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地理科教師甄試經驗分享 

地理學系 104級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賢孝校區) 陳俊安 

壹、前言 

    104年從師大地理系畢業後，國中地理科缺額開始進入冰天雪地，但即便

如此，我仍時常提醒自己——「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所以就算慘到連續

兩年雙北都沒地理缺，我仍然在工作之餘，盡量得空就翻翻書，我想正是因為

有先前一點一滴的累積，才能在今年雙北突然都開缺的情況下，讓自己能在短

時間內衝刺進入複試，最後再從中脫穎而出！以下分享我的經歷以及準備過

程，希望能對在準備教甄的人有所幫助。 

貳、經歷 

時間 經歷 當年度教師甄試 

104.8-105.2 國中實習 教檢(通過) 

105.3-106.3 服兵役 105新北聯招(3缺)(沒進複試) 

106.3-106.6 代理(專任) 連江縣國中(1缺)(太遠所以沒考) 

106.8-107.7 代理(七導) 高雄市中正預校國中部(1缺)(沒進複試) 

107.8-108.7 代理(八導) 

台中市中科實中(1缺)(沒進複試) 

台北市芳和實驗國中(1缺)(沒進複試) 

台北市民族實驗國中(1缺)(沒進複試) 

台北市國中聯招(3缺)(與新北初試撞期) 

新北市國中聯招(3缺)(正取 3) 

參、準備過程 

    其實從以上經歷就可以看得出，我是一個非常不擅長筆試的人，尤其是手

寫題的部分，偏偏這幾年國中通常是獨招，題型又都是以申論或寫教案為主，

因此連續好幾場下來，我都與進複試無緣！我認為「筆試」這個制度的確扼殺

了很多在教學、班級經營或者行政上非常努力的老師(根本沒時間讀書！)，但

仔細想想卻也好像沒有更公平的方式可以用來篩選進入複試者，因此只能一直

不斷地告訴自己，為學生努力之餘，也要為自己留一點念書的時間，當擠進複

試後才有機會展現自己。 

    今年在準備上自己更加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原因是雙北好不容易都有缺，

很怕錯過又是好幾年後，也非常慶幸這幾年教育科目有一直不斷在讀，平時也

花很多時間備課，才能在短時間有效率地衝刺準備。以下將分享我在筆試的準

備過程。 

 

 

 

 



一、 筆試： 

（一）教育科目： 

1.書單： 

名稱 使用時機 

陳嘉揚＜教育概論＞(上)(中)(下) 可用以建立基礎。 

高 明 ＜ 教 育 綜 合 專 業 科 目 ＞

(上)(下) 

這本書內容及補充非常多，

這是我在準備教甄第一年看

完的(讀完很無力，因為太

難了)，後來就當作考題訂

正的參考書。 

戴帥＜教育專業科目＞ 

這本書的特色在「主題式」

的編排，很適合忙碌但有一

定教育科目基礎的代理老

師。 

2.準備心得： 

    其實從我的書單可以發現，在準備過程我沒有看任何一本專

書，都只讀濃縮後的參考書。 

    專書的好處是讓我們了解整個學科的脈絡，但同時在工作的忙

碌之下，我實在無心無力讀完一本本厚重的專書，再者聯招選擇題

其實就是「背多分」，考的是知識的廣度而非深度，也就是只要大概

知道某個理論的基本內容，毋須很深入了解也沒關係(雖然身為老師

這樣說很不好，但這就是考試無法避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認

為參考書最能有效的幫助我去蕪存菁、快速吸收！而教育科目內容

真的博大精深，常常讀完後面就忘記前面，就算如此也千萬不要灰

心，因為有看就一定有幫助，只要按照自己安排的進度穩定讀下

去，再多做題目就一定能慢慢有所收穫。以下是我今年在教育專業

科目上的準備過程： 

時間 準備內容 

107學年度 

上學期 

■寫完戴帥<教育專業科目> 

■讀書時間：剛開學時我強迫自己寫戴帥預定的進

度，後來隨著學校越來越忙碌，一直拖到寒假才把這

本都寫完，不過要記得忙碌之時，哪怕是幾頁也好，

也還是要有讀書進度。 

107學年度 

下學期 

■2-4月：以為今年大概也沒缺了，所以鬆懈休息準

備放暑假！ 

■4月底-5月：聯招缺額公布，開始安排考前一個月

衝刺計畫。 

① 買阿摩 VIP：看過很多心得分享文，都推薦阿



摩 VIP，自己買了之後也覺得非常好用，大力

推薦各位可以利用「循序漸進模式」題海大量

練習，但做到後面會發現題目好錯誤率高，也

不要灰心繼續做下去，能記多少就盡量記。 

② 錯題訂正：我會將阿摩錯的題目重點「精簡」

整理在筆記本上，推薦買活頁紙可以隨時補充

內頁。 

③ 反覆看筆記本：訂正完就是進入反覆複習階

段，當時因為離考試只剩一個月，白天又要上

班，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強迫自己每天早上 5

點爬起來背錯題筆記，去學校一有空再繼續看

建議善用學生考試時、看班上早自習時以及空

堂沒課時等瑣碎時間。 

      

（二）專業科目： 

1.書單： 

書名 使用時機 

高中龍騰滿分攻略(上)(中)(下) 

非常好用的參考書，可以請在

高中教書的朋友幫忙跟書商

訂，或者乾脆自己買也可以。

在代理第一年的時候我完成了

三本的題目，後來就被我當作

訂正教甄題目或平時備課的工

具書。 

翰林版高中地理備課用書 

很適合用來打基礎，課文內容

與備課資料都整理的非常好，

是我在國中地理專業科目之救

星！ 

2.準備心得： 



    我是一個地理專業非常不足的地理老師，很慶幸今年有教九年

級(很多學校是不給代理教九年級的)，讓我能透過備課跟教學過

程，迅速補足世界地理的不足，加上台灣地理以及中國地理先前已

有多次教學經驗，所以今年在準備上能更得心應手。 

    新北聯招的專業科目題目通常不會很刁鑽，我認為熟讀書單的

兩套書、做完歷屆學測&指考題目以及阿摩的近年教甄試題，基本上

新北聯大部分的題目都會寫太刁鑽的題目也無需太執著，因為別人

也不會，以下是我今年在地理專業科目上的規劃： 

時間 準備內容 

107學年度 

上學期 
■認真備課就是在準備專業科目！ 

107學年度 

下學期 

■2-4月：以為今年大概也沒缺了，所以鬆懈休息準

備放暑假！ 

■4月底-5月：聯招缺額公布，考前一個月開始衝刺

a.翰林版高中地理備課用書：考前我利用在學校的

空堂時間，把這套書一字一句，包含圖片說明都看

過，只要發現是自己不會的，就簡要的記在筆記本上

(切勿精美的整理，此時要有效率!) 

b.購買阿摩 VIP：利用循序漸進模式題海練習，並將

阿摩錯題額外訂正在筆記本上 

c.複習筆記：每天早上 5 點爬起來背，去學校一有

空繼續看 

（三）小結： 

    很幸運在這樣的準備方式之下，沒有徒勞無功，讓我成功進入複

試！而我認為每個人都有最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有些人適合讀專書、

有人則像我一樣喜歡去蕪存菁的參考書，又或者選擇函授補習，都是可

以嘗試的方法，重要的是自己所選擇的方法要能夠持之以恆地進行，我

相信進複試的機會一定能夠大增！  

二、 複試： 

（一）新北聯招複試簡介： 

1.放榜到複試約 10天準備過程 

2.試教： 

a.10分鐘(可選版本，只抽二、四、六冊單元)； 

b.兩位評審(通常是輔導團老師) 

3.口試： 

a.試教完直接到另一間教室進行口試，時間 10分鐘； 

b.兩位評審(通常是校長) 

（二）試教準備過程：  



    得知進複試的當下超級開心，但隔天就是地獄的開始。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進複試，處於試教教案零準備的狀況之下，所以一直到複試前第

二天下午才完成 16課教案，當天晚上立刻找來其他同樣是老師的朋友

幫我看試教，考前一天跟代理學校借教室，繼續練習一整天，最後只來

得及每課練上一次也就被迫上場了。 

    回想起這 10天的日子真的很痛苦，每天負面情緒不斷，體重也爆

瘦了好幾公斤，加上同時處理導師班的學生問題，讓我一度覺得自己一

定沒希望，但好在這過程遇到了好多人的幫忙與鼓勵，才能讓我堅持撐

過去，所以平時一定要多做好事累積人脈啊！ 

    以下是各位比較關注的重點，如何精采呈現 10分鐘的教案？我是

一個單打獨鬥型的考生，講難聽點就是我是個比較喜歡閉門造車的人，

也因為這樣教案才會到複試前兩天才寫完。但這樣的好處是，每一課的

引起動機跟課程邏輯都是出自於自己，講起來一定比較順，也慶幸自己

平時備課時有想一些有趣的引起動機，才能在短時間內組織出龐大的教

案，讓自己在試教時有所亮點。 

    當天我抽到的題目是＜翰林版第六冊 L4全球環境議題＞，這一課

是我唯一一課事前準備時，完全沒有任何實體教具，板書也超級簡略的

一課，而最後試教分數卻還不錯(85.5分)，以下跟各位老師分享這課

的教學流程： 

(1)引起動機：瑞典女孩桑柏格為何跑去國會面前抗議？→帶出全球

暖化議題 

(2)內容：全球暖化會造成什麼影響？ 

① 海平面上升→跟台灣有什麼關係？(珊瑚礁島邦交國減少、台

灣沿海淹沒) 

② 生態環境改變→登革熱病媒蚊影響台灣北部 

③ 美國總統川普否認全球暖化，並認為美國的寒害可以證明沒

有全球暖化→解釋極端氣候與全球暖化的關係 

(3)綜合活動： 

① 小結統整 

② 為下節課鋪陳：國際間如何來共同努力防治？ 

    以往我們常認為國中試教一定要準備教具，或者是一定要假裝有分

組討論，但我認為每個老師都有自己最拿手的教學方法，如果擅長分組

合作學習，那不妨在試教呈現出來，但如果擅長生動地講述，那為什麼

一定要用一個自己不擅長的「假裝分組」，在這種緊張的情境之下，反

倒可能表現不好。因此經過這次經驗，我認為或許評審更在意的是老師

的引起動機是否有亮點？講述邏輯是否順暢？課程內容是否能跟時事契

合？過程是否有問答跟學生互動？提供以上個人的經驗，給予參考。

（三）口試準備過程： 



    口試一定要提供資料提供給評審委員，最好是設計過的資料，讓委

員能夠依據資料，問到擅長的問題！有些老師會做厚厚的學習檔案，但

我覺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評審根本無法仔細閱讀，因此我當時堅持只

有做「二折頁」(如下圖)，建議可以使用 PowerPoint，雖然他是簡報

軟體，但用於排版非常簡易且好用！而也要特別注意的是，二折頁的主

題最好是選擇自己所擅長的項目，舉例來說在我代理期間最缺少的就是

行政經驗，我就不刻意在二折頁上顯現行政這個主題，相對地我在班級

經營及教學上較有心得，也希望口試能被多問一些相關的問題，因此在

我的二折頁這兩項佔了很大的篇幅。另外，在口試時我也主動提供我代

理期間自編的六冊講義，藉此可以向委員證明自己是一位具有豐富教學

經驗的老師，當下評審真的有很認真地翻閱每一冊，讓我很慶幸有提供

講義。 

  

    另外，口試開始前通常會請考生自我介紹，重點就是讓委員能迅速

地知道你有哪些適合成為老師的特質。以下是我的自我介紹，提供給各

位老師參考： 

 

各位委員好： 

我的名字叫做陳俊安，畢業自台師大地理系，目前服務於福和國中擔任八年級

導師。 

1. 我是個溫柔而堅定的老師 

(1)因為大學時有連續三年的偏鄉教育經驗，以及後來擔任中輟替代役的輔

導經驗，讓我體會到「每個孩子都是一本書，值得我們細細閱讀。」這

句話的道理，成為一個更加溫柔的老師。 



(2)而後來實際在教學現場中，因為有了教學經驗與導師經驗，讓我除了溫

柔外，也能夠成為一個堅定有原則的老師。因為如此，讓我能更有效的

解決學生問題與親師溝通的衝突。 

2. 此外，我是個富有教學熱忱的老師 

(1)目前七年級～九年級的課程都有實際教學經驗，也累積了六冊的講義，

讓學生更有系統的學習地理知識，並且透過不同的學生活動與教學方

式，帶領孩子們將這些所學的地理知識應用在實際生活之中。 

以上是我簡短的自我介紹，希望未來有機會加入新北教育的大家庭！     

 

而口試題目事前真的很難準備，題目變化莫測，但一定要準備！很感謝代

理學校的主任得知我進複試後，就很熱心地幫我邀請校長以及各處室主任，協

助我進行模擬口試，也很感謝代理學校校長一對一幫我指導口試多次，讓我深

深體會到平時多做好事、與人為善真的很重要！ 

試教或許可以單打獨鬥，但建議口試一定要找人協助，因為藉由擔任過口

試委員的校長與主任們的幫忙，方能最直接了解口委最想要的答案是什麼，真

切地掌握答題技巧。以下整理當初口試準備時，主任及校長給的要訣，提供給

大家參考： 

(1)任何題目答題時盡量都要以「學生」為中心：例如當委員問如果考

上後，最想從事什麼行政職時，最好能夠也提到當擔任這個行政職

務時，能夠幫助到學生什麼，如此一來就能讓人感覺到，你是一個

處處都為學生著想的老師，也能顯現出自己與其他考師不同的層

次。 

(2)服裝儀容要有老師的樣子、舉手投足要有自信：這個部份最好直接

請校長或主任，例如考前校長就有發現，我在緊張時眼神很容易

飄，且表情非常地嚴肅，因此考試時就有特別提醒自己要注意改善

這些缺點。 

(3)了解教育時事：像今年 108課綱上路，考前校長、主任就有特別提

醒要熟悉課綱內容，果不其然口試的時候真的被問到，且 10分鐘的

口試大概就有 7分鐘是圍繞在課綱的相關問題。 

(4)最好能輔以實際經驗舉例說明：回答問題時除了講出自己的想法之

外，最好能夠安插一些例子進來，建立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師形象。 

肆、結語 

    在此要勉勵正在準備教甄的人，教甄之路漫長又艱辛，有時難免會心灰意

冷，這時就想想學生可愛的臉龐，教學上成功的經驗，或者是看看學生給自己

的感謝卡片，千萬別忘記當老師的初衷。 

    從實習一直到今年順利上岸，這過程中我受惠於很多前輩的心得文，由衷

地感謝這一篇篇上榜的心得分享，讓我從中學習到許多不同的準備方法，並將

之吸收轉化成為自己的助力，使我能在教甄之路上更加地順遂！因此也希望藉



由分享自己的準備心得，能幫助到還在努力的老師們，最後祝福各位老師都能

早日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