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當老師!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1 級
臺北市立誠正國民中學 林怡璇
壹、 前言
有幸應屆考取臺北市真的很激動與感動，其實教甄沒有你想像中的難，尤其這幾年
大開缺，真的要好好把握！只要你堅定意志，並且相信你就是天生要當老師的料，靠著
努力與堅持，成為正式老師並不難。
貳、 大五實習
如果你是選擇高中實習，之後卻想要考國中的人，那你就要小心了！以健教科為例，
國高中的教師證書尚未合併，所以你必須要加科登記才有辦法拿到高中教師證書，但通
常作業都需要很長的時間，而有些縣市規定一定要有國中教師證書才可以報名複試，嚴
格規定不能簽切結書！像我就遇過幾個例子，因此無法考新北市複試，這的確是慘痛的
經驗。
建議大家實習前多打聽，選一個你喜歡的指導老師，我當初沒有打聽好，只因為「迷
信」在福和國中實習的人都會考上，不過看來好像是真的。但如果沒有中意的老師也沒
關係，我就是個很好的例子，靠著自己尋求援助也可以考上。
暑假一定要好好把握，只有這段空白期間是你可以好好讀書的日子，相信我，九月
以後你很少有機會讀書了……。就算有時間，也會去備課或做教具，趁著暑假就快點唸
書，我讀的是「陳嘉揚上冊」
，教大家一個祕訣，現在唸書是為了考試，可以從題本下手，
再去畫書本裡的重點，因為「考題才可以告訴你重點在哪裡！」開學後，行政也許很忙，
但有時間就做阿摩線上測驗，也可以與實習老師組讀書會，我是覺得每個禮拜約一次檢
討教甄題目還不錯，剛開始會很挫敗，因為你會覺得這題目也太變態，尤其是新北市，
每年大概都是最難的，但寫久了以後，你就習慣了，再配合唸書，你會漸漸覺得可以接
受了，而且會有成就感。我會建議，九月開始就認真實習，活在當下，好好把握導師、
教學、行政的機會，因為這一生只有一次特別的半年實習，備課同時，就做教具，我是
狂做！實習學校也有很好的資源，例如：護貝機、印表機等等，趁這個時間好好利用，
累積一堆下來，以免下半年沒有時間做，我是屬於未雨綢繆型的人，但這樣也比較安心，
而教具建議大家護貝，這麼辛苦做教具，雖然是為了教甄，但也是為了以後教學使用，
請好好保存。
再來，有時間就狂拍照，以後可以留做檔案用，雖然現在檔案不太重要，但你就當
作留個回憶也好。
教學實習部分，依你的能力做選擇，我當時是跟老師要了七八年級，各三個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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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末縮減成七年級兩個班，最好把上課錄影下來，事後可以檢討，能跟老師討論最好，
但因為我的老師很 Free，所以我是請實習同事給我意見，這都是 OK 的！再來，不一定
要逼自己都用教具上課，其實可以自行調配，因為有些課真的用電腦上比較好玩，每上
一個單元，可以想一下之後教甄怎麼上，那 15 分鐘是要最精華的東西，這麼部分可以先
思考一下，免得考前很慌張。
如果時間許可，可以參加研習，或許在教學上會有不一樣的思維，而且在教學實習
上也有計算研習時數，我當時並沒有參加很多研習，覺得有點可惜，但可以自己衡量。
參、 教檢
也許你會很緊張，很怕實習都沒唸書，教檢沒過怎麼辦？相信每個人都會遇到這種
問題，我也一樣，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只要你有唸書，不是很混的，都會過的！」
尤其是我們臺師大的學生，教育界的龍頭，我相信都有一定的水準，所以不要害怕！老
實告訴你，我實習期間幾乎沒有唸書，所以請你放心實習吧。
以下我是針對要考教甄的人：請把教檢當教甄唸！請記住我這句話，不然可能會來
不及。我真正認真唸書是到 1 月才開始，書單的話，看個人選擇，每個人的習慣不同，
我分享我主要唸的書單：
一、陳嘉揚上中下冊(加題本)
二、艾育教甄通關寶典（什麼都有，我教檢手寫題是唸他，但他教檢那本內容蠻少的）
三、戴帥主題式（適合需要幫你整理每個重點的人唸）
四、張春興教育心理學（必讀聖經，但我是到後期才翻他）
五、黃德祥青少年發展（必讀聖經，可以先唸精簡版再唸詳細板，它無敵重要，一定要
看！）
六、輔導部分，可以參考修慧蘭的一本諮商與心理治療，很完整。
七、教育圓夢網出版的題目本，有詳解，很好用。
八、教育法規書（陳嘉揚有）
九、搶救國文大作戰
請記得，把教檢當教甄唸，狂寫題目，因為他一定會有考古題出現，如果你剛好有
做過，那就可以偷笑了。阿摩冠軍賽也可以參加，你可以看看你排在第幾名，給自己一
個激勵。
教檢簡答題部分，這個沒辦法，只能要求自己觀念清楚，然後背一些萬用的句子，
我有發現教檢簡答題跟高普考會有類似，如果想練習可以參考，格式要熟悉，字的美醜
是其次，但一定要整齊，最好包括前言、主要內容、結語，其實前言就只是把題目換句
話說而已。
國文的話，唸搶救國文大作戰就可以，平時的國文底子也很重要，像我國文不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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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錯了七題，好在今年作文題目很簡單。特別注意的是，作文答案卷千萬不要寫反，也
不用抄題目，雖然這些事情殺傷力不大，但考完你會提心吊膽，所以眼睛要張大一點！
考完後，不要浪費時間，這段時間你可以放鬆一下，然後開始想教案、做教具、教
育檔案、三折頁，不要擔心過不過的問題，要相信自己一定過，我就是因為太焦慮，所
以那段時間浪費很久，真的浪費很久，那段時間我都唸不下書，一直看影片（拜託不要
學我！）
肆、 教甄
首先，一定要先了解各縣市考的科目及配分比例，抓出自己的優勢去準備，以下我
以健教科目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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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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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口試採題

專業科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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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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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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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佔 40％

初試佔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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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二上

二上

口試 20％

分析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除了北區以外，其他都是採聯盟模式，什麼是聯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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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試都採用同一份考卷，同一天考，因此你只能選一個地方考，像是中區聯盟就包括
新竹、苗栗、臺中、彰化、雲林，南區聯盟則包括嘉義、高雄、臺南、屏東，如果你教
育強但專業弱，就適合考南區，如果你不想口試，就選高雄，想口試卻懶得做檔案，就
選臺南，而中區適合筆試很強但不想做教具的人，桃園則是國文好的人吃香！
有人會問下學期要不要去兼課？我的回答是：看你！不一定要去兼課，兼課只是為
了讓你熟悉教學現場，不要脫離那種感覺，也可以逼自己備課、做教具，但以我個人而
言，就算我不上課，也不會怯場，兼課反而讓我自己壓力更大，兩邊可能都做不好，所
以我選擇當全職考生，在家裡唸書，因為沒有進複試，你什麼都沒有！就算你再會教，
評審都不會知道，這樣你懂了吧？
老實說，我下學期沒有很認真唸書，我都在寫題目，從 92─101 的題目我都寫，連
國小我也寫，高中也有少部分，不會的題目就把他抄在筆記本上，重複的就用不同顏色
的筆畫線，線越多，代表他超重要，考很多次，也可能是你一直都寫錯的。雖然教育加
專業科目抄下來，筆記本會很厚，不過，考前就是讀這本就對了。我相信你在考前也唸
不下書，那就看筆記本吧！還有，時事超級重要，考前要瀏覽網站，尤其是臺北市，很
喜歡考他們的政策，像是校長觀課之類的，考前再看就好了，太早看會忘記，法規也是，
考前把法規讀一次，注意數字，像是教師法、教育基本法，這些都超級無敵重要啊！以
新北市今年考題而言，健教專業科目考非常多有關法規數字題！書單部分，我是唸國中
高中備課用書、大學時期的健康行為科學與流行病學。
全職考生的人，除了讀書和寫題目以外，建議你可以去看別人上課，不管是資深老
師還是剛考上的老師，都可以去看，這時候就低聲下氣的拜託別人吧，只要你有誠意，
相信他們都很願意幫助你的。我是有同時看資深老師跟去年應屆考上的學姊上課，兩種
不同的感覺，你可以參考他們的上法，然後轉化成自己的東西，這有一個好處，就是當
你想不到教案時，可以參考別人怎麼上，也可以熟悉學生的反應，這對沒有兼課的人來
說是個很棒的選擇。
建議每個單元的教具可以用一個夾鏈袋分裝，這樣真的很方便，考前也只要抽起那
單元的東西就好，不用再東翻西找，找不到的話，考前會更慌，也可做個萬用教具，就
是不管哪個單元一定要用到他的那種。還有，請你一定要累積人脈，這非常重要，一個
人做教具絕對很慢，雖然我從暑假就開始累積，但還是不夠，請你的好朋友幫你一起做，
再好好答謝人家。
考試時，臺北市是可以自選版本，看各人喜好，我是選用康軒，總共 46 個單元左右，
老實說，考全六冊真的很嚇人，可以約三五好友一起想教案，但缺點是抽到同一單元很
尷尬，這就要看個人造化了，反正每個人的教學風格不同！重點是，以你能熟悉的內容
為主，別人的教案不一定適合你！你可以組個試教團，請老師來看，這樣會比較安心，
而我是沒有，我只有考前排過教具順序而已。考試時間：臺北市 15 分鐘，新北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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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其他縣市請大家看簡章，但國中大概都是 10－15 分鐘，試教重點不能教錯！千萬不
能教錯，否則就拜拜，通常都是 80－90 分之間。個人特色很重要，像我抽到很普通的單
元，也無法很多變，所以我就抓 1－2 個重點，再搭配班經、板書、教具，用很活潑開朗
的方式呈現，請你要有自信，這一點非常重要。我想一個老師如果沒有自信的話，看起
來就有點不專業，像我就是一臉「我要當老師」的感覺，這個舞臺就是我的，大家都在
看我表演，請記住：教甄就是一場戲，可以誇張一點，表情豐富一點，反正自導自演，
一切都是由你決定，放不開的人，你就想：用這 15 分鐘換得一輩子幸福，值不值得？當
然很值得啊！還有，保持鎮定跟臨場反應非常重要，當我進教室時，我忘記帶學習單進
去，因為緊張又講蠻快的，當我要講學習單時，才發現我根本沒帶進來！但你又不可能
出去拿，我只好假裝我有發給學生，反正我都還記得學習單的內容，就鎮定的讓評審以
為你本來就是要這樣的樣子；還有，考前一天整理教具時，我才發現有東西不見了，根
本來不及重印，所以試教前 15 分鐘，應變能力超重要，反正你就是要生出來，然後用幽
默的方式解釋，我很誠實，但評審有笑。其實評審都是需要被娛樂的，所以當他笑的時
候，成功應該離你不遠了！而且你也會信心倍增，慌張就表現在心裡就好，不要讓他們
發現，然後繼續上課，至於，需不需要特別的立體教具？這個不一定，懶惰的話，其實
圖片字卡就可以了，所以我想，適合你就好，人格特質才是重點！
口試部分，其實臺北市好像都是預定好的，所以就算他有翻教育檔案跟三折頁，他
還是會問預設好的題目……，所以檔案有沒有無所謂，但如果你放心不下，你就做 20 頁
以下就夠了，這樣還算太多。相信我，薄薄的就好了，你覺得評審十秒內可以看多少？
當然就是照片跟很大的文字！記得放側標，看起來比較貼心一點。口試時有三位評審，
人都很好，不用害怕，像我平常口試不怎樣，所以很害怕，但進到教室以後，我就整個
自信來了，而且他們問的問題，即使我沒有刻意準備，我還是回答出來！我沒有很做作，
就是很誠懇的做自己，然後給他們一種「我要當老師」的感覺，即使他們反駁你也不要
怕，也許他們是想看你怎麼應變，如果你會慌，就找人練習吧！記住，誠懇最重要！至
於檔案的內容不多贅述，就放最能代表你的東西吧！獎狀不是很重要，我打聽的結果是，
不少人沒有獎狀，經歷很平淡，還是一樣考上，而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如果可以，多參
加比賽，增加自己的經歷也是很好的。
服裝部分，也許有人會告訴你，穿低跟的鞋，但這沒有絕對，其實平底就可以了。
這樣反而讓自己更自在，重點是不會影響你教學最重要！有人會穿連身洋裝搭配小外套，
我選擇穿舒適的襯衫跟及膝裙子，綁公主頭，戴個簡單的小耳環，可以畫個淡妝，這樣
會讓你看起來更有精神。至於服裝顏色，有人會說粉色系列看起來比較有親和力，但也
不是絕對，因為我就穿銀色的衣服，所以可以多多打聽，自己斟酌囉。
伍、 推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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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大家幾個考教甄時常用到的網站，可以把他加入「我的最愛」！
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二、阿摩線上測驗
三、1111 教職網
四、PTT 實習教師版
五、教育圓夢網
陸、 結語
大家都說教甄是個窄門，錄取率超級低，但它並非不可能啊！只要你對教學有熱忱，
就去追夢吧！還有，不要期待自己是個幸運的人，不是每個人都有考運，像我就是一個
例子，我都是平常努力型的，但在教甄時就抽到算簡單的單元，可以有讓我好好發揮的
空間，平常口試時，我也很弱，但當天我就回答出來了。我相信，是你的就會是你的，
只要你有心，就不要放棄，有人考了 11 年才考上，這絕對很振奮人心對吧？相信自己一
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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