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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下的教甄觀察：高中國文科教甄攻略與心得分享 

國文學系 105級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簡嘉彤 

一、109年初試題目趨勢觀察與準備建議： 

 

1. 融合新課綱教學實務的考題變熱門：如國寫命題、教案設計、選擇題解析等。 

 

2. 準備「學術專業題目」的參考建議： 

(1) 以備課的方式準備考試，會比直接啃整本文學史、哲學史來得更好記、也更容易

抓住考點 

(2) 備課與讀書時聯想各課重點之間的聯繫（ex.古文運動、唐傳奇、新樂府運動之

間的關聯） 

(3) 試著把文人身上的幾個文學面向聯繫起來，不只是將每個特點分割開來死記（ex.

韓愈的古文運動主張，與他的奇險詩風可能有何關聯？） 

(4) 在進行文學史分期時，了解各期之間轉折、變化的原因，而非單純記下分期內容

（ex.唐代詩風是如何走到宋代詩風的？） 

(5) 聯想同主題不同文章之間的異同（ex.赤壁賦與蘭亭集序對生命的想法比較？典

論論文與蘭亭集序對文學作品的想法有何異同？） 

(6) 經典古文一定要滾瓜爛熟，其次再精熟 A級選文，以此類推 

◎我自己的一點奇想（或可幫助備課，或可檢驗自己是否真的熟悉課文概念）： 

(1)試著回推編選者「選擇這篇課文的原因」 

(2)詩選類型的課次，可聯想篇目之間的聯繫（ex.選〈石壕吏〉&〈寄黃幾復〉和選

〈旅夜書懷〉&〈寄黃幾復〉呈現出來的唐宋詩關係有何不同？） 

(3)想想課文是否有奇怪的點可以挖（ex.為何《紅樓夢》不選言情段落，而是劉姥

姥逛大觀園？賈探春敏慧興利？） 

 

3. 準備「命題」的參考建議： 

(1)可參加素養命題的相關研習（如 CWT 全民中檢辦的免費研習，108 暑假時是北中

南都有場次，參加後可報名成為命題教師，練習素養命題+參考他人命題） 

(2)選擇題與國寫題都可以多看大考中心公布的研究用試卷與命題用意解說、近期學

測與指考題目，看有哪些很靈活的題幹、題型，增加靈感來源 

(3)多練習，訓練思路，想得愈快，筆試時愈能爭取時間 

(4)素養導向的選擇題傾向不直接考知識，而是需要比較、分析、延伸、探究，不一

定比較難，但會比較「燒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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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素養命題趨勢： 

情境化（設想一個解決問題的情境，讓學生必須以「推敲」的方式得到問題解答，

ex.提供一份書籍目錄，請學生推測書名最有可能是？） 

跨領域（運用跨領域的素材、研究發現、統計結果等，評量學生的邏輯思維，ex.

以文字解釋、推論圖表資訊） 

長文閱讀 

圖文轉換 

(6)選擇題命題的幾個基本注意事項： 

→避免出「下列何者錯誤」的題型（要表現自己有能力命出三種誘答性強的錯答） 

→避免出純知識型考點（如形音義），盡量出分析、理解，能出到「需要推敲」

的題目最好！ 

→各選項考點要一樣（不要 ABC考寫作手法、D考文意理解） 

→強調概念理解，避免需要很多背誦型背景知識的題目（ex.直接考「下列何者

屬於錯綜修辭？」已不符合新課綱趨勢，應在題目中說明想要考的概念與例子，

示範題可看 108學測 40題） 

→涉及專業知識（如數學、生物、經濟等）的圖表題，要注意圖表內容是否違背

實際狀況 

→若為雙文本題，一定要考兩篇文章對讀的題目（如比較、異同），避免一題考

甲文、一題考乙文 

(7)國寫命題的幾個基本重點： 

→抓住參考引文的重點（若為對讀文章，則從對讀文章的異同找到命題重點） 

→題目說明務必清晰，這樣評分標準才好寫、好對應 

→評分特殊原則與評分標準要能考量到學生可能出現的難點或誤答狀況 

→非長文的題目，要說明限制字數、提醒學生不可照抄原文，並在評分標準處提

供參考解答 

(8)知性題可以考什麼： 

→統整或歸納作者看法與觀點（簡答、條列式……都可以） 

→解讀圖像資訊與寓意 

→對開放式問題或兩難議題表達自身立場並陳述理由、論證 

→擬定問題對策或提供建議 

(9)情意題可以考什麼： 

→創意想像（看圖說故事、改寫故事、接續未完故事……都可以） 

→將文章內容回扣自身生命經驗，說明自己的生命故事 

→詮釋作品內容並延伸情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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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準備「教案設計」的參考建議： 

(1)來得及的話，在寫完基本的教學重點與教學設計後，抽出其中一堂課寫得詳細一

點，示範具體的教學內容（這是參考自教案達人蘇蘇學姐的建議，但我目前還沒

快到能這樣寫……所以大多數時候仍是寫一整篇教案，內容搭配課程說明，詳參

最後面的題目試做） 

(2)盡量融入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 

(3)盡量有小組作業也有個人作業（因新課綱強調團隊協作與溝通能力） 

(4)盡量設計需要學生個人思辨、創作、有實際產出的成果（因可搭配學習歷程檔案） 

(5)九大面向能記則記，在寫教學目標或教學重點時就能具體回扣到素養目標 

 

5. 「批改作文」的參考建議： 

(1)包含四個區塊： 

→作文上方的眉批（寫簡短的建議，如標點符號應如何運用、結構如何調整、該

段整體建議） 

→作文內部的詳批（錯字和錯誤標點一定要挑出來！若學生文法不佳，不要整段

刪掉改寫成自己的文字，能保留學生多少文字就保留，要在學生既有的文字基礎

上進行修改建議） 

→作文後面的總結批評（給大方向的建議） 

→分數（以 6級分為間距的話，表現中規中矩為 4級分，表現不錯為 5級分，寫

得別出心裁為 6級分；有過多錯字或文法錯誤可酌扣 1級分） 

(2)基本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點評：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 

 

二、教學檔案與自我介紹 

（我沒有做三摺頁，只有非常簡潔的十頁教學檔案，獻醜了：https://reurl.cc/4R64XD） 

1. 大多數口試問題會從老師的自傳、教學檔案中提問，因此要在裡面挖大量的洞，故

意引導評委去問。 

2. 檔案字不用多，頁數不用多，呈現重點照片與圖片說明即可！（引導評委去問） 

3. 檔案條目可以主要分為以下幾個區塊： 

(1)個人履歷 

(2)教育理念 

(3)特殊表現（比賽得獎、認證、研習等） 

(4)行政與活動經歷 

(5)教學經歷（包含教學、自主學習、校本課程、多元選修、社團指導等） 

(6)班級經營與學生互動（參與班級活動、輔導志工等） 

  

https://reurl.cc/4R64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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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檔案與自我介紹盡量突出自己的特長，而且要是「能幫助學校」的特長（ex.呈

現豐富的辦活動經驗，比強調個人試教競賽得名更重要！） 

5. 對自己美感與排版沒信心的話，可以上網找免費的簡報模板資源，參考裡面的排版

與編排方式，網路上也有許多免費圖庫。 

 

三、試教 

1. 基本教學流程：（以下可參考） 

(1)問候學生，說明今天要上的課次，將課名書於黑板 

（如果太緊張，寫課名時可寫慢一點，深呼吸，掌握節奏，盡快讓自己穩定下來） 

(2)說明教學經驗與本課目標（上次上到哪裡？今天要學會什麼？） 

(3)進入教學主題（搭配設計過的版書，板書務必善用不同顏色的粉筆） 

(4)最後 1-3分鐘出作業（一定要聯結本課學習目標，讓學生在經歷這堂課後，達到

能回去獨立思考此問題的能力） 

2. 備課可以參考備課用書，但試教不能只教備課用書出現的東西，一定要有自己研發

的亮點！ 

（我覺得最棒的亮點就是，講出來會讓台下師生覺得：「我從沒有這樣想過這段！」，

而且覺得合情合理的內容） 

3. 在設計試教時，要先立下一個明確的學習目標，接下來鋪展的試教內容，都要為學

生學會這個學習目標而服務。（ex.晚遊六橋待月記：教會學生「為什麼這篇文章寫

景寫得好」） 

4. 設計試教很常遇到「每個點都想教」的狀況，但一定要學會取捨！選一個目標，慢

慢教，教清楚最重要！ 

5. 可想像「學生可能會問的問題」來進行教學目標發想，或在課前進行提問，引起興

趣（ex.為什麼國文課本要選很多文人貶謫時寫的「魯蛇文章」，而不多選一些快樂

的文章？現代人學《論語》、老莊有什麼意義？） 

6. 講述時盡量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展現自己深入淺出的能力。 

7. 與前面學過的課次進行知識的聯結與回憶，展現自己對課程的掌握與精熟。 

8. 能多背一點課文真的是好的！在試教時能夠不一直低頭看課文、對課文信手拈來，

在試教時會顯得順暢且自然、自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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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教後專業問答（以西松高中複試、三民高中模擬面試為例）： 

問題舉隅： 

1. 你覺得〈晚遊六橋待月記〉這篇文章中哪裡展現出公安派的特色？ 

2. 〈晚遊六橋待月記〉是一篇比較輕鬆的晚明小品，和先秦兩漢的文章風格比較不一

樣，你會怎麼帶學生理解這一塊呢？ 

3. 你覺得〈晚遊六橋待月記〉最後為什麼要特地提到「山僧」呢？ 

4. 關於這一課，你會怎麼進行素養命題？ 

5. 針對本課，你會如何落實文本閱讀的引導？ 

6. 針對本課，你會如何安排教學脈絡與情境？ 

7. 如何將 108課綱的素養導向融入你的國文課之中？ 

8. 「終身學習」的學習目標，如何在國文課中表現出來？ 

9. 若你是高二高三導師，你會怎麼帶學生思考未來選擇科系跟進行思辨的訓練？ 

10.若你是高一導師，你會怎麼規劃學生學習方向？ 

11.老師是小說專業，你會如何運用金瓶梅帶出性平等性別的議題？ 

12.以國文科而言，你會如何去帶領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13.如果紅樓夢要另外選一段當課文，你會選哪個章節？ 

14.老師的資歷較淺，如果學校有老師不願意配合新課綱走向，你如何說服他們運用素

養導向的教學方式？ 

 

五、行政口試（以西松高中複試行政口試、三民高中模擬面試為例）： 

※許多問題會結合老師在自傳、教學檔案中透露的個人特色來問，比如科系、社團經驗、

活動經驗等。 

※一定要掌握該校在新課綱中是否已擬定未來的發展方向！（如西松是 IB課程） 

天王級問題，必準備：身為教師、行政，你會怎麼幫助學校跟上新課綱的腳步？ 

新課綱、學校、個人相關問題舉隅： 

1. 我們也需要（某處室）的人才，你有參與或協助過該處室的活動嗎？會想加入該處

室嗎？ 

2. 如果要選接導師或接行政，你選哪個？為什麼？ 

3. 你對 108課綱中印象最深刻之處？這部分要如何和教學做連結？ 

4. 你對哪個行政的位子最有興趣？ 

5. 讓學生接軌國際，除了教學生各國文化外，你還有沒有其他想法？ 

6. 為何想報考我們學校？我們學校有何特色？你如果來，會如何結合教學，助我們發

展特色？ 

7. 覺得自己和其他人哪裡不一樣？為何要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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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過去的實習、教學經驗中，你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9. 如果在教學或行政上碰到困難，你要如何解決？ 

10.在教學（或行政）過程中，如果遇到有老師不願配合，怎麼辦？ 

11.我校想發展跨國視訊課程，你會如何規劃？ 

12.你覺得行政跟教學會有衝突嗎？ 

13.你在行政上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14.你認為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15.你對跨領域課程的看法為何？ 

 

學生相關問題舉隅： 

1. 老師履歷上說以前是念三類組，但是大學選擇國文系，如果有學生不知道怎麼選組

選科系，你會怎麼幫他？ 

2. 若班上有妥瑞氏症的學生，你會怎麼處理？ 

3. 遇到班級發生性騷擾案件，你要如何處理？ 

4. 老師履歷上說曾有交換經驗，你覺得他國學生與臺灣學生的不同在哪？（國文教育

的不同在哪？） 

5. 討論學習法如何與課程結合？成效如何？ 

6. 若有視障特殊生（弱視），你要如何安排板書？怎麼處理？ 

7. 如果碰到學生本身硬體設施不足的問題，你會如何克服？ 

8. 作為導師，你會怎麼進行手機規範與管理？如果學生交假手機怎麼辦？ 

9. 遇到班級發生性侵案，你會如何處理？ 

10.如果學生上課一直睡覺、滑手機，你會如何處理？ 

11.當你上課時，有些同學在睡覺，有些同學在吵鬧，你如何管理？ 

12.班上同學中，如有班對，或有交往男女朋友，你如何處理？ 

13.如果你在課堂上惹學生生氣，他情緒已經大爆炸了，你會怎麼處理？ 

14.班上如有少部分同學因為壓力太大，而跟其他任課教師說你帶班情形，甚至批評你，

你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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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甄初試題目試做： 

1. （西松高中 109第一題）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簡稱國寫)包含兩大測驗目標——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與情意

的感受抒發能力，期望讓考生有機會充分展現自己的專長。請根據所提供的文本，

選擇測驗目標，設計一道國寫題目(內含兩小題)並完成相關項目內容。文本與命題

說明如下： 

1920 年代的時候，一位先生說:「書只是供給知識的一種工具，供給知識其實並不

一定要靠書。」他又說:「太古時代沒有書，將來也可不必有書，書的需要可以說

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現象。」說話的人，是民國初年的教育家夏丏尊。他沒來得及看

到網路時代的來臨，但是他所歸納的，也在預言今天網路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人類對世界認知的方式，先是有觀察，再用圖像、肢體表達、音樂、語言，之 後

再發展出文字來表達。在文字出現之前，人類的「閱讀」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

以聲音、圖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而存在的。  

人類演化了幾百萬年，終於在最後的五千年出現文字，以及其後更近的時間出 現

書籍來方便文字的傳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人類在使用了文字與書籍一段路程之

後，又透過科技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企圖擺脫文字與書籍閱讀的限制，也是一種

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從某個角度而言，我

們的確是進入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全新時代，網路出現的本意，雖然是為了方便

文字的交換與傳播，但卻註定要提供一個文字以外的閱讀與溝通的過程。網路終 將

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 

讓人類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種種全新的發展，難免令我們忐忑不安。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能不過是

回到過去，恢復一些被壓抑了許久的需求。所以我對伴隨網路時代而來的圖像閱

讀、影音閱讀、多媒體閱讀等等，沒有那麼多擔心。因為這不是人類沒有過的經驗，

更不是人類不需要的經驗，只是過去幾千年被壓抑後的釋放而已。  

我們需要擔心的，與其說是這些發展會不會破壞文字閱讀、書籍閱讀，不如說是如

何讓文字閱讀與書籍閱讀，配合這些既古老又新興的多媒體閱讀形式，一起產生更

新的作用。(改寫自郝明義《越讀者》)  

1、 請依據上文，自行擇定測驗目標，設計一大題國寫題，內含兩小題。本國寫題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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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請依兩小題和命題規準酌予配分。(16%)  

2、 完整呈現兩小題的題目之後，請依題序分別完成下列項目的說明:【命題用意】、【評

分 原則和參考答案】和【評分特殊原則】。(24%)  

注意:【評分原則和參考答案】須以表格形式呈現。請參考大考中心國寫閱卷「等級分

數對 照表」，結合學生可能的作答情形，製作方便閱卷人員使用的評分原則說明和參考

答案。 

 

答題內容：  

1.(1)根據引文，請問作者對「閱讀」的看法為何？（6 分，限 80字，請勿照抄引文）

(2)根據近年調查，國人閱讀紙本書的比率降低，但以網路為媒介的閱讀比率則大幅提

升。請書寫一篇至少文長 500字的文章，說明你對此現象的看法。（19分） 

2.【命題用意】(1)評量學生擷取重要訊息、分析統整之能力。(2)評量學生對當代現象

進行分析、思辨、表達之能力。 

【評分原則和參考答案】(1)參考答案：閱讀是認識世界的方式，不一定要透過紙本書

或文字，如古代透過觀察、圖像、肢體表達、音樂、氣味等、現代透過網路、影音媒體

等方式，也是一種閱讀。評分原則：若能說明清楚「閱讀是認識世界的方式，不限制以

紙本文字為媒介」的旨意，且文句通順無錯字，則得 6分；若只寫出「閱讀不限媒介」

或文句不通順、有些許錯字，則得 3分；若文字過度片斷零碎、不成文，得 0分。 

(2)內容須清楚表明「我對此現象的看法」，立場不限，並提出個人對「閱讀」的思辨與

論證以支持此看法。 

A A+ 包含「對紙本書、網路媒介閱讀的立場」、「此立場的論證」、「對閱讀的看法」

三要素，文字通順且條理清晰 

A 包含上述三部分，但有些許錯字或文法錯誤 

B B+ 只寫出上述三要素的其中一部分，但文句尚稱通順 

B 承上，有些許錯字或文法錯誤 

C C+ 只寫出片斷關鍵字，文句邏輯斷裂或無法自圓其說 

C 承上，加上過度錯字、文法錯誤 

0 照抄引文或嚴重離題 

【評分特殊原則】 

(1)若認為作者「贊成電子書」，錯誤解讀文意，得 0分。 

若寫出「作者認為不用擔心電子書、網路多媒體的發展」、「作者重視更新的閱讀作

用」等符合文意但誤解題意的答案，最多 3分。 

(2)若未能清楚表明對閱讀媒介趨勢改變的立場，搖擺不定，最多得 B。 

若沒有論證或論證不足以支持論點，最多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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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竟或文長不足，最多得 C。 

2. 西松高中 109第三題： 

請設計一門多元選修的教案，內容應包括： 

(一) 課程名稱  

(二) 課程目標 

(三) 所涉及的相關學科領域 

(四) 如何呼應新課綱三面九項之素養指標 

(五) 如何呼應本校 5C 願景及課程能力指標（有附表：西松校本 5C願景及能力指標） 

(六) 課程進度 

(七) 評量方式 

(八) 預期成效  

答題內容： 

(一) 課程名稱：古典小說中的生命力 

(二) 課程目標：培養學生細讀文本，從中進行分析與思辨，進而聯結自身生命經驗，

興發對自我生命的體悟與認識。 

(三) 涉及相關學科領域：資訊科、表演藝術 

(四) 如何呼應素養指標： 

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透過細讀文本啟發對生命的思考與體悟 

溝通互動：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透過閱讀小說培養文學作品美感的鑑賞力 

社會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透過小組改編劇本、拍攝短片培養團隊合作與溝

通能力 

(五) 如何呼應西松 5C願景： 

探索力：發掘小說文本中的細節與矛盾之處，從中進行問題思辨 

創造力：以現代角度重新詮釋、改編古代小說劇情與結局 

文化力：以現代角度觀照並反思古代語境下的小說面貌 

協作力：與他人相互合作解決課堂問題，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溝通力：善用資訊課學會的影片剪輯，團隊創作小說改編短片 

(六) 課程進度： 

1-3週：〈聶隱娘〉——女性自主形象的突破 

4-6週：〈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愛情與麵包的抉擇、真心換絕情的處理 

7-15週：《紅樓夢》寶玉＆黛玉選篇——自我情緒的消化與表達、溝通技巧 

《紅樓夢》寶釵選篇——圓融處事的智慧 

《紅樓夢》探春選篇——突破自身限制的才志 

16-19週：小組劇本與短片製作（與表藝、資訊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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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週：小組期末短片與劇本發表 

(七) 評量方式： 

1. 課堂問題討論（小組） 

2. 讀書札記（個人） 

3. 期末小組改編劇本（小組） 

4. 期末小組短片（小組） 

(八) 預期成效： 

1. 課堂中培養細讀長篇文本的耐心與能力 

2. 能找到文本中值得深思探究的重點，並經由思辨提出自我解釋 

3. 能提取文本中與自身生命經驗相呼應的部分，透過閱讀昇華個人面對生命問題的

智慧與眼界 

4. 分組作業時能與他人有效協作溝通、團隊合作 

5. 能運用想像力、創作力、科技能力，新詮並改編古典作品為新劇本、拍攝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