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甄經驗分享專文──逐夢築夢
國文學系 102 級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江庭瑋

回首準備教甄的路，誠惶誠恐，闔眼卻無法熟睡的夜晚不知其數，但總是告訴自己
不要慌，穩健地走，日益進步最重要。
以下，我分成教甄初試、教甄複試二部份，說明準備內容與注意事項。並附上二附
錄，附錄一是讀書計畫表、附錄二是複試口試的問答，供各位參考。
讀書沒有一定的方法，重點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步伐，過程中，難免挫折，但疤痕
的意義，是代表我們曾經勇敢、努力追求的痕跡，也是功夫再更上一層的印記。以下的
分享希望對讀者你有所助益，加油！
一、教甄初試
（一）確定方向：國中？高中？
二者的準備內容大相逕庭，高中部分在教檢過後著重的是專業科目，只有聯招，如：
新北聯招、高雄聯招才考教育科目。而國中在教檢後的各縣市初試都還有教育科目，比
重 40－50%不等，而且，在教甄考試中，教育科目的考題更是細膩，或言刁鑽；畢竟僧
多粥少，要篩出 3%的人選進入複試，題目絕不會如教檢般，都是顯而易見的重點。
因此，一定要決定清楚邁進的方向，做好讀書分配計畫，才不會在茫茫書海中苦讀，
卻無法泊岸。
我在大二就決定了走向國中，因此從大四下的實習、大五教學實習都在國中體系。
實習前確立方向的好處是，在實習過程中，教材的熟悉度會突飛猛進，不會一直站在大
學生的角度思考教材，對於教甄複試有極大幫助，或許認為自己的演示很有深度，講解
的很清楚、很流暢，但演示的重點並不符合學生的需求，這就是所謂的「演示盲點」。
反觀，在實習過程中，觀摩老師們的課堂，想想為何老師特別強調這些重點？為什麼如
此組織教材的順序？哪些重點適合教甄當下演示時發揮？哪些齊備了學生需求與吸引
評審目光（組織、統整能力）？
（二）擬定讀書計畫：
以下是我擬訂計畫的方法：
1.將預定讀完的書目、題本全部列出。
2.切割出大範圍的時間。如：教檢兩週前、第一場教甄初試前。
3.將教育科目、專業科目分開，排定兩科分別的書目、題本順序。確定自己同時兩科
都在進行，無一偏廢，可依自己的讀書習慣調整二科比重。
4.將每一書目、題本訂出完成時間。（見表格）
5.細訂每一章節、每年度題目完成的日期。如：我分配給這本專書一個月的時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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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讀多少？我會在目錄的地方，將每章節前寫上完成的日期。題本也是。
如此，每個小部分都有完成的日期。換句話說，每天早上只要找出今天日期要完成
的內容，確實細讀、檢討題目，在考試前就可以讀完所有預定的內容。
在準備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漫漫長路、不知終點在何方的茫然感受。而讀書計畫告
訴我的就是「不要緊張」，就完成今天預定的分量，還有力氣就超前，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分配好時間了。與其多花心力在緊張、焦慮，不如把握時間專心讀書，充分休息。
另外，讀書計畫的用意是讓自己穩定腳步、有效前行，所以計畫應該是彈性的，我
會再把握兩個重點：
1.星期天不排任何進度：時間難免有不如計畫預定的時候，或許是要準備實習的演示、
或許有其他活動。因此，星期天是一個緩衝時間，把落後的進度補齊。若進度在掌
握中，週日就是休息時間，轉換心情。前題是，自己知道一切在掌握之中，今日雖
然休息，進度還是不落後，所以放鬆得心安理得；相反的，為了掙得一日休假，週
一到周六當然要卯足全力衝刺了。
2.隨時調整計畫：計畫，是在實施後才知道鬆緊如何。排太多、太緊，在試了幾天後
就要調整，從弱勢的先加強，穩定後，再加量。當發現輕輕鬆鬆半天就做完了，就
把一部分往前移吧！
（三）扎實讀書：
1.專書部份：
A.略讀快讀，畫出重點。
B.做題目，找出先前沒找到的重點。
C.自己整理大綱：很多專書都會在章節前附錄大綱，我會將大綱印出來，然後再讀
一次，將重點列點整理到大綱。完成一章節一張筆記。
2.題本部份：
A.每個選項都要找出細節：這個人是誰？哪個學派？有什麼學說？理論的內容是什
麼？有沒有相似的內容需要比較？
B.從筆記翻出的細節要加以標示，將所有資料整理至一本筆記或專書中（分章節）。
自己整理的筆記印象是最深刻的。
C.隨時翻閱筆記複習，考察題目時，順道翻閱前後幾頁，常常可以找出自己混淆的
概念。
D.善用表格整理，歸納比較；諧音可以幫助記憶。
二、教甄複試
（一）教學演示
演示務求順暢，不要急，慢慢講，不是比誰講得多，重點是淺顯易懂。以下是須特
別注意的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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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量：隔壁教室也會有其他演示考生，如果音量不夠大，評審被隔壁的雜訊干擾，
根本聽不清楚眼前的老師在說什麼。
2.眼神：輪流盯著每位評審講述，露出笑容，展現誠意，千萬不要被評審嚴峻的目光
嚇到而不敢交流。在講述間略走近評審也可以。
3.板書與教具：版面力求整齊清楚、粉筆字要夠深、夠大，先將每個演示單元的板書
設計過是必要的，將設計後的板書拍照供參考，教具也是依順序排好，每個單元自
成一個夾鏈袋，再依冊數、單元依序放好，抽到即可上臺。
4.多套的綜合活動：因應當下的時間分配，設計不同時間長度的總結，超時絕對不利。
5.其他面向的融入：上課秩序的管理、大量的正增強、明確的提問（讓不同位置的學
生回答，表示顧及全班學習狀況。）
（二）面試：
1.一分鐘的自我介紹：呈現最特別的經歷，鎖定評審的問題範圍。
2.專業、導師、行政三方面的實例準備：這三個方向，你有過哪些經驗？處理過哪些
問題？與其大談理想與理論，不如用實際的經驗，證明你熟悉教育現場。
3.照實回答：不懂的專有名詞、沒有嘗試過的內容等不熟悉的議題誠實回答，以免評
審細問發現一問三不知。但在答「不會、沒有經驗」後，可以接著說自己的類似經
驗，表示雖然不懂甲，但深懂乙。有時評審想測試的是反應能力，千萬不要驚慌，
保持笑容。
4.個人檔案、學習單的呈現：空說無憑，個人檔案與精華的三折頁就是最好的證據，
可以使用大量的圖片，附上扼要說明，因此實習、教學的點滴都要留下記錄，也能
適時提醒評審自己的經歷是完整的。另外，我有將六冊的每課學習單都做出來，告
訴評審我對教材的熟悉度是足夠的。
以上提供我個人在抗戰之下，理出的重點，然而，唯有實際操作，才知道最適合自
己的方法為何、最迫切改進的是什麼。心力交瘁時，想想走上這條道路的初衷吧！休息
一下，再上緊發條，有效的付出一定會有收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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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附錄一：大五一年讀書計畫、準備歷程

重要日
程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大
五
實
習

1月
2月

3 月 3/9 教師
檢定 前
3/9 教師

以教甄的心態準備教檢
教育科目準備內容
專業科目準備內容
1
大學教程的講義、教科書
出版社整理的教育概論一
套2
西洋教育史(林玉体)3
高中國文常識暨閱
讀精選 A.B 冊(陳
鐵君)【第一次】4

教甄複試(試教、口試)
準備內容
【實習期間】
把握各個機會，交代任
務不是拗實習老師，是
給我們學習的機會。
不懂的就問，該加班就
加班，事情做好，學到
東西最重要。

青少年發展 94-102 教檢
與輔導精要 試題(選擇
(黃德祥)【第 題)6
一次】5
教育綜合科 青少年發展 主題式國語文歷屆
目一本(精簡 與輔導精要 試題解析(楊昕)
版)7
(黃德祥)
【第一次】9
【第二次】8
94-102 教檢問答題 擬答
練習10
教育
各縣 高中國文常識暨閱 翰林版 1-6 冊
94-103

1

師大教程的內容都是精華中的精華，融會觀念的基礎。做題目遇到不懂得回來這裡查，都不需要死背。
我讀的是陳嘉陽７冊一套的《教育概論》
，此為第一次打底，快速讀了就做題目，讀哪一家都沒關係，
讀不懂也很正常，就是告訴自己：「路漫漫，一定要堅持到底。」
3
出版社的教育史多為表格，不知來龍去脈，所以選了《西洋教育史》
，就當故事書看，不用急一天看完，
一天看一些，效果比較好。
4
以國文科而言，常出題的古文篇章都在此了。是厚實文言文基底的關鍵。
5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在教檢中獨立一科，加上我修教程時沒修到這門課、教育綜合科目也只說了一點
點。所以，絕對必要自己補充專書。
6
我會將每一題的每個選項都弄清楚，每份試題都製作成重點筆記，把選項中的概念再延伸。從題目學觀
念。
7
這是從實習夥伴的印來的一份重點整理，大家可以自己找一套精簡的綜合科目（約五百頁）
。詳讀一次
後，檢討題目遇到不懂的就回去翻，再做記號，或將阿摩的相關資料補充進去。
8
我將每章前的架構表放大印出來，在讀第二次的時候，將每章重點整理在架構表上。把「精要」變成
14 頁的「超級精要」。
9
這本書蒐集歷屆教檢、教甄(含國小、國中)、轉學考等國文試題，依主題編列。重點是幾乎每題都附有
詳解，省時方便。
10
問答題佔百分試題中的四十分，練習條列標號呈現重點、正反舉例，記得算好自己作答的時間分配，
計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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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定 後
4月
5月

6 月 103 年第
一場教
甄
(6/7 台
北教甄
初試)

各縣市
教甄教
育科目
試題11

時
事、新
聞(12
年國
教、會
考制
度、作
文、合
作學
習)12

市教
育施
政重
點及
計畫

讀精選 A.B 冊(陳 每課 15 分鐘
鐵君)【第二次】14 教案15
91-103
各縣市
教甄專
業科目
試題16

13

11

主題式
國語文
歷屆試
題解析
(楊昕)
【第二
次】17

個人檔
案18
三折頁
19

翰林版 1-6 冊
學習單20

師培處網站上有整理好的歷屆試題供下載，作法與練習教檢歷屆試題的方法同，一定要將每個選項弄
懂，然後不斷複習。
12
每天花一點時間看教育新聞，在實習中請教學校老師是瞭解現在教育制度最好的方法。也可以想想若
口試時考官要問這些主題，要怎麼回答。(舉實例，不要空談理論)
13
各縣市教育局、處都有每年度的施政計畫，找出來看一次，整理出一份簡要的重點，尤其是計畫的名
稱、內容、口號等的對應。
14
再複習一次文本、字音字形、生難字義、特殊修辭等等。
15
每一課都要寫，一課一張 A4 紙，上半部是板書內容，下半部是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的流
程。依冊別、課次排列，試教時抽到哪一課，準備才有頭緒。
【大四時有組讀書會，花一年時間將翰林板
六冊教案寫了一次，與練習試教。教甄前是統整大三、大四教材教法課程同學的演示資料、大五實習時
的經驗再重新整理一份。也就是說，六冊教案要花的時間很長，要提前準備，教案切入的點才會精彩。】
16
從題目中檢視自己的不足真的很重要，同時也是維持考試做題的手感。
17
複習，找出盲點(讀過以為會了，但其實不會)。
18
實習時做過的活動一定要拍照，以圖文同步呈現的方式說明。
19
三折頁是個人檔案的精華版，用 Micro Office 的 Publisher 編輯效果很不錯。
20
試教或許抽到不好發揮的課文，因此我將六冊教案的學習單做出來，供試教、口試的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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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口試問答

１０３嘉義市教甄國文科

（工作人員宣讀准考證號碼，考生進場）
 考生：委員好，這是我的備審資料與學習單。（到位置坐好）
 委員１：老師你好，請妳一分鐘自我介紹。（兩個委員開始看資料）
 考生：委員好，我是江庭瑋，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之前在師大附中國中部，
與台中市立豐南國中實習，在豐南國中時，坐位在教務處，很紮實地跟隨一學期的
作業，包括考試流程、籌辦研習、頒獎、語文競賽等等，也隨時支援其他處事的活
動，並擔任卓越班導師。另外，我在大四時參加了ＣＷＴ全民中檢的作文批閱教師
招募，在經過訓練及考核後，目前已經擔任一年多的作文批閱教師。我將資料分門

















別類整理在個人檔案中，請委員不吝指教，謝謝。（自我介紹要鎖定委員問題的方
向，這是唯一自己能主導的時候，我鎖定了作文，自己做了詳細的模擬問答）
委員１：老師妳說之前曾在教務處服務，教務處與學生學習有很大的關係，請問妳
有什麼引起學生動機的方法。
考生：學生現今的聯絡簿都有心得欄，常常不知到要寫甚麼，我會找一些與課程有
關的小故事、新聞等等分享給學生，做為他們聯絡簿心得欄的素材，我發現，先讓
學生與課程有一定接觸，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會摸不著頭緒。
委員１：大家都說學生現在的作文能力不好，妳有什麼方式可以引導學生？
考生：對於作文恐懼或能力還稍弱的學生，我不會一開始就給學生命題試作文，而
是利用「縮寫」，就是重點摘要的練習，讓學生知道別人對這個主題有什麼樣的規
畫，如何呈現。再來是「擴寫」，就現有的架構、材料加入細節，完成的文章中就
有自己的風格了。其他部份，比如句詞的修飾，可以利用照樣照句或名言佳句的提
供修飾學生的文章。
委員１：那你對作文批閱有什麼看法？
考生：我會在改完所有學生的文章後，找出一篇大約是３－４級分的文章，直接就
學生的材料進行改寫，不加入新的題材，只就段落安排、辭句更動，將他改寫成６
級分作文，將兩篇同時列出，並附上個段落異動的緣由。我覺的就學生的作文進行
改寫，是從最貼切他們想法的角度出發，學生可以知道，同樣的東西，怎麼寫效果
過會更好，比起學生一堆範文，這樣更能引起共鳴。
委員１：那你用過「ㄆㄧㄥˊ ㄕㄨˋ」試教學嗎？
考生：
（這是什麼？我只想的到房子的坪數）呃！沒有
委員１：真的嗎？妳沒有用過「ㄆㄧㄥˊ ㄕㄨˋ」式？
考生：沒有耶（尷尬了、但一定要鎮定、保持笑容）
（當下想過要不要回答自己懂，
但怕一深入真的不懂就無法回頭了）（換個角度想，委員可能是故意用偏一點的名
詞來試探，也策試了考生的危機處理）
委員１：
「ㄆㄧㄥˊ」是評論的「評」
；
「ㄕㄨˋ」是敘述的「述」
。就是給學生一個
主題，要他們發表看法。



考生：
（原來是這個啊！來不及了）關於評論的部份，我考量到現今國中生對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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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詞不達意，所以我會先培養他們學會說清楚自己的感受，也就是抒情的部份。
比如說：我很開心。是什麼樣的開心？可以用什麼比喻形容？有哪些類似的經驗感
受？之後才能進一步對於事件、主題傳達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也就是說，不能
說我不會，我沒使用過是有理由的）
委員１：妳有遇過特殊狀況學生嗎？
考生：之前有一名情緒障礙的學生，加上學生家長極度寵愛，所以科任老師們對這
名學生的常規、及言行舉止都無法處理，這學生很容易就激動、口出惡言、威脅其
他班同學或老師，但他有一個優點，就是很維護班上的同學。我的方式是，告訴同
學他是我們班的一份子，他對大家也很好，但有時比較激動。用同學在衝突發生的
當下止住這名同學的行為，同學對同學的勸導比老師對學生有用。（現在強調融合

教育、回歸主流，一定要準備）
 委員１：請妳說三點妳是一名優秀教師的條件。
 考生：第一個，我覺得我與學生的師生距離不遙遠，我善於觀察學生的情緒，由其
是早上到校的表情都是最真切的。發現異狀，不會當全班的面問學生，而是利用下
課不經意的聊天。第二個，我不排斥行政工作，在去年的實習中，雖然教務處一直
處於很忙的狀態，但我們有一種團隊的合作精神，各組都相互支援，配合的天衣無
縫，很疲憊但很開心。第三，我覺得我在課程的準備是周延的，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所以樂在其中。
（就是把握導師、行政、專業科目都說到，要謙虛不要心虛）
（終於換人問了）








委員２：妳畢業了嗎？
考生：呃！畢業了
委員１：（提醒委員２）去年畢業的（氣氛頓時輕鬆了起來）
委員２：我看妳把六冊每課的學習單都做出來了，很不簡單，很用心。
考生：謝謝！
委員２：對現在爭議很大的作文成績給分方式，妳有什麼看法？
考生：在全民中檢的批閱中，分成了兩部分，我覺得很不錯。一方面是根據四個不
同的面向：立意取材、結構、文句、錯字標點給分與評語。另一方面是根據每篇作
文，在眉批處給予建議。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可以較全面的掌握文章的各面向。




委員２：所以你不贊成直接給一個成績？（但現行就是如此）
考生：學生收到單一數字的成績，但對評審老師而言，是根據不同面相的綜合給分。
我在改作文時，最後也會呈現一個級分，但對每篇文章一定加註評語，分析優、缺
點。
委員２：那你贊成先給學生架構（方向）再讓他們作文嗎？
考生：現在的題目通常有引導語，我會帶學生看引導語，詢問學生這段告訴你什麼
訊息？它希望你寫些什麼？你有想到什麼可以寫的素材？都讓學生說，我特別注意
自己不舉例，因為學生會猜想老師舉的例子、觀點一定好，便因此被侷限。只對學




生提出的經驗給予簡單的回饋，比如：很不錯、追問要寫什麼細節？
（鈴響

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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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收回個人檔案、學習單，說謝謝，離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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