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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教師甄試準備心得 

教育學系 99級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李曉萍 

地理科近年來缺額相對於其他國中考試主科（國文、英文及數學）較少，即便是本科系

出身都得搶破頭，常聽到學長姊說需要花兩、三年才考的上，所以要在這場教甄勝出就得比

別人多下很多倍的苦功！以下分享自己準備兩年的心得（含第一年實習和第二年當代理教師

的經驗） 

壹、 地理科教甄──筆試篇 

一、背景 

(一)臺師大教育系；輔地理系 

(二)考試年資：二年 

二、初試：第一年──101年 

(一)準備方式 

1. 教育 

（1） 讀書&寫考題：讀陳嘉陽三大冊並且寫陳嘉陽的考古題、歷年教檢考題

及 95~101年的教育考古題（我是直接買千華書局出的歷屆試題本，裡

面包括國小、國中、高中的教育試題，但是仍有些疏漏，尚未收錄至試

題本中，另外，個人覺得試題本中詳解寫得不理想，所以錯的題目透過

FB阿摩打卡或相關書籍來解惑）。 

（2） 整理錯題：要懂得整理錯題，遇到類似的題目才能迎刃而解。把同類的

考題整理在一起有一個好處，可以發現自己常錯哪一類型的題目，考前

沒時間看書時就把自己常錯的題目看一看！我是用以下幾個內容區分：

a.課程 b.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中國教育史、西洋教育

史）c.教育測驗評量（統計類）d.各縣市教育政策。 

2. 地理 

（1） 讀書：實習期間準備時以讀高中備課用書和滿分攻略為主。 

（2） 寫考題：寫歷年教甄、學測、指考、奧林匹亞、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題

目。 

（3） 整理錯題：分 a.臺灣地理 b.中國地理 c.區域地理 d.通論地理，並整理

錯的考古題，透過考題的整理，我發現自己對於世界國家的位置概念不

甚清楚，所以從高中課本剪了一張世界全圖，貼在錯的題本上，每次考

試前都複習那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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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試結果 

共考了 5間（新北、九校聯招、南區、桃園、中區），有過 3間初試（新北、九校聯招、

臺南）。 

1. 新北市：通常地理考題相對於其他縣市考題比較簡單，反觀，教育考題考得題

型比較細且難，所以要通過初試一定要把教育科目讀熟。外加上一點考運（猜

運！？ ）。 

2. 九校聯招：只考教育科目。 

3. 臺南：會加考臺南文史。（考前會公布文史題目約 500題） 

4. 桃園：教育科目裡有加考國文，是所有縣市教甄初試中比較特殊的。通常桃園

的教育和地理科目都不會太難，但大家都會敗在「國文」。 

5. 中區：教育科目偏向記憶性考題。 

(三)檢討 

藉由考試清楚自己有那些地方觀念不甚清楚。 

1. 地理加強部份 

（1） 重要觀念釐清（例如：地圖投影、產業群聚等名詞）。 

（2） 全世界各洲各國分布。 

（3） 臺灣地理知識補充。 

（4） 認識世界各國有趣風土民情（課外閱讀）。 

2. 教育加強部份： 

（1） 針對重複錯誤的題目作觀念釐清。 

（2） 教育行政較弱，可以讀專書並作筆記加強。 

（3） 教育專業名詞弄清楚。 

貳、 第二年：當代理並接七年級導師（此篇分享一下當代理接導師的讀書時間分配） 

一、 前情提要：接任導師，在班上學生又狀況連連之下，要如何念書呢？ 

(一)第一年任教就接任導師，所以我的建議是「先求適應再談唸書」 

當導師真的很辛苦，尤其又是菜鳥，很多事不懂，幸好學校老師都很熱心，有問必答！

所以多問資深老師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但也因為很多事不甚熟悉，要比別人花更多時

間去處理，所以在每天下班回家後即使生身體告訴我應該休息，但是理智的告訴我要更努力

讀書，事實的結果：回家直接休息比較實際！ 

(二)轉折點：寒假 

真正唸書其實是利用寒假剩餘的時間去圖書館，雖只有 10幾天，但聊勝於無。另外，也

歸功於自己在實習期間還蠻認真唸書，所以基本底子是有的，念起書來就事半功倍。 

(三)努力念書時期：下學期利用周六、平日晚上念書（週日要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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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3月份開始，我開始每天晚上到圖書館報到（有時候會留在學校處理雜事，但我規定

自己 6點前一定要處理完，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時間），到圖書館後，會先小睡一下，再起來

讀書，雖然可能只念 1至 2個小時，但總比上學期的念書情況好！ 

 P.S.如果當天精神不好，我就會備課和想試教的東西！ 

(四)分科準備 

1. 教育：本身是教育系出身，且在實習那一年相當認真念書（有手抄錯題本），所以

即使今年第一年從事代理教師且接任導師而沒什麼時間準備初試，但是仍憑藉既有

的一些教育底子快速複習最後在考試時拿下基本分數。此外，因為有和同事組讀書

會，而讀書會有一些寫考題的進度，靠這個讀書會督促自己寫了 100~98的考古題和

普考的 101~99考題。 

2. 地理：今年憑藉著代理一年的教學備課經驗（教七、八年級），所以基本上臺灣地

理和中國地理也不用花時間準備，世界地理的部分則是靠著寫考古題，並且把寫錯

的題目之概念再去找出高中備課用書來讀。藉由整理錯題，發現通論地理考得比較

多，所以我今年就沒有再把滿分攻略上、中、下冊細讀，而只讀上冊！另外，也寫

本年度的學測、指考題目，發現自己教了一年地理後，地理變好很多！ 

(五)成果：今年只考了兩間，皆通過初試，且分數一模一樣！ 

1. 臺北市：86分（最低錄取 81分）→今年臺北市加了年資分，一年加 0.5，最高加

2.5，我因為資歷淺，無法加分。 

2. 新北市：86分（最低錄取 86分）→以最低錄取分數僥倖過關，不過後來因為臺北

市當天考當天放榜，已經考上了就沒再去考新北市了！ 

(六)小結 

其實這一年讀書時間不多，且教育考古題只複習了 101~98年，和前年比起來真的沒什麼

時間準備。我後來想想，應該是因為實習那年打下好基礎的緣故，外加上讀書會進度的關係，

逼自己多少念點書。 

所以如果自己沒有甚麼念書動力的話，建議可以組讀書會（不過讀書會夥伴可能要慎選！

否則會淪為形式，或者大家一起打混），雖然有時候真的會很想休息，但一想到不要拖累別

人，就會硬把時間擠出來念書了！ 

以上，是因為我當導師而沒什麼時間準備，而如果只當專任教師，相信又會多出許多時

間可以好好念書！ 

參、 地理科教甄－－試教篇 

一、 前情提要 

(一)檢討實習那年缺失，並組讀書會 



4 

 

第一年實習完後，沒有什麼教學經驗，又沒有認真準備複試試教的東西，所以知道自己

是敗在複試的試教這關，也因為瞭解到自己的弱點，所以當代理教師時便開始組讀書會，每

週練習試教一課（偶爾遇到段考或者學校辦活動，則會停辦幾次）。 

(二)代理學校遇貴人 

今年考過初試後，在這裡要謝謝在學校的地理老師－－林詩瑜老師，她是我平日教學時

的指導老師，且人又很大方的讓我和另一位代理老師去跟課，大概跟了至少半年的課，也學

習到講述地理的技巧還有很重要的情意教學。 

所以當代理教師這一年，我是老師也是學生。在課程內容中有遇到什麼不懂的就臉皮很

厚的去問前輩老師！在想試教時的內容（選課）時，如果遇到問題也都是問老師課程內容中

那一段最好發揮，那一些部分是不好發揮的地方。 

二、 試教 

一、過程＆心得 

有鑑於實習完的那一年，雖然初試過了幾間，但是複試總是敗北，檢討起來後發現是因

為試教這部分較弱，所以擔任代理教師的這一年，有和學校的代理教師組讀書會（不同科），

並且互相練習並給予建議（理想目標：一個禮拜練一課），雖然是不同科，但至少可以看到

教學上的盲點，並且累積板書配置（用全白 26孔紙，把黑板三分，寫板書配置和教學流程，

並把同事給的建議貼在後面），也因為這樣的練習，到了考過了臺北市初試，即使必須在 3

天內準備好六冊（且當時還在上班！），但大致上已經準備完 2/3，所以心情和第一年比起

來也沒有那麼緊張。 

P.S.當初很理想的想要準備出六冊每一課的學習單，可惜平日沒準備，所以到了考試時再準

備也來不及，就這樣直接上場，但建議如果可以的話，還是準備個學習單比較加分！ 

而在代理教師的這一年也是累積人脈的時候，記住，要多多請教學校的老師在教學上該

注意的重點、口試部分也是多請教學校的行政人員。相信只要肯請教，學校老師都會很樂意

幫忙的。 

考過初試後，要請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幫忙看試教，當初請老師們看試教時真的有點出自

己試教的盲點，例如：教太快、講話速度過快、缺乏抑揚頓挫、教學內容該強調哪邊、重點

的重複講述……。 

在此也要特別謝謝訓育組長陳昭麗老師（國文科），給了我許多建議，並且又給了我鼓

勵：批評總是比較簡單的，如果換做是我去考，也不見得會考得比較好。 

P.S.組長平日跟我不熟，我只是考臺北市的前一天去學校練習試教時，剛好看到她在辦公室，

就進去問了她口試的事情，後來她就來幫我看試教了，害我有點不好意思。不過由此可見，

大方的請教老師是正確的。 

三、 考試：抽中覺得比較無趣的中國地形 

(一)引起動機：中國河流流向 



5 

 

(二)發展活動：A.觀察分層設色圖，引導學生發現中國地形特徵（我直接用掛圖）B.講述中

國的三級階梯，直接用教室講臺的階梯舉例說明，並提醒學生很容易搞混的地方：一、

三級階梯弄反！（我覺得這裡是加分的地方，因為講出來評審就知道你瞭解學生的盲點）

C.講述三階梯的影響（這裡我在詢問學生人口最多的地方在那一級階梯時誤講成第一級

階梯！ 結果幸好轉身寫黑板時有發現，趕緊打圓場－－老師剛剛是故意考你們，有沒有

發現這裡真的很容易搞混呢！os：因為連老師都講錯了……，不過這也要歸功平時我和

同事練習試教時，難免會有口誤或筆誤，所以在平日練習時就已經很會打圓場了！） 

(三)總結 

複習今日所教並提問，提醒預習範圍並且扣回引起動機。 

P.S.在這裡我覺得如果有學習單當作業就很好，不過我沒有時間做！所以也就只好口頭

交代作業了！ 

四、 試教迷思澄清與建議 

(一)教多不如教好一個小概念 

(二)聽說完全不能用掛圖：不見得，因為我就用了兩張……不過我認為區域地理是一定得畫

圖，但通論地理就要視章節情況而定。但如果能不用就不用，因為相信有修過教材教法

的大家都被提醒不能用掛圖，但學校老師提醒，該用的時候還是得用，比如我抽中的這

一課，我之前在讀書會時有練習過，當時我就是自己動手畫，但教出來覺得超級混亂！ 後

來老師提醒我這一課一定得用掛圖，因為這一課一定要教出如何引導學生觀察並導出結

論，分層設色圖用版圖畫不能清楚表達，所以一定要用掛圖！（除非你強大到連分層設

色圖都自己事先畫好了） 

(三)練習時間不足時，挑難教的或自己沒把握的來練習：這個部份雖然會被批評到自己很難

過，但換個角度想，如果連自己沒把握教的都練得起來，那簡單的就不用怕了。不過心

理素質真的要夠強，因為會覺得自己真的教的很爛。但不管，就是厚臉皮的一直練習就

對了！ 

(四)準備時間不足可以一魚多吃，教同一個概念：如熱帶栽培業，可運用於八下東南亞、九

上中南美洲、九下非洲，不過這裡要注意即使教同一個概念，但教的層次要有不同！因

為已經教過，所以得把重點放在不同部分！ 

以上，是試教的準備心得，其實就是盡量把自己的缺點修正到最小，多多請教，並祈禱

上天給你一支想教的籤吧！有時候考上的人也不是最厲害的，但是至少曾經努力過。 

肆、 地理科教甄－－口試篇 

一、前情提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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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求學期間參與的活動經驗相當豐富，再加上今年又有導師經驗，所以口試對我而言

是相當簡單，也沒有什麼練習，在考前一兩天，自己是利用中午午休看孩子午睡時，想過一

些問題並列點出來，很草率地寫在本子上。 

也因為不擔心口試，所以我口試是在很放鬆地與評審聊天的狀態下進行，而且根據後來

的 T分數來看，我是贏在口試成績，試教成績反而只是中等。不過在這裡可以分享幾個口試

應該注意的點： 

(一)要努力的將自己推銷出去：這是學校教學組長講的，不要害羞，大方地把自己的優

點在不經意中講到，引誘評審去問，這樣就成功了。 

(二)三折頁和個人檔案要記得凸顯自己的優點（如果是重點就把顏色變鮮明），不過我

自己也沒有做得很好，但因為也來不及改，所以就拿去口試現場了。事後證明口試

時談吐比資料更重要。 

(三)學校生教組長分享學生問題處理 SOP：確認事實（寫陳述書）→輔導→通知家長。 

P.S.因為我自己班上狀況蠻多的，所以如果問到，對我而言也是輕而易舉。 

(四)切勿犯二分法錯誤：如重視品德，成績是其次（X）→品德是建立良好學習基礎的第

一步，有良好品德後才能用心學習（O）！ 

二、實際口試 

(一)102年臺北市口試：攜帶了三折頁、個人檔案、地理立體書、學生地圖作品、一本

聯絡簿。 

1. 自介一分鐘：講名字、學歷、強調自己為什麼想當老師（從高中「推甄」入師大教

育系、到研究所考課程所這些例子去說明），在說到這些時，有看到評審點頭。接

著講自己在大學參加過的活動（腳踏車環島、史懷哲計畫、交換生經驗）。 

P.S.有沒有注意到我都默默地把自己的優點隱藏於其中，引誘評審來問呢！ 

2. 為什麼選擇地理當輔系：喜歡旅行，分享旅行中生活的點點滴滴給學生，並要學生

從生活中觀察到課本上所學的概念，例如：地圖、臺灣地理……（順便說自己很愛

在旅行時買東西，並且把一本立體地理書拿出來當範例，評審都順利地被立體書吸

引了，三位評審都瞪大了眼睛看並且點頭）。 

3. 請問你的教育理念？最重視的是什麼？：品德與禮貌，並說現在家長比較不像以前

家長著重威權式教育，也因此家長和學生很像朋友，有時候學生會忘記分際，所以

到了學校有可能就會沒大沒小，這是在家裡養成的，到了學校我最重視這點，所以

會特別跟學生強調。 

4. 為什麼選擇屏東實習後又到臺北代理，考上臺北後會不會有適應上的問題？：家鄉

是屏東，回家鄉實習，到臺北當代理是覺得資源多，之後也有研究所考量（已考到）；

因為是讀臺師大，且又在國外生活過一年，今年又在新北市當代理，顯示出自己到

哪都能適應，當然無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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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遇到像我（評審）一樣難搞的家長，只重視成績，怎麼辦？：搬出在代理學校的經

驗，說明也是有很多家長很重視成績，說明這很好，學習就是要家長和老師一起幫

助孩子學習才可進步！ 

6. 看到你的檔案中提到生命教育，為什麼重視生命教育？：搬出在代理學校的經驗（之

前班上有女同學因為人際關係想自殺並說明我為什麼重視並且如何處理。 

P.S.當時還有議員直接找到輔導主任那，幸好處理妥當，程序無錯誤，班上也

有小天使願意幫忙）。 

7. 教學中是否有用到活化教學或者學習共同體？試舉例：把護貝好的學生作品拿出來

展示，並說明如何進行。 

8. 請用一句話告訴我們為什麼要錄取你？說明代理這年遇到許多狀況，但我仍然在這

裡，就代表了自己無比的決心！（眼神堅定看評審） 

事後，評審還祝我考試順利，我就很開心地離開考場了。事後也靠口試成績順利考上臺

北市！ 

而以下是第一年考新北市被問的題目與回答，其他九校聯招和臺南問的題目有點忘了，

只記得九校聯招問了很當地的題目；臺南問了教學實際現場遇到的學生狀況時該如何處理！ 

(二)101年新北市口試 

1. 自介：同上述。 

2. 地理教學時間不足，該如何解決？：說明地理不僅止於在地理課上 45分鐘，而是延

伸到生活中，利用課堂所教，要學生去細細觀察自己生活周遭生活環境。 

3. 已經有考上研究所，會先去讀研究所 or當老師？直接說還可以休學 2年，且會先當

老師，因為考量學校運作情況加上課程所需要有實際教學經驗後再去研讀比較適合，

可以將教學和研究互相結合，並且用於學生身上！ 

4. 只能保留兩年該如何取捨？：如果學校人力不足，而真的無法去讀，可以選擇重考。 

5. 覺得自己教育雙主修地理輔系的背景，有何優勢？有何劣勢？ 

（1） 優：可以關心到更多面向。（心理、行政……） 

（2） 劣：地理專業，但可以靠後天補強。 

6. 芬蘭經驗如何用在教學？ 

（1） 觀察到芬蘭給予教育的資源多，臺灣可以多學習。 

（2） 芬蘭的戶外教學經驗可以用在地理教學上。 

（3） 芬蘭的教育方式……。 

三、總結 

教甄其實是檢視自己的一場考試，要有很堅強的心理素質，並且努力正向思考！之前聽

過學長姐分享教甄的準備其實從大學就開始，自己後來想想也是，因為口試就是大學四年參

與的活動和代理的經驗。所以好好珍惜自己的經驗，這樣才能顯示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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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口試題目其實大同小異，但要整理出自己的一套教學信念，別一味模仿別人，因為每個

人都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和歷練，沒有正確的答案，但要呈現真誠的自己就是。要相信自己就

是最棒的（有時候催眠自己是必要的），期許大家都能順利上榜，心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