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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誰撐的久──談教甄上岸之路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7級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曾化淳 

壹、 前言 

    我是公領系 107級畢業生，從入學起就決心未來畢業後要當公民老師。大學畢業之

後回到母校台南一中實習（108上學年），實習結束、考完教師檢定之後，就開始一連串

的教甄之路。 

    教甄這條路就是看誰撐得久，要相信自己，只是還沒找到適合的學校，不是自己不

夠好。  

    我在國立中興高中代理一年，在今年就順利考上新竹市成德高中國中部正式教師，

目前兼任教務處實驗研究組長，開啟另一個荊棘的旅途。雖然看似很快就上，但從去年

三月第一場到今年考上，我也考了非常多次國高中的甄試（我只要有考試，就會報名），

過程中拿了兩次正式教甄的備一，總算熬了過來。下面會仔細跟學弟妹分享一些經驗。 

    若以玩遊戲比喻，我的技能點數幾乎都點在初試，從第一年開始進了多場複試。但

由於自己是一個容易緊張、不喜歡實作的人，複試的試教和口試，常常表現的沒有很理

想，導致我後來的策略偏向是：「衝高筆試成績，多進幾次複試，總會有一次被我考上」

也因此，這次的分享會著重在如何準備初試。 

     以下，依序從「實習時的準備」、「教師甄試經驗與建議」、「代理經驗談」、「結語」

分享。 

 

貳、實習時的準備 

    實習是成長成教師的一個關鍵階段，建議要慎選實習學校和指導老師，在實習之前

先將風評打聽清楚。如果跟母校關係不差，回母校實習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可以

省去重新認識老師的時間，也可以得到更多關照。 

    我非常感謝我的母校台南一中，感謝實習指導老師郭老師、陳老師，也謝謝社會科

的阮老師、廖老師、葉老師、李老師，還有當時還是代理老師的欣樺學長等。在實習期

間都給我相當多的建議，回答了我各式各樣的問題。還有蔡主任、張校長，常常親切的

關心我並給我建議，讓我不會這麼緊張。 

    回過頭來檢視，選擇實習學校就非常重要。我用我的經驗，試著回答幾個實習前會

遇到的問題： 

一、 要找明星學校還是社區高中呢？ 

建議在學生程度較好的學校（不一定要在第一志願，程度中上即可），有助於提升

備課深度，討論風氣也較為盛行。 

二、 若不確定未來去國中或高中，要選哪實習呢？ 

若國高中教甄都想準備，建議找高中實習，因為熟習高中教材後，國中的初試和試

教也可以應付。但在國中實習，由於備課知識量太低，很難去轉考高中。 

三、 是否以母校為優先考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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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弟妹的母校本身就是程度中上、且有體制的學校，過往跟老師互動也不差，

建議可以先考慮回母校實習，畢竟那是你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也知道不要誤觸哪些

地雷。實習期間會遇到很多挫折，我在實習的過程中最喜歡找以前熟識的老師聊天，

這些老師都給我很多鼓勵和經驗分享，是我充電的好地方。 

四、實習心態如何調整？ 

        坦白說，如果考教甄獨招，多數學校都會在口試時打電話打聽，因此在實習時

留下好印象就非常重要。有時候學校會請實習老師協助行政工作，可能當下實習老

師會認為自己變成免費勞工，但不妨想想，在實習學校也可以盡情的學到對未來有

幫助的東西，心情就會比較好過。而每一次的行政工作，盡可能做的有意義，去了

解這些雜事背後的脈絡和各處室之間的權責。 

        實習期間會有身分轉換的困境，自己在某方面是學生，但一進教室又要變成老

師。我會建議大家，在課堂上授課時就把自己想像成正式老師，對自己有信心，並

試著處理課堂上發生的大小事。但在課堂之外，抱持著還是學生的態度虛心向學校、

老師學習，可以吸收得更快更廣。 

參、教師甄試經驗與建議 

一、個人考試歷程 

    從實習結束到考上岸，一共考了 12 場正式教甄的初試，其中 7 場進複試，最終在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上岸。 

    去年教檢考完後，沒多久接著去考竹北高中獨招，開啟人生中的教甄之旅。第一次

面對教師甄試，整張考卷有一半題目不會，只能盡力把我會的東西完整的論述完。原本

想說應該還差很多，殊不知，自己只離進入複試的門檻 1分。 

    這次的經驗很重要，雖然沒有進複試，但讓我知道只要好好念書，一定有機會在未

來踏進複試。然而，時間不站在我這邊，考完竹北高中之後，我就去軍中盡四個月的國

民義務了。 

    我相信只要有心，無論身在何處，一切都會變得有可能。歷史系的陳健文老師曾在

課堂上分享，他在當兵時苦讀，才開啟了後來的學術之路，而我也想向他看齊。 

    在進軍營前，我印了近幾年的教甄和指考試題，並帶了三民出版的公民掌心雷，最

為軍中的讀物。只要一有空，不管在哪裡，我就把準備的東西拿出來看。甚至有幾個晚

上，我躲在棉被裡，用手表的燈光照明，只為了多寫幾題考古題。 

    雖然生活緊湊，我仍在全國聯招前把所有指考學測題、高中聯招考古題寫完，經驗

值大幅增加，也讓我在後面幾次的考試進了三次複試。無奈在軍中難以準備複試，就算

全國聯招的口試遇到貴人提拔，在試教不理想的情況下，仍與正取擦身而過。 

    代理一年後，今年我的目標就是「考五間初試要進四次複試」，在代理期間全力衝

刺筆試。而到今年，國高中公民共考了：中正預校國中部、高雄高中聯招、中科實中國

中部、成德高中國中部、全國高中聯招，還真的進了四次複試，最終也在成德上榜。以

下，記錄我這兩年考教師甄試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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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學校 錄取率 考試結果／複試錄取分 備註 

1 2019.03 竹北高中 約 150取 1 初試：33/34 差一分進複試 

2 2019.04 高師大附中 約 150取 1 初試：61/未公布 考試時服役中 

3 2019.04 文華高中 約 190取 1 初試：58/59 
考試時服役中

差一分進複試 

4 2019.05 新北高中聯招 約 180取 2 
初試 57/54 

複試：試教 72口試 72 

考試時服役中 

未備取 

5 2019.05 全國高中聯招 288取 5 
初試：73.5/70 

複試：口試 90試教 78 

考試時服役中 

備取一 

6 2019.05 台北市立陽明高中 約 150取 1 35/門檻 50左右 考試時服役中 

7 2019.06 新北國中聯招 約 100取 2 
初試：85/75 

複試：試教 83口試 72 

考試時服役中 

未備取 

8 2019.06 高雄高中聯招 約 180取 1 初試：44/60 考試時服役中 

9 2020.05 預校國中部 約 120取 1 
初試：93/88.7 

複試：試教86口試 86/91 

2020第一場 

備取三 

10 2020.05 高雄高中聯招 約 200取 2 初試：54/63  

11 
2020.06.14 

2020.06.21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國中部 
約 90取 1 

初試：91/80 

複試：試教 86.7口試 89 
正取上岸 

12 
2020.06.13 

2020.06.21 

國立中科實中 

國中部 
約 90取 1 

初試：57.5/未公布 

複試：試教 86口試 87.3 
備取一 

13 
2020.06.07 

2020.07.04 
全國高中聯招 約 250取 3 

初試：88.75/84.5 

複試：試教 82口試 76 
備取很後面 

 

二、屢戰屢敗，我如何調整心態？ 

    若學弟妹仔細看我上面的考試歷程，會發現吃了好幾次「鍋貼」（差了一點點），還

包含去年有兩次初試差一分進複試。而兩年下來，也進了七次複試，才一次上榜，中間

有拿兩次備取一、一次備取三。 

    一開始的挫敗會顯得無所謂，但接續下來屢戰屢敗，其實頗為難受。還記得在去年

考完新北高中聯招，因為口試和試教非常不理想，回到軍中之後找高中同學哭了半小時，

好幾天都不知所措，調適了幾天心情，接連影響到後面的全國高中聯招的複試。 

    今年是應考第二年，有了去年的經驗之後，雖然還是會對教師甄選結果萬分在意，

但我更知道與其沉溺在失敗，不如打起精神再戰。很多人安慰過我：「這次真的差一點

點，下次一定就是你的」，一開始這句話聽起來很假，但後來確實成真的。我的經驗證

明確實是如此，而觀察其他上榜者的經驗，真的很多人是拿了好幾次備取後才上榜。可

以這麼說，備取落榜，是教甄上榜的必經之路。 

 



4 

    因此，教甄的挫敗中調整心態非常重要。我會建議學弟妹，在面對落榜的挫折時，

不妨先大哭一場、抒發情緒，同時找同學或戰友訴苦，相信自己可以更進步，把眼淚化

為前進的力量。我今年會這麼想：「學校在選人的同時，也是我在面試學校」，如果學校

不選擇我，那也不必過度難過，相信下一間一定會更好。 

    另外，也可以尋求宗教或其他心靈的寄託，例如：我在考試前後會到學校和家裡附

近的廟宇拜拜，透過和神明、和自我的內心對話，找回當初想成為老師的初衷。 

 

三、如何準備高中公民科初試？ 

    高中公民科主要包含：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可謂五花八門。除了全

國聯招有 40%選擇題、新北高中聯招約有 20%選擇題之外，其餘考試皆以申論題為主。

若進一步分析近五年試題，大致可得到幾點： 

（一）無論聯招或獨招，考題皆有超過五成是「基本概念」 

    何為基本概念？只要出現在教師手冊、課本，這些高中教材中的內容，我視為

在基本概念，因為這是可以掌握的分數。考試有一半的分數還是在六冊課本或手冊。

例如：「政府制度與選舉制度」、「少年事件處理程序」、「定基法與連鎖法」、「通貨膨

脹的類型」、「集體勞動權與個別勞動權」等，這些題目只要出來，一定要整題拿下。 

    我認為把所有高中課本和備課用書看完是基本：舊課綱可以挑一個版本看，但

新課綱由於每一版本的編排和內容都不太相同，建議每一版本都看。課本的每一句

話更是不要漏掉，準備時可以問問自己，說得出第幾冊的哪一個單元在講什麼嗎？

說得出四個版本課本在哪一個單元撰寫方式有何差異嗎？如果讀的很熟，理論上都

要清楚這些細節。 

（二）時事非常重要，但不是唯一 

    公民科與社會議題或各項時事結合，考題常常融入時事。因此建議大家，定期

閱讀新聞、整理修法趨勢，會有助於考試。例如，去年全國聯招考過新修的「憲法

訴訟法」（10分），如果沒有看過相關新聞或法條，應該很難寫得出來。 

    但時事不是唯一，備考時不須花過多時間在這上面，掌握大的修法方向或社會

議題即可。我會建議將更多時間花在練習基本概念的論述、或是更深入的熟讀備課

用書，畢竟，沒有基本概念，也很難有深度的回答時事題。 

（三）增強論述能力與寫字速度： 

    公民科筆試有個特色：題目越來越多、越來越難，但考試時間仍然有限。因此，

如何「練筆」就顯得重要，以下有幾點參考：字要寫得好看、字要寫得快、要能寫

得多、要能寫得有條理。 

    考了十幾場初試，有些錄取分數不到總分的一半，在這些難度頗高的獨招中，

就算有幾題不會寫也沒關係，只要把握會寫的在時間內完整且有條理的論述完即可。

但如果要在時間內寫完，看到題目的反應速度和寫字速度就很重要。有很多考生因

為寫字速度太慢，想法來不及轉化成文字就非常可惜。因此，會建議學弟妹，如果

自己寫字速度不快，可以找時間刻意加快速度練習寫字，或許能提升整體的寫作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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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要有基本的論述能力，把一個概念有條理地講清楚。通常我會參考配

分，盡可能一分寫一行（例如：10分寫 10行）。申論題不能僅有簡答列點，還需要

進一步說明和用自己的話申論。而為了有條理又能有篇幅，以 5分的名詞解釋為例，

我的論述 SOP方式會是： 

 

關於 XXX概念，以下幾點說明之： 

一、第一個重點：1-2句話解釋。 

二、第二個重點：1-2句話解釋。 

三、第三個重點：1-2句話解釋。 

綜上，XXX概念說明了…(依照情況作一句結論) 

 

（四）讀的深不如讀的廣 

    備考時間有限，那究竟要朝哪些方向下手呢？我認為讀的深不如讀的廣。畢竟高中

公民科由非常多大學專業科目組成，每一科所分配到的比例最多就 30-40分，很難有大

學或考研究所深度的題目出現，但會有很多五花八門的名詞要你解釋。因此，我會建議

與公民相關的各學科皆泛去涉獵（可以看專書、或其他有趣的書皆可），知道課本中、

或大學基礎科目的每一個名詞的意思即可，但不須要讀得太精熟。 

    那還需要看專書嗎？如果行有餘力，可以多少看一些，遇到太過艱難的部分可以跳

過（例如經濟學部分），挑看的懂、有興趣的地方看會比較輕鬆。 

    以下推薦幾本我在備考時認真讀過的書，有些是大學教科書，再拿出來看一次： 

領域 書名 作者 

政治 

比較政府與政治(增訂二版) 李國雄 

比較選舉制度(7版) 王業立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賈德．戴蒙 

經濟 
經濟學 溫明忠 

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下) 張清溪等 

法律 
憲法 許育典 

法律白話文系列書籍 

社會 

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Allan G. Johnson 

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 黃淑玲, 游美惠 

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 徐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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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勤做試題 

    在備考期間，我寫完歷屆學測、指考題、2-3 本學測、指考複習講義、每次的高三

模擬考試題。雖然這些題目都是選擇題居多，不過仍可在寫題目時練習抓章節重點，也

能確認這些基本知識是否已經熟讀，並試著問自己，這些題目的每個名詞都能解釋嗎？ 

    除此之外，教甄考古題更要找出來一題一題看。不用每一題都完整寫完，但可以用

列點的方式構思要怎麼回答。 

 

四、 如何準備國中公民科初試？ 

    相較於高中公民科，國中公民的聯招幾乎全部都是選擇題，而獨招則每間學校都不

同。今年中正預校國中部全部都是高中難度的選擇題、成德高中國中部則是選擇 60分、

申論 40 分、中科實中國中部則為全申論。原則上，只要準備好高中公民，考國中不是

難事，甚至因為有些高中的教甄考生沒有國中教師資格，因此相較之下國中競爭程度稍

稍不如高中。例如，今年國中獨招，大約 90 取 1；而高中獨招則約 180取 1。因此，若

學弟妹有國中證照，更需把握國中教甄。 

    那要如何準備國中專業科目初試呢？只要熟讀高中六冊課本，基本上國中公民試題

就難不倒你。若已經在高中代理或實習，相信已經有相當的底子，基本上只要教育科目

不要差太多，進複試的機會就非常大。而獨招不考教育科目，更適合專業科目較強的老

師發揮。就今年三場國中獨招來看，正取的三位教師（包括我）都以高中發展為主。 

     基本上，準備國中公民科更偏重於選擇題的作答，建議學弟妹至少把歷屆大考試

題、教甄試題寫過兩次，甚至買坊間的指考參考書練習。而準備高中的考生，更不要放

棄考國中的機會，如果可以在專業科目彌補教育科目的失分，進入複試的機會就非常大。

就像今年成德高中、中正預校、新竹聯招的題目，幾乎都出自高中教科書或學測、指考，

對在高中實習、代理的我更是得心應手。 

    最後，我要破解一個國中教甄初試迷思。常常會有人說，「要把歷屆教甄試題確實

訂正」，其實不然。有些大學程度的試題，讀懂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此時大可不必為

了一題而精讀大學教科書，應以大局為重。因此，國中教甄的公民專業科目，攻略重點

仍在熟讀新舊課綱的「國高中教材」。 

 

伍、當兵備考與代理經驗談 

    最後，想要跟大家聊聊比較不一樣的經驗。當兵時，如何準備教甄。 

 

一、當兵備考 

    實習結束後我選擇先去當兵，當兵時利用假日出去考試。好處是，可以盡早解決兵

役問題，之後有完整的代理一年；壞處是，第一年的教甄準備時間會大大壓縮。 

    在軍中有些零碎時間，例如起床升旗完後的打掃時間、吃完飯的休息時間、晚上使

用手機的時間等，可以好好把握，我會將歷屆試題印在 A4 紙張上，摺起來塞在口袋，

利用上述時間練習，效果意外的好。但有時看著別人去運動、投飲料，而自己卻在中山

室念書時，會給自己越來越大的壓力，真的很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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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試就比較難準備，也讓我第一年屢次受挫，但究其原因，是實習時沒有把六冊的

試教範圍都準備好。建議如果學弟要在教甄期間入伍的話，可以在實習時就先把重點冊

次的試教準備好、練習過，這樣複試會比較有希望。 

 

二、代理教師經歷 

    服完役之後大約是七月中，此時已經確定全國高中聯招沒有備上，只能開始找代理

學校。起初在國中、高中之間猶豫很久，並考了兩間國中、三間高中的代理缺，最後才

落腳南投的國立中興高中。 

    我認為，如果要國高中都考，就盡量選擇高中代理。因為在高中代理可以準備國中

考試、但在國中代理很難去兼顧高中內容。 

    我還記得，去代理學校報到時人事主任跟我說：「吃苦當吃補」。確實，在代理期間

難免會遇到各種事情，例如：協助行政、帶社團活動等等，甚至有些學校會把過多工作

丟給代理老師。建議學弟妹在選擇代理學校時，事先打聽再去應考。 

    進入代理學校工作之後，建議學弟妹敞開心胸面對任何學習機會，不需太過計較，

在合理範圍內積極參與各大小事務，對未來教師甄選都有幫助。但我也要提醒，不要總

是想著「為了教甄加分」，這樣會很痛苦，也完全背離教育的本質。不妨真誠地在學校

和他人互動，做事情時以「對學生好」或「互相幫忙」的角度出發，這樣會過得比較快

樂。 

    我在代理期間接了教務處協助行政，雖然多了一份工作，但也趁機學了很多東西，

累積一些人脈。我利用這一年了解到教務工作的運作，擁有基本的行政概念（例如：上

簽呈、請購核銷、辦理研習活動等），並且透過和主任、組長聊天，知道他們如何推動

學校行政。這些經驗，在教甄面試時有很大幫助。我新學校的主任曾跟我說，當初面試

時因為我有行政歷練，加了不少分數。 

    在代理期間，可能各處室會臨時尋求協助，若行有餘力，就當個救火隊幫忙吧！（像

是平常代課、代監考、做紀錄等，我從不拒絕，也會主動協助）。現在新課綱實施之下，

各處室行政的壓力和業務量都非常大，有時候真的不得已，才會拜託較資淺的代理老師。

雖然當下的感受可能會是「這為什麼是找我？也太凹了吧」，但此刻協助他人，未來就

可能受到其他人的幫助。 

    非常感謝代理學校的校長、主任、組長、社會科老師，在我考教師甄試當我最大的

後盾。像是主任和組長在接到打聽我表現的電話時，給了我很正面的評價；教學組長在

下學期給了我一張非常好看的課表；而社會科老師們在我請假時幫我分攤課務、在我進

入複試時幫我看檔案、練口試；還有位素不相識的別科老師，一聽到我要去考教甄，毫

不猶豫的跟我調課。我真的好感謝，永遠銘記在心。有時候，雖然只是默默一點一點的

做，但廣結善緣，不但在這段期間可以過得快樂，也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得到他人的幫

助。 

    現在轉換角色，我成為高中教務處的組長，我也非常感謝願意配合行政、給予行政

援助的老師。哪些老師熱心、好相處、用心教學、真心對待學生，其實教務處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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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由於自己準備教甄較偏重於筆試，因此這篇文章主要在分享初試方法和其他歷程的

心得。但這些方法是適用於我，可能不適用於某些人，還請學弟妹要依據自己的情況稍

作調整。 

    有些人考了兩三年都進不了複試，但只要一進複試立刻就上榜。有些人進了很多次

複試，在備取好幾次之後才終於上榜(就如我)。但，要相信自己的長才會被看見，堅持

下去，最終一定可以走到終點。 

    考教甄最重要的是心態，因為當人在看不到終點時，一定會顯得驚慌失措，如何穩

定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是當今每一位教甄考生必須要面對的課題，祝福各位，

都能順利走到終點，並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校。 

    教師甄試就是看誰撐的久，撐下去、持續努力的人最終都會走到終點。在挫折時，

看看學生的卡片、想想學生的笑容，一定就有動力可以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