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齊努力、無縫接軌進入校園工作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4 級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何岫容
在讀書會夥伴督促下，第一年考教甄、無縫接軌進入校園工作，一切覺得很幸運很幸福，1/31
論文口試通過也結束了實習，從 5/9 到臺中參加全國高中聯招筆試之後，一連串參加了多場筆試和複
試，以下從（1）參加概況、行程檢討及注意事項（2）考試類型及重點、（3）筆試及複試檢討、（4）
書目及讀書會進度來分析。
104 教甄參加概況
高中報名：

全國高中聯招、新北市高中聯招

高中進入複試：

新北市高中聯招

國中報名縣市：

臺北市、新北市、新北 10 校聯招、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新竹縣（未考）

國中進入複試：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未考複試）

考試結果：

考取臺中市國中
（臺北市備取、臺中市正取、桃園市備取）
104 日程先後順序

1. 筆試：
全國高中聯招（5/9）->新北高中聯招->臺北市國中聯招->新北市（6/13）->新北 10 校聯招（7/1）
->臺中市（7/6）->桃園市（7/7）->高雄市（7/8）
2. 複試：
新北高中聯招（5/31）->新北市國中聯招（6/27）->臺北市（6/28）->臺中市（7/11）->桃園市（7/14）
3.當初害怕搞混做的 7 月行事曆：

日程檢討及注意事項
1. 由於幾場筆試連在一起非常密集（北中南區 7/6~8 連 3 天），舟車勞頓可能使人生理勞累導致思
考力下降，故可能要先規劃好如何節省體力，不要吝於詢問朋友一起分擔車費或住宿費。
2. 從行事曆當中可以看出七月的行程「非常非常非常忙碌」
，但這些都是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會發
生的。尤其是可以看到 7/8 當天去考高雄複試，在早上 9 點公佈桃園複試名單、10 點公布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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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名單，下午桃園又馬不停蹄馬上進行複試報名到隔天中午而已（但同一天也是臺中市開始
進行複試報名）
，實在令人感到緊急而窘迫。這時候就需要各地親朋好友的協助，也要先推演好
自己的證件交付順序。
3. 6/28 臺北市複試是我第一場教學試教，我從 6/14 才開始做道具，時間太晚了，如果重新安排，
我會選擇從 3 月份考完教檢就開始做道具和演練試教，並開始寫每一個單元的教案，畢竟臺北
市考的是 1~6 冊較大的範圍，需要更早以前就開始演練複試。在未進入複試之前，每個人都不
太敢說自己一定會進入複試，但我一定要說，及早演練更好，可以提早暗示自己、增加進入的
決心，更可以熟悉教學流程而更有自信。

一、高中經驗分享
104 筆試計分類型&重點
全國高中聯招：

20 題選擇題+5 題申論題

諮商心理師考古題、諮商理論、
高中學校輔導工作、學生輔導法

新北高中聯招：

80 題教育+40 題輔導，皆選擇題

教育：新北市當年度教育重點（例如實驗
教育三法、學習共同體、教學平臺）

（一）考試結果檢討：
全國高中聯招：

差 2 分未進複試

新北高中聯招：

進入複試 （皮皮剉），結果……byebye

檢討：

全國高中聯招筆試檢討
1. 全國聯招筆試採申論題，平時除背誦及猜題外，應加強手寫速度
2. 需熟看 Corey 諮商理論最新版（近年常考家族治療及後現代學派，例如 104
年考了不常見的「有色人種女性主義」相關概念、迂迴聯盟、米蘭團體、女
性主義的重新框架與其他相似概念分辨）
3. 需熟記與高中相關的輔導法規（例如考題中出現「學生輔導法開始實習的年
度為何?」過去也曾出現過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施年度和月份為何）
新北高中聯招複試檢討
1. 新北高中聯招應該是筆試中最容易進入複試的考試了，因為這一年好像採取
12 倍率，也就是缺額 4 人，可以有 48 個人進入複試。
2. 面試時，安定最重要：
俗語說得好，
「第一次面試恐怖，第二次面試驚險，第三次面試刺激，第四次
面試駕輕就熟」。新北高中聯招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口試面試，真的是嚇破膽，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另一方面卻非常感謝這次經驗，有了一次經
驗，就越來越不害怕了，其實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勝任，真的為重要。
項目

高中輔導科書目

內容
1. 諮商理論（Corey）雙葉書廊。
2. 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
3. 花蓮縣諮商輔導中心自殺防治 SOP 手冊。
4. 教育部輔導計畫電子叢書（網路沉癮、性別平等、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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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市教育局季刊
6. 諮商心理師考古題
報名注意事項

1. 複試報名須現場報名，證件需整理妥當、避免補件。畢業證書需正本。
2. 複試報名新北市聯招採取先選校再面試。

二、國中教甄經驗分享
104 國中筆試計分類型&重點
縣市

類型

筆試出題重點

臺北：

40 題教育（選擇）+
輔導 20 題選擇、1 申論（3 小題）

1. 注重臺北教育局當年政策及相關新的教育理
論（例如亮點計畫）
2. 輔導申論題考概念化、策略、評估策略效度

新北（專輔） 4 題輔導申論題

與社工合作、家庭評估、家庭聯合晤談

（報考兼輔則是 100 題教育+50 題輔
導）
新北 10 校： 3 題輔導申論題

專輔工作內容、與社工合作、隔代教養、新北
10 校區域特色、對學生有意義的學校

臺中（專輔） 50 題教育+50 題輔導
（兼輔相同科目、複試加考試教）

1.統計與測驗、教育心理學較其他縣市佔更多比
例

桃園：

50 題教育（含 25 題國文）+50 題輔 1. 教育：考古題多，難度易。但國文教教檢程
導
度難。

高雄：

100 題教育+50 題輔導

1.104 教育、輔導各含多題特教
2.教育類科較其他縣市注重教育社會學及教育
哲學
3.輔導科偏重法規及通報細則

（一）複試檢討：
考試結果
新北市（無）

檢討
1. 空椅諮商演練需熟練、自然。
2. 面對投直球的面試官須鎮靜鎮靜再鎮靜。從容自信就對了。（當時就是覺得被
嚇到了…）

臺北市（備取） 1. 試教時間流程掌控（只有 10 分鐘，重點來不及呈現即時間到）及咬字可能不
夠清楚及明確。
2. 諮商演練為面臨家暴個案，面試老師看的似乎是有沒有讓顧及到學生的安全和
情緒，讓學生感受到可以信賴及依靠、又如何面對學生給的考驗。（需鎮靜安
定、不隨意給承諾）（臺北市個案類型為統一，報到即發給）
臺中市（正取） 104 只考諮商演練，但聲音可能過小。
（抽到類型為煩惱家人要離婚而想要自殺的個案）
桃園市（備取） 1. 國文錯了 13 題，筆試成績過低勉強進入複試，但筆試佔了 60%。不能輕忽國
文，還是須腳踏實地複習高中程度的國學、字音及中國文學史。
2. 試教的重點沒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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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國中輔導科書目

1.諮商理論（corey）雙葉書廊。
2.輔導原理與實務（黃政昌等，2012）
3.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案例彙編
4.花蓮縣諮商輔導中心自殺防治 SOP 手冊。
5.搶救心理創傷：從危機現場到心靈重建（黃龍杰，2008/張老師）
6.學校社會工作理念及實務（林勝義，2007/學富）
7.諮商理論與技術（黃德祥、魏麗敏/五南）
8.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黃德祥/五南）
9.國中專任輔導教師的實務挑戰與生存指南（PDF）
10.諮商與輔導記憶的吐司（程薇/志光）

國中教育科書目

1.
2.
3.
4.

教師哲學：哲學中的教師圖像（五南）
西洋教育史（林玉体/三民）
教育甄選 5000 題（歐文&高明/志光）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高才訣學（高明/志光）

5. 新北市教育局季刊
其他

1. 教檢後天天上阿摩做個 100~300 題考古題（4/1~6/11）
（95~103 年的考古題）
2. 抄寫錯題的題目與正確答案

三、讀書會進度檢討及結論
很感謝讀書會的夥伴子毓找我加入讀書會，不然可能我就會在趕論文進度中無法如期地進行複試
的準備和演練，感謝子毓及所有貴人。也很感謝系上舉辦試教及面試演練，讓我們及早在 9 月做好三
摺頁草稿，之後可以一直修改，也是一個越來越了解個人特色的精進旅程。
如果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地按照進度一步一腳印，一定會有豐碩的果實。因為論文進度落後，考
完教檢後我才能開始好好深入的認真的研讀教育科目，老實說真的非常擔心自己能夠通過初試進入複
試嗎?幸好有阿摩可以讓我天天測試自己當前的學習是否可能拿到進入複試的門票。
讀書會成員分別考取苗栗縣及桃園市的高中，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金門縣及高雄市的國中，感
到非常高興，好感謝大家一起使用雲端分享進度、教材及資料，也一起演練諮商與回饋。
時間

讀書會進度/個人進度

103 年 7 月

1. 討論讀書會聚會時間及討論內容〈決定暑期寫完教檢 96~103 考古題並
討論）
2. 日夜進行論文前三章!

103 年 8 月

1.討論教檢考古題
2.討論購買教育類科相關書籍、考古題

103 年 9 月~104 年 2 月

1. 一個月討論一次教檢考題疑問
2. 如火如荼修改論文中/口試通過

104 年 3 月~5 月

1. 一個月討論 1~2 次高中申論考古題、分享申論題資源
2. 群組進行輔導科單元活動 15 分鐘教案設計
3. 4 月中開始天天做 100~300 題考古題、抄一次題目與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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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 月

1. 單元教案設計及教具製作、三摺頁修改
2. 每週進行 3 次以上試教演練給讀書會成員看、各自找實習學校的老師
及主任進行試教及口試演練。
3. 每天找讀書會成員或親友演練諮商（題目含家暴、人際、霸凌、親子
衝突、離婚子女適應、網路沉癮、自傷、生涯、性議題等）

104 年 7 月

1.6/28 臺北市落榜，讀書會戰友們又開始緊張的寫考古題了!!!一個月沒認
真寫考古題，很怕輸給其他沒有進複試、繼續累積筆試實力的同學。
2.7/6~8 考筆試、7/8~10 報名複試，緊鑼密鼓啊！
檢討

教案與教具

1. 還是那句老話：重新來一次的話，會早一點開始進行每個單元教案的設計完成、
完整度及教育製作。
2. 還是要每個單元的活動都老老實實的演練，不然就都想出每個教學指導句子詳
案。（桃園市、新北市都在複試前後公布冊別考活動）
3. 找親友一起來做教具，有處在同縣市的戰友相當重要。

教學及諮商
演練

1.還是提早開始：不要怕少讀一個小時進不了複試。提早開始反而會建構自信考上的
心像藍圖。聽聞某實力堅強臺北市戰果豐碩的同屆圖書會，在考完教檢後一個月便開
始每日上午演練試教、下午演練諮商，一旦眼光放遠放長，自信與果實都將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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