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教教師甄試心得
特殊教育學系 104 級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謝昀祁
今年很幸運地錄取了兩間學校：啟智學校高職教師和高工高職教師，我選擇
了高工綜合職能科，因為成為高工老師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自從接觸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後，想成為特教老師的信念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
海裡，想為這些孩子做出改變，讓他們能獨立自主的生活。當然，即使知道教師
之路可能佈滿汗水與淚水，仍堅持著原本的初心，邁向教師甄試這個人生的挑戰！
教檢後接踵而來的教師甄試，一點都不給人放鬆的時間，轉眼間我就站上了
戰場。當然也經歷過失敗，我共考了五場，但前三場教甄都沒進入複試。我當時
非常的挫敗，甚至躺在床上痴痴望著天花板，腦中思考的是我真的有這麼差勁嗎？
心中湧起了許多的負面想法，不停的侵襲我的意志與自信。但又浮現了教授的話：
「教甄到最後，都是在比意志力！」慢慢的我好像懂了這句話的意義。我開始檢
討之前的準備過程與申論題的書寫方法。
先從準備過程開始說起，我是由去年全部教甄的考古題（陳穎老師彙編）開
始著手，把每間學校的選擇題都做過一遍，並把錯誤的題目整理在筆記本上，逐
條細目的查詢網路（阿摩）或專業書目。先累積自己選擇題的實力，再繼續往較
難的部分前進。另外特教法規十分的重要，我是閱讀陳穎老師編輯的法規書籍，
非常地詳實。建議法規要全部牢記下來，重點的部分可一再複習，免得遺漏或忘
記。
申論題方面，也是以各個學校的考題為主，參考網路和書上的資料，練習寫
出完整的答案。我曾詢問過學長姐和教授關於申論題的寫法，大致是：前言、分
項列出重點、總結。我照著這個模式去考前三間學校，但都無法通過初試。
於是我便開始改變寫法，真的就進了第一場複試！除了前言、分項列出重點、
總結外，我還加上了法規以及自己的經驗融入在內。我的想法是，即使你的答案
正確無誤，評審看了 200 份一樣的答案，一定會想找出與眾不同的人選，所以用
牢記下的法規佐以自己的經驗，不管是在實習中學到的或其他老師經歷的，把它
通通內化成自己的經歷，如此一來更能夠顯出個人的風格與特色。
通過初試後複試就刻不容緩地來臨，考試內容大致分成兩項，為面試與試教。
先從面試開始說起，我考了兩間學校，一間為特殊學校，一間是高級職業學校，
兩間都是正取。面試者不外乎教授、學校主任、學校教師或外聘教師等。我覺得
這些主考官，他們想找的是他們未來的同事。所謂同事，也就是能夠一起相處一
起工作的夥伴。所以親和力是非常重要的，面試時面露微笑，講話不卑不亢，甚
至可以生動活潑，這些都是能夠替自己加分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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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進考場，就會先和評審老師們打招呼，然後有禮貌地將三折頁和備審資
料遞給評審們，再開始試教。每場考試的規定不同，有先試教再馬上坐下口試，
也有試教和口試分兩場不同評審。製作三折頁的原因是為了讓評審老師更能快速
了解你。畢竟備審資料一本 20 多頁，要在幾分鐘之內看完、看詳細也非常的困難。
所以運用三折頁，把你最輝煌最閃亮的成果和經歷亮出來，不僅十分簡潔扼要，
更能夠抓住評審老師的目光。備審資料可以不用準備太多，學長姐的建議是 20 頁
以內為限，因為如果太厚太雜，評審老師可能也沒有時間詳細閱讀。
面試的內容，我大概將被詢問的問題分成三類：行政類、教學類、專業類。
行政類的問題就像「你願不願意接行政工作？」
「如果有機會你會想到哪個處室去
服務？」
，回答盡量具體實際，最好都是正面的回應並說明原因，甚至可以說出想
到哪個處室服務，服務的內容是甚麼。如果真的不想違背自己的意願，那也是可
以委婉說出你不願意接行政工作的具體原因。
再來是教學類，教學類的問題例如：
「如果是環境服務，你會怎麼設計你的教
學？」「你上過印象最深的課堂是甚麼？」「針對剛剛的教學，你認為有甚麼地方
可以改進？」這些問題，我事先就準備好了一套課程設計在腦海中。以實習學校
「咖啡」為例子，從施肥、採收、烘豆、包裝、沖泡、桌邊服務等，訓練學生的
實作能力和溝通技巧。可以用實習學校或者觀課過覺得很棒的課程，改編為自己
所用，增加自己的個人特色和實際經驗，能夠更凸顯自己的專業和教學熱忱。
口試的專業類，我遇到考官問的問題大概是「如果學生有情緒行為問題，會
打人甚至咬人時，你會如何處理？」
「家長如果不願意承認孩子的特殊需求，該如
何和家長進行溝通？」
「學生在課堂上想引起老師注意，進而不專心或者和同學打
鬧時，該怎麼做？」考上教甄後，我聽了一個長期擔任評審的教授的演講，他說
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中，最不需要的就是專業的回答。所謂專業的回答舉例來說，
「我
會使用正向行為支持」、「教導學生社會技巧」等等專業但偏於表面的答案。那位
口委老師說這類答案通常他們自己都知道，想再聽各個老師更具體的作法跟實際
的經驗，但來面試的老師往往講到這裡就結束了，不免有點可惜。他建議可以再
更深入的描述自己的作法為何，這樣主考官才能夠瞭解你個人的特色與教學風
格。
接著就是很重要的試教，試教時間 15 分鐘。我覺得國中和高中職的試教過程
十分不同。大多數國中的教甄都是自備教案和教具，把你最自信、準備最充裕的
教學表現給大家看，這時候個人的教學準備度和現場表現就顯得十分重要。但高
中職的教師甄試，絕大多數都是隨機抽主題，或者是很多領域中抽出其中一個領
域，當然也可以事先做準備，但是主題的數量太多，所以要一一詳細準備可能就
需要非常大量的時間。抽出主題後，準備 15 分鐘就上臺演示，所以這時候注重的
不僅僅是教學流程，也著重在個人風格以及隨機應變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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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流程算來，需要有引起動機、教學過程、總
結活動等三個部分，最需要著墨的就是教學過程了！
我自己排定的時間是引起動機 2～3 分鐘；教學過程
8～9 分鐘；總結活動 3～4 分鐘。在試教前我所做的
準備有：班級公約、增強版、四連版、問題回答版
這四個教具。
圖一 班級公約
先介紹我事前準備的四個超實用教具。班級公
約（圖一）最好四到五點，並且以文字搭配圖片，如：眼睛看老師，就搭配眼睛
的圖片；上課要準時，就放上時鐘的圖片等等。而且文字敘述最好字數相同，圖
片也盡量調成相同大小，這樣在視覺上才能呈現整齊美觀的效果。另外我的班級
公約是可折疊的，將兩張 A4 塑膠板用膠帶黏貼，後面
貼磁鐵，既可吸附在黑板上，更便於攜帶。
增強版的部分（見圖二），我是使用萬用增強版，
可以適用於大多數的教甄當中，也可以在增強板上方增
加已護貝可寫字的白色紙張，作為可以填寫主題的主題
板，讓整個教學更有主題性。用三個 A4 塑膠板，以美
工刀鑽洞，並用鐵環當作連接，使用紙膠帶做出格子，
並貼上魔鬼氈。如此一來就可以方便收納與攜帶和上課
加分使用。集點用累計三個往上換一點的方式，讓學生
加分，有些獨招的學校會安排真正的學生，而聯招的考
試大部分都會給紙本的學生資料，讓你能照著學生的資
料作教學。如果有特別需要加分的學生或者需要他人鼓
勵的學生，就視狀況而定給予加分。在進行最後總結活
動時，一定要記得總結增強版，並給予鼓勵，我自己則
是請學生拍手，讓他們得到社會性的增強。

圖二 增強版

四連板（圖三）的製作以四個紅色的板子為主，美
工 刀 在 上 下兩 側 打 洞
後，用鐵圈扣在一起，
也是可收納折疊式，因
為 考 教 甄 時要 南 北 奔
波，所以我都盡量做出
方便收納的教具，才不
會大包小包。完成塑膠
板 的 切 割 後再 貼 上 空
白可書寫的紙張。可製
作四到五個塑膠板，依
照 抽 到 主 題而 做 增 加

圖三 四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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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主題園藝

或減少。我是利用抽出主題後的 15 分鐘，想出四到五個重點，再以彩色筆快速寫
在塑膠板的空白上，後續的細項可在等待時再繼續思考。
以這次甄試抽到的主題──認識園藝為例子（圖四）
，我在準備時間內想了四
個主題，分別為工具使用、正確衣著、認識作物、自己特質，並寫在紙板上，這
樣一來不僅讓我的教學更有順序感，也能更加結構化。而且以學生的立場看來，
他們也更能夠知道現在我想要表達的重點。照著這四大項的順序，在下面依序加
入細項。工具使用下就介紹鐵鍬、鏟子等；正確衣著介紹服裝等；認識作物則為
根莖葉的分辨；自己特質則加入情意的部分，連接為何要上園藝課等，讓整個課
程加入情意，使學生思考自己的特質和就業的關聯，並扣回園藝課的主題，則能
夠更增加這門課程的深度。
問題回答板（圖五）
，用長型的塑膠板
（比 A4 大小大一些），分割成三份，只割
其中一邊即可，並在上方用美工刀將兩旁
各穿兩個對稱的孔，以大鐵圈穿過並扣起，
將塑膠板沿割線折起來及邊緣地方以大膠
帶黏貼，就大功告成了！（製作過程見圖
六）做好之後，第一頁可事先寫上活動名
稱，我寫的
是問題時
間，也可以
現場搭配

圖六 問題回答板製作過程

增強板的
相同主題，
串聯整個
課程。

圖五 問題回答板

除了教具外，教學的流程（表一 教學過程重點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分別為準備活動、發展活動以及綜合活動三部分。準備活動方面，約 2～3 分鐘，
除了教具張貼與布置外，最主要的是引起動機，教學上的目的是要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同時也是讓學生從下課轉換到上課的一個過渡，所以我在兩次教甄採用
的方式都是以唱歌來吸引學生注意。但因為教導的對象是高中職的學生，所以歌
曲方面要考慮到學生的生理以及心理年齡，來做適當的挑選。在特殊學校的教甄
我採用的是較耳熟能詳的兒歌，並做歌詞的改編；而高職則採用較流行的歌曲改
詞作為引起動機。唱完歌後我會以歌詞來問問題，例如：
「從剛剛的歌曲中，猜猜
看今天的主題是什麼？」來作為接續課程的引言，便可以流暢地進入下一個階段。
進入發展活動後，須注意到學生的能力高低以作為多層次課程的依據。可初
步將學生分為兩組，能力較高與較低者，某些學校會有真實的學生，學生可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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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種狀況，在特校教甄試教時，就有學生因為不想學習，而頻頻舉手說要上廁
所，或者上課不願意配合。這時候就要拿出畢生的絕活，吸引學生注意，順便緊
扣課程主題。舉我自己當例子，我抽到的主題是情緒管理，於是我就將情緒管理
三步驟應用到學生身上，告訴她上課如果生氣就請跟著老師的三步驟，冷靜放鬆，
果然學生的情緒比較穩定，也不會失控爆走了。又連結到課程主題，作出呼應。
在高職試教時，沒有真實的學生，但有給個別學生能力及狀況，在上課時就要依
據學生能力，給予學生不同的提示及協助，但因沒有真的學生，所以大部分我都
採口頭的方式來做區分性教學。
發展活動中的教學是最重要的主軸，我問過學校中當時評分的評審老師，她
告訴我其實在教甄中，因為每個人都非常緊張，所以他們看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課程是否切合主題，與態度是否從容。小出錯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太過緊張導
致試教內容根本不符主題，就可能需要改善，因此教學內容是他們著重最重要的
部分之一。因為我實習的地方離同學較遠，所以無法長期參與讀書會和同學一起
準備，所以我就以重點式陳列來作為我的教學內容。抽到的主題用 3-4 個重點條列
式寫在四連版上，加上聲音語調的高低起伏和肢體動作，並帶入生活經驗，讓教
學更生動活潑且貼近學生日常。在教完課程內容後，我會習慣幫學生複習一遍，
以手或身體遮住四連版上的內容，再問學生一遍作為課程複習。
綜合活動通常包含總結課程、結算增強版、預告下次課程以及回家作業在內。
在總結課程方面，我採用的是問題時間板。在抽題的 15 分鐘內，用彩色筆快速將
簡易的問題寫在板上，就會有不一樣的活動，也可以轉換課堂氣氛。我問了兩個
問題，有學生與否，都可以使用這個綜合活動，學生如果回答不出來也可以盡量
給他們提示，讓教學更生動。結束提問後就將此次課程再度複習，因為特殊孩子
的短期記憶普遍不好，所以需要老師的一再提示與複習。課程結束前我會結算增
強板，請學生給自己社會性的鼓勵。然後預告下次課程（與此次課程有連結性），
並且口頭說明回家作業的部分，這時就可以展現區分性教學，告訴學生他們可能
拿到不一樣的學習單，針對不同的部分請學生回家查閱資料或者課程內容。如果
教學到了尾聲，卻發現時間不夠，一定要記得不要硬將課程全部上完，抓到一個
段落後就要開始總結，務必做好時間的控管並且總結增強板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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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學過程重點整理
教學過程

引起動機

教學過程

總結活動

時間（分）

2～3 分鐘

8～9 分鐘

3～4 分鐘

教具

班級公約、增強版

四連版、補充圖片教具

問題版

教學內容

1.做好課前準備
1.作出區分性教學
1.總結此次課程
2. 以 生 動 有 趣 或 吸 2.課程內容務必切合 2.結算增強版
引人的方式，來引
主題
3. 預 告 下 次 課 程 以
起學生動機
3.點列式教學內容能
及回家作業
更清楚的讓學生學
習

經過了幾場考試，我深深發現，其實教甄測試的不僅是教學能力和臺風，更
多的是心理素質的考驗。「不是你不夠優秀，而是這間學校與你沒有緣分」，教甄
到了最後，大家都開始相信緣分說，與你最有緣的學校，就會是你最終且最棒的
歸屬。面對教甄這隻 CP 值高且戰鬥力強的怪獸，我們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和初心
來迎戰，通過了層層關卡，最終就能將教甄收服。這段經歷也終將陪伴我們走過
一輩子的教學生涯，時刻提醒自己，通過教甄是多不容易，所以更要將心力付出
在這群孩子身上。有著強大的抗壓性和足夠的能量，一起迎向未來的教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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