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還有狀況，就表示還有希望！
英語所 103 級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張修榕
開學至今將邁入第三個月，每天早上走進班上數著是否每個孩子都到齊了、
看著他們可愛的專注神情，仍然會懷疑這一切是夢嗎？準備考試不為人知的心酸
血淚，就是為了要遇見你們每一個人啊。好值得！
我於去年初（103 年）完成論文、英教所畢業、結束實習，考過教檢後，反
骨的血液本不願直接踏入教職，去業界短暫玩了一下；但過沒幾個月又臨時改變
心意，只剩下少數的代理缺額，所以嚴格來說今年（104 年）是我第一次加入教
甄戰局。覺得自己大概是把未來十年的運氣都給用完了，才能在第一年的考季尾
巴選填到了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不用離鄉背井就完成了畢生的最大夢想──為養
我、育我的家鄉盡心盡力。曾在交大土地公面前發誓，考上了老師之後要把受到
的幫助擴大給更多的後進，希望透過這篇心得分享幫助師大的學弟妹和我一樣完
成教育之夢。
一、筆試準備
（一）蒐集高手心得
各位大前輩的心得完全是我的精神糧食呀！這個像論文一樣，在網路上看過
只是浮光掠影，我將各方經驗分享蒐集完後印成厚厚一疊，用紅筆畫重點、挑出
對自己有用或需要的，也可在旁寫下自己的靈感一現，這樣才會變成你的！每當
覺得迷惘不安，我就會拿出來重讀，告訴自己一點也不孤單，強者都是這樣過來
的，我也要努力加入眾神殿。
（二）幸福的背單字
許多人或許會馬上聯想到 GRE 那本可怕的紅寶書，但我買來以後讀了第一面
之後就放棄了，實在是太難啃啦：就算無法逐一根據英文解釋來理解單字，我也
必須要看到例句、知道這個字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用，這樣我才會有安全感–
像買衣服之前絕對要試穿過啊！相較之下，我認為 1100 Words You Need to Know
是很好的入門，透過短篇文章閱讀來認識新字真是開心多了；每天 5 個字、配合
下方題型練習增強印象，例句也都很美，學起來用在作文裡一舉兩得。除此之外，
吳帆先生所著作之《TOEFL GRE 字彙贏家》雖然是按照字母順序排列，不過可以
搭配 1100 使用做為複習，例句也寫的非常棒，不時還會穿插有趣故事。另外，
大多數人也不會錯過《字彙的力量》！在我心中它是單字界的聖經，按照難度排
列成 10 個回合，一樣有題目檢視自己吸收狀況，作者 Elster 是個很有個性的人，
念完這本書會覺得英文好棒好有趣哦！每次想到要來念《字彙的力量》心頭總是
不禁湧起一陣興奮快感，很期待。最後有本類小說（？）Vocabulary Builder–
它將單字以字根字首的方式排列，學了這麼多年的英文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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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這麼多關係！這本書將許多相似字的差異說的超級清楚，很可惜我沒有念
完，因為正當我愛上它的時候考季就咻開始了。我相信它留在身邊，將來教學的
日子仍然會派上用場。
我私自認為背單字沒有什麼撇步，說到底就是一個「真心交朋友」的概念，
坊間流傳的口訣、聯想法只是徒增記憶負載。這就和鍛鍊肌肉一樣：每天都做一
點絕對遠勝過偶而做很多，只要願意付出時間跟他相處，他就不會虧待你。我的
做法是每天複習 X 個舊的+增加 X 個新的，X 變數可依自己情況而定，剛開始撞
牆期我的 X 到 20 就覺得很了不起了，到了後期（也就是把三本重點單字書都讀
過一遍）我的 X 可以拉到 50。大原則就是「昨天學的今天再看一次，今天學的
明天再看一次」。
（三）進入複試之前就開始備課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眾家課本要齊！英文科最常見的就是三民、龍騰以及遠東
兩版，要不到就去書局買吧，總比考前才怨自己省錢的好。準備的順序似乎真的
是三四、五六、一二冊較佳：第三四冊最常考，而第五六冊不只字難文章又長，
也牽涉許多複雜的歷史背景科技知識及偉人故事，有了前面的基礎第一二冊準備
起來就很快了。
二、三月時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備課、寫簡案，全新的一課幾乎要備上兩
小時（錯誤示範）。誠心建議大家先準備一課就好，一課就好了！頂多再打個逐
字稿、想好黑板要寫哪些東西、計時，就差不多可以出發拜託江湖界的高手前輩
們幫忙看了，別害羞！走出去！平時獨自悶著頭寫簡案，給了好多人看我才知道
有這麼多地方可以改，我的慘痛經驗是三民版第四冊總共 12 課我足足寫了三次
簡案才定案，這個姐姐有練過，不要學啊。
拿獨招來說，真的沒在管你平常有多忙，幾乎都是兩周前公布簡章、禮拜一
筆試、禮拜三晚上公布複試名單、禮拜六一大早就要你去試教，不是沒範圍就是
兩套全冊，怎麼可能準備的完？當然就是看你夏天（非考季）有沒有未雨綢繆，
儲存糧食好過冬（考季）囉！除非你參加考試的目的只是在通過筆試（不會吧？）
，
要不然就乖乖的一個禮拜備完一本，並且一課最好別花超過半小時。
或許，你會想說「初試都不知道過不過的了，花時間備課、覺得自己會上複
試真的好嗎?」當然好啊！你都不相信自己了誰要相信你？我今年考下來許多學
校的 essay 就是要你寫教學計畫、簡案、設計學習單、或是把課本裡的某篇課文
縮寫／改寫，平時不備課真的非常可惜。
（四）考古題練習
很多學校不會公開非選題目、只公開選擇題，不過也沒辦法了，我印了過去
三年各校英文科考題。建議一週寫一至三份，實際測時、算分、檢討，把不會的
單字抄到筆記本上，前面大家都有難熬的撞牆期，一直查一直抄一直查一直抄，
你一定會有記起來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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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屬於你的魔法書
承上說到的筆記本，我將它分成單字、佳句、essay 材料、以及考試時我真
正遇到的 essay 題目四個部分。我是一個非常喜歡背美句的人，進考場前的零碎
時間我都在讀從單字書上抄來的句子，看久就不知不覺記起來了，等到適合的機
會就派上用場！而 essay 材料我分成「聽活動」
、
「讀／寫活動」
、
「閱讀測驗題型」
、
「正夯教學法」（像是 literature circles, flipped classroom,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或是如果你喜歡 reader’s theater 也可以想好
要用上時哪些東西可寫），還有你想開的特色課程（featured course）；寫個大
概關鍵字就好，暫時拋棄文法束縛吧。最後，不要以為考完就沒事了！栽在同樣
的題目手裡會搥心肝啊，即使考試的當下傻眼了，事後一定要好好上網找資料，
想如果這題再出來了你要怎麼辦才好。
（六）別把自己關起來
我當初不知哪來的勇氣與決心，訂了一年份的 TIME，兩個禮拜就飛來一本，
我沒有乖乖讀完，最多規定自己每本挑兩篇喜歡的文章來讀；TIME 的用詞優美
不用說，還可以讓你的全球資訊保持在最前線。記得李光耀總理在三月底過世時，
我真的很想好好了解這個人，就徹底把 TIME 報導他的訃聞給讀完了，很開心很
滿足，比起網頁還是紙本有真實感。變身為考生後我一度有想要把 Facebook 帳
號暫時關閉的衝動，但總覺得與外界斷絕聯繫不太好，所以我就逼自己連用
Facebook 也要讀一點英文。除了 TIME 之外我推薦大家可以去追蹤 The Guardian
跟 The Huffington Post，偶而讀讀實用性高的文章，覺得念英文很美好。
如果覺得自己快不行了，就出去走走吸收芬多精吧！玩個一兩天會讓你產生
罪惡感，接下來讀書就會很有勁哈哈！此外運動非常重要，平時若不好好儲備打
仗的體力，路上隨便一個陌生人的噴嚏可能就對考試致命；即使再忙再累，我也
不准自己放棄練習瑜珈的習慣。
（七）讀書計畫／時間管理
管時間就跟管錢一樣，即使入不敷出也要知道錢／時間是怎麼花掉的！沒有
如願達成計畫沒關係，但要確定自己每天都有在做事。基本上就是固定三班底在
輪，每人兩天內至少上場一次：考古題、單字（背新的+複習舊的）
、備課、其他
的英文閱讀做為精神糧食。
二、複試準備
我真心認為全世界的面試都是一場緣分的遊戲，不管你是要挑進來當學生、
員工、工作夥伴、男／女朋友、媳婦或是女婿。而「感覺」的成分可能包括了儀
容、外貌、談吐氣質、自信魅力、觀念契合度、當場應變能力……雖然這些無法
完美成立一名好老師的充分條件，但確實無法經由白紙黑字測驗出來；我想，這
就是許多學校的最後成績比重完全不包括筆試的原因吧！即使「感覺」是一個很
模糊的概念，應該還是有很多方法能讓你感覺起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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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夾／三摺頁
擔心之前考代理時做的三摺頁拿來考教甄太不正式了，建議最晚三月底就要
完成這項任務。除了封面及目錄之外，我將資料夾的內容分成：履歷、自傳、教
學理念、教學檔案、證書附錄。不論是資料夾還是三摺頁，切記把握的大原則就
是「讓圖片說話，以文字輔佐」「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抓到重點」而最理想的情況
是「引導讀者發問、占領主場優勢」。把「你經由
學到了什麼？你以後再
遇到
會怎麼做？」清楚條列出來即可，評審沒有太多時間細細閱讀。再說
一次：心誠則靈！跟準備試教一樣，不要覺得自己沒有這一天！等到複試通知出
來了，你絕對沒有時間做美工，只能草草包裝自己，拿給評審時還覺得有點不好
意思。能事先準備的東西就提早開始，做到最好！
（二）服裝
以方便活動、輕薄舒適為主，襯衫可紮進去再拉一點點出來，就算手舉高寫
版書也不會走位。另外黑皮鞋穿起來真的整個氣勢不一樣啊！複試有時從報到、
抽籤、考完口試、考完試教就是一整天的心靈折磨，平常若沒有穿跟鞋的習慣建
議選擇沒什麼存在感的低跟鞋，別讓自己累壞了。上個淡妝可讓你看起來更霸氣。
別忘記帶個外套，許多考場宛如電影院一樣開冷氣不用錢。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什麼可以穿、什麼不可以穿，無袖？長洋裝？花紋還是素
色？但一定要在「正式／莊重」與「隨性／休閒」之間擇一的話，當然是「太正
式」比「太隨性」的好。前者絕對是風險較低的投資。
（三）試教
這 15 分鐘通常就是決定你能不能出線的關鍵了，教完後通常會再加碼 5 分
鐘的專業問答，大部分是關於試教的內容（如：為什麼要這樣教？用心智圖有什
麼好處？妳真的用過差異化教學嗎？成效如何？如果你剛才問問題都沒有人自
願回答怎麼辦？），英文問英文答。承接在筆試篇中所說，備課宛如一個生態循
環、並不是黑白分明的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等到進入下面所述「拜託前輩幫看」
步驟、大修小修之後，備課模板已大致底定（可分成敘述文、故事、詩三類），
就可以放心套入各課，準備那些你要假裝是「臨場」的材料。我覺得自己超級幸
運，第一個就找上了我實習的指導老師 Katherine，那時我剛得知第一間學校就
過了筆試，知道再不鼓起勇氣練習就不行了；老師超有耐心跟我聊了一個下午，
說她期待現在的試教可以跳出傳統「課文-單字-文法」的窠臼，在這之前我從來
沒想過翻轉和差異化不該只是應付作文考試而已。回家後我崩潰爆哭了一個晚上，
之前自以為備完的四冊辛苦好像全白費了，好無助，都已經四月中旬了：現在從
頭來過真的來得及嗎？哭了之後覺得自己抗壓性有夠差，怎麼這麼無法控制情緒，
這樣的人格適合當老師嗎？還自暴自棄地放話說我今年都不考了，準備明年再戰。
後來也忘記是如何打起精神的，擦乾眼淚看 Katherine 與我分享的學習單有了點
靈感，找 DI 的書來看，再上網找一點翻轉的資料，很多事果然是做了就沒想像
中那麼難，到頭來都是想像力在嚇自己，屢試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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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練習我以三民第四冊為目標，敘述文、故事、詩三類文體各挑了一篇來
打逐字稿，因為我是個過於樂觀相信自己的人，很多東西只是寫幾個關鍵字就幻
想能湊成完美的句子，非得要強迫自己打逐字稿才會發現很多忽略的細節，連過
門都沒想好。練習時間感非常重要，我考試時都不敢低頭看手錶，因為實在太緊
張了。如果有黑板練習最好，沒有的話就把逐字稿設定在 12 分鐘之內講完，之
後就可以試著漸漸拿掉，對著課本講一遍，並清楚知道黑板上什麼時候會寫哪些
東西。最重要的是課文，一定要跟課文超熟超熟，全國聯招前兩星期我把考試範
圍（第四冊）幾乎讀了五遍，連洗澡、坐車、練瑜珈都在默背那一段講到哪些我
要寫的東西以及順序，考驗自己是不是能夠不靠筆記跟課本就把版書寫出來。
我沒有參加讀書會，只能一直厚臉皮的拜託實習學校跟代課學校的前輩們幫
我看，還有我超厲害的高中及研究所同學。等到真的進複試就來不及了，越早開
始練習越好。禮貌的細節別忽略哦！到後期你會得到非常多建議，無須全盤接受，
要把握住自己的主體，記住不是毫無條件地一味模仿，穩住、別慌了手腳。
除了請別人看試教之外，我是一個害羞內向自信心也很脆弱的人，只要聽到
自己經由機器發出的聲音就會覺得噁心不舒服想尖叫，更別說看自己在台上教書
的模樣了；但參加完第二場複試之後，覺得遇到了瓶頸，怎樣就是找不到突破點，
只好使出大絕，再可怕也要豁出去，實在是太想今年就考上了啊！當我鼓起勇氣
看著影片中的自己，居然有一種神奇的超脫感，就是像靈魂出竅：「啊，原來這
就是別人眼中的我啊！」自己看到跟別人看到的東西絕對不一樣。絕對要把自己
錄起來，好好地看個兩三遍。或許錄影的機會不是很常有，錄音比起來應該簡單
得多，一般手機都有語音備忘的功能。看著碼表練習不但可以訓練時間敏感度（知
道差不多過了多久、或是哪個部分可以截短哪個部分可以再加長），也能琢磨聲
音表情的表達，以為自己有高低起伏的語調聽起來是否與想像中相同。
知道自己有不好的地方，反而卻有自信了起來；因為我不僅知道別人看我是什麼
樣子，我還知道要怎麼改進、越變越好哦！
（四）口試
類型大致可分為「教學實務」
「班級經營」
「行政工作」三類，每參加完一間
複試我就會趕快把題目憑記憶寫下來，回想自己剛才答的好不好、如果下次再遇
到了能如何表現更出色。隨便舉幾個例子，教學上遇過最大的挑戰以及如何克服、
帶語資班、教寫作、指導演講／朗讀／寫作比賽、自認教學風格、學生學習成就
／動機低落；班經就很廣了，遲到上課睡覺整潔比賽秩序比賽出現班對或是被男
學生愛慕；行政不免俗的就是問你願意接行政嗎？覺得自己最久可以做幾年？自
認適合哪個職位？以上這些上網或翻書都一定有許多解答，但我想最好的答案還
是要出自於你。想想自己有什麼優勢、在哪方面經驗豐富，也可援引實例佐證，
像是「以前曾經有學生……我就是使用這個辦法……結果出奇的好。」所有論點
一定是要以尊重學生、不怕吃苦、願意接受挑戰不斷學習為前提（而且不是說謊
敷衍當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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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時可別想到什麼講什麼，寧可安靜看著地板思考三秒鐘再開始也無妨。
由橫切面來說，遇到學生問題可分成「班級經營」（當下的反應與處理）與「事
後輔導」（補救、防止類似情形再次發生）來作答；由縱切面來說，遇到論述問
題可分成「我認為可分成 A 和 B。就 A 而言……就 B 而言……」就是寫作文那一
套。
三、最後……全部的你
你有問過自己為什麼想當老師嗎？教甄不到百分之一的錄取率、考試傷心傷
身傷荷包，你沒有打算退縮嗎？說真的老師不是一個多爽的工作，薪水只能說還
過得去，備課累得要死，每天六點起床，沒有排休，不准遲到，更不准生病！應
付學生還不夠、還有學校與家長方面壓力……你我這麼辛苦爭取這份工作，為的
就是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啊。我自認非常幸福，實習與代課都遇到了非常可愛貼心
的學生，是他們讓我願意堅持下去不肯放棄，謝謝你們，武陵與壽山的小朋友：）
以一萬個小時法則為例，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註定要失敗 50 次才會成功，那麼每
失敗一次就代表離成功又靠近了一步；這就好像在等公車，大家要去的地方不一
樣，有人的公車一下就來了，有人的公車開到比較塞車的路段所以來的比較慢。
先慢並不代表好壞，就算今年沒考上我也不會怎麼樣，沒考上就去代理啊，代理
有什麼不好？觀察許多獨招上榜的強者，不少都是在名校代理了兩三年，磨練出
真本事，這個位置就是他的，非常合理，我輸得心服口服。再說，人生也不一定
要當老師啊，世界那麼大，那麼多不是老師的人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認為回饋機制也非常的重要，手機裡的便條存著許多我告訴自己「等考完
我就要來實現的夢想」，我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哦！我想學畫畫，繼續跳舞，
認真把日文念好，學做菜，認真經營網誌，一個人在週間下午去看電影，追兩部
劇，買哈利波特原文全集……每當我覺得快撐不下去了，看看這些遠景就是支持
我繼續咬緊牙關的力量。
那麼，準備好要成為一個老師了嗎？準備考試的這一年，累到心灰意冷會詰
問自己「真的行嗎？我夠格陪伴這些小朋友一起長大嗎？我在他們的人生路上算
什麼？」，就連在分發結束之後這樣不確定的感覺也會浮現，甚至更為強烈。之
前讀完一本關於人際溝通的書，我更認定自己是一個害羞內向不擅表達的人：走
在路上看到不是很熟的人我都要鼓起非常大的勇氣才敢主動打招呼，極度害怕在
團體中成為焦點，最好大家都不要看我，上台講話根本是要了我的命，如果可以
用寫的我絕對不會用嘴巴說；但一興奮起來講話又會批啦啪啦變超快，根本不管
別人有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可是，我還是好想要當老師啊！什麼都阻擋不了我。
升上研究所後，我把自己逼到絕路，去報名了全國英文演講比賽訓練咬字清晰跟
台風膽子，去尼泊爾砍樹做志工磨練外地求生的本能（結果認識了超多超酷的朋
友），去星巴克打工面對各式各樣的客人（特別有一些「情緒比較敏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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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應變能力，因為當老師說到底就是一個服務業啊！想加入空服業也只是想在最
短的時間內旅遊世界，這樣我才能說很多很多的故事給小朋友聽。
之前備課時，讀到遠東版的課本中收錄了 Samuel Ullman 的文章，我好喜歡，
將幾句話存在手機中時常拿出來看，也想與大家分享：
“You are as young as your self-confidence, as old as your fears; as
young as your hope, as old as your despair.”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如果你真心的想完成一個夢想，整個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公車說不定
就快到了！再撐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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