. 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理解。 
 6. 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7. 提供學生課外參考資料及相關資訊。 
 8. 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度。 
互動 9. 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10. 課堂外時間與學生有良好的溝通。 
 11. 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12. 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鼓舞 13. 學生有良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14. 時時關心及鼓勵學生。 
 15. 會適時提供學生未來發展的方向。 
 16. 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印象 17. 教學認真具有熱忱。 
 18. 處事公正，不偏私。 
 19. 友善對待學生，和學生相處融洽。 
 20. 不任意發脾氣，傾聽學生的意見。 
 
 

二、實驗實習課程問卷 
啟迪 1. 鼓勵學生發問、討論。 
 2. 啟發學生對課程產生更大興趣。 
 3. 利用有趣的問題來引發學習。 
 4. 鼓勵學生嘗試新的想法。 
資訊 5. 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6. 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理解。 
 7. 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度。 
 8. 會提醒學生學習上常犯的錯誤。 
互動 9. 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10. 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11. 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12. 課堂外時間與學生有良好的溝通。 
鼓舞 13. 學生有良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14. 時時關心及鼓勵學生。 
 15. 會適時提供學生未來發展的方向。 
 16. 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印象 17. 教學認真具有熱忱。 
 18. 處事公正，不偏私。 
 19. 不任意發脾氣，傾聽學生的意見。 
 20. 友善對待學生，和學生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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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課程問卷 
啟迪 1. 啟發學生對課程產生更大興趣。 
 2. 激發學生進一步的延伸學習。 
 3. 鼓勵學生發問、討論。 
 4. 會讓學生分享知識與意見。 
資訊 5. 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度。 
 6. 會提醒學生學習上常犯的錯誤。 
 7. 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理解。 
 8. 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互動 9. 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10. 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11. 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12. 課堂外時間與學生有良好的溝通。 
鼓舞 13. 學生有良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14. 時時關心及鼓勵學生。 
 15. 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16. 以新鮮有趣事物活動，維持學生注意力。 
印象 17. 教學認真具有熱忱。 
 18. 友善對待學生，和學生相處融洽。 
 19. 處事公正，不偏私。 
 20. 尊重學生，上課氣氛良好。 
 

四、一般講授課程問卷 
啟迪 1. 鼓勵學生發問、討論。 
 2. 會讓學生分享知識與意見。 
 3. 啟發學生對課程產生更大興趣。 
 4. 利用有趣的問題來引發學習。 
資訊 5. 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理解。 
 6. 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7. 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度。 
 8. 提供學生豐富清晰的講義教材。 
互動 9. 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10. 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11. 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12. 確實批改學生作業考卷，給予評講。 
鼓舞 13. 學生有良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14. 時時關心及鼓勵學生。 
 15. 會適時提供學生未來發展的方向。 
 16. 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印象 17. 教學認真具有熱忱。 
 18. 處事公正，不偏私。 
 19. 友善對待學生，和學生相處融洽。 
 20. 不任意發脾氣，傾聽學生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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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作設計課程問卷 
啟迪 1. 鼓勵學生發問、討論。 
 2. 啟發學生對課程產生更大興趣。 
 3. 會讓學生分享知識與意見。 
 4. 激發學生進一步的延伸學習。 
資訊 5. 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6. 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理解。 
 7. 會提醒學生學習上常犯的錯誤。 
 8. 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度。 
互動 9. 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10. 確實批改學生作業考卷，給予評講。 
 11. 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12. 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鼓舞 13. 學生有良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14. 時時關心及鼓勵學生。 
 15. 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16. 會適時提供學生未來發展的方向。 
印象 17. 教學認真具有熱忱。 
 18. 處事公正，不偏私。 
 19. 尊重學生，上課氣氛良好。 
 20. 友善對待學生，和學生相處融洽。 
 
 
 

六、全程英文課程問卷 
啟迪 1. The instructor encouraged class discussion. 
 2. Have students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opinions. 
 3. Us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or example to inspire students to learn. 
 4. Encourage students to creat new ideas. 
資訊 5. Explain clearly to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sson topic. 
 6. Adjust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gress depended on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7. Informs the class of the goal(s) or objective(s) for lesson. 
 8. Offer students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realated information. 
互動 9. The teacher will notice students learning responses. 
 10. Care students of different abilities and teach in an appropriate way. 
 11. The teacher would correct students homework, tests and offer useful comments. 
 12. The teacher would offer constructive response toward students' reflection. 
鼓舞 13. Always take care and courage students. 
 14. Keep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hrough new and interesting subjects or activities. 
 15. Offers praise, rewards to students in class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16. To attract students participate the lessons with interesting activities. 
印象 17. The instructor treated students with respect and maintained an atmosphere of good feeling in the class. 
 18. To deal with things in fair. 
 19. Be friendly toward students. 
 20. Is obviously enthusiastic and earnest about lesson topics while teaching in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