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甄心得分享
李錦華
97 地理學系
台北縣立明德高中國中部教師
以下是個人小小心得，僅供參考，每個人應該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南投私立普台
高中國中部教師正取：筆詴、口詴普通，覺得是靠詴教翻盤。
台北縣聯招正取 3（304 取 4）
：筆詴 89.5，詴教 82.5(我很緊張，我覺得教得很爛)，口
詴 89.5=>心得：不管是筆詴、詴教、口詴，全部分數盡量都要很高，才有機會正取！
分數是斤斤計較的，尤其是到複詴，都只差一點點而已（我跟正取 1 筆詴差 2 分，總分
跟正取 4 差 0 點幾分而已）
時程表：【書單】
7月
實習前

張春興教心、黃德祥青發兩個禮拜看完
陳嘉陽教概第一冊兩個禮拜看完(後來出現新版)
戴帥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

8 月~1 月 陳嘉陽教概第二冊一個月看完
實習時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兩個禮拜看完
陳奎喜教育社會學一個禮拜看完
教檢題目做第一遍
蒐集要做教學檔案的照片(大學就開始收集照片~實習也常照相)、資料、教具（自
己做、跟書商要、學校要教具袋）
詴教教案寫完 1/3
練習口詴（哲銘老師給的題目、前年台北縣口詴題目）
、教案會討論、教育讀書會
討論
＊建議：高中課本（舊版新版都好）先念一遍
詴教教案寫完 1/2 以上
2 月~3 月 青發第二遍
教檢前
教社第二遍
戴帥教育綜合科目（這本書第一次很難念下去，當你念越多書時，會覺得這本真
的很不錯）
戴帥 Q&A（有題目詳解，省下找答案時間）
教概第二遍(第一、二冊、三冊)
程薇教心
歐文史哲
國文教檢前一個月每天半小時(國中基測複習參考書)
高明法規
高明教測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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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檢考古題做三遍以上
教甄題目教育歷屆考題做兩遍
看函授有寄來的補習班統整資料
4 月前半

兩個禮拜做完個人檔案、學習單、班級經營手冊(不小心做太久太多…)
＊建議：不用做那麼多，但三折頁要做好，台北口委很認真看我的三折頁和班經
手冊，並從中問了許多關於班級經營、實習學校的問題。普台的方丈則是很認真
看我那本很厚的個人檔案

4 月後半 詴教教案(5 月底完成)、練習板書板圖（一個禮拜回學校聽課時，順便練習一到兩
月~6 月
次）
教甄前
戴帥教綜第二遍
看函授寄來的補習班資料
做 5000 題(上)(下)，做兩遍（剛開始做會打擊信心很大的題目，因為都很難）
高明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舊版國中、高中地理課本
新版高中地理課本
龍騰高中地理複習參考書（通論寫得不錯）
南一智慧型參考書（寫的不錯，中國和世界部分）
10 天外埠參觀手冊(多鄉土地理、地方文史)
指考學測考古題做 2 次
基測、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奧林匹亞考古題 1 次
地理歷屆教甄考古題做 3 次
教育歷屆考古題 5 次以上
心得：
1.
2.
3.

國中教甄範圍比較廣，內容也雜，要讀很廣、很多、選擇題是考『再認』記憶誰比較多
地理也是考誰的再認記憶比較多，所以也是需要廣泛閱讀(高中可能就要深，準備方向不
一樣)，沒事可以多看地圖
補不補習看自己，盡早決定，我們永中實習老師是合買補習班函授(聽說光碟才是精華，
但是我比較少看光碟，我幾乎都看書)，如果補習班是看錄影帶，那可能就跟函授差不多

【心態】
1.

永中校長：
『在老師面前是學生，在學生面前是老師。』告訴自己，我已經準備好要當老
師了！

2.
3.

教甄很難考，但不是都考不上
每天起床、睡前為自己『信心喊話』三遍！（例：我可以把身體照顧好，我可以把教育
念好，我可以把教甄考好，我可以把詴教教好，我可以把口詴說好…看到哪階段，就喊
什麼！潛移默化下，我真的可以做到）~重要，大家都很忙，但是，越到後面，越要幫自
己加油！
翁叔平老師、怡靜：「別想太多，去做就是了！」某考上學姐：「別想太多，這段時間很

4.

2

5.
6.
7.

重要！」想太多是浪費、壓縮到你的讀書時間，倒不如利用這段時間去看書！
積極、認真、盡責：剛開始可能會遇到不想理你的老師，但是，表現積極、正向、認真、
盡責一面，他們會看在眼裡，一定願意幫助你，他們喜歡積極的老師
陳哲銘老師：『歐巴馬祖父對他說：不管你準備如何，永遠要對自己有信心！』
常懷感恩心、正向思考，多做好事，多幫助別人，下次可能就是他們幫助你。可以去拜
拜(土地公、媽祖、文昌君、孔子…看自己信仰)，教甄是努力加上一點運氣，信仰有時
可能是支持你走下去的力量。

【實習】
1.
2.

3.
4.
5.
6.
7.

8.
9.

一定會累，幾乎沒時間、沒體力念書，最後我就告訴自己，如果沒體力念書，我一定要
把班級經營、跟課、人際關係、行政…等其他方面專心做好
多跟『不同老師的課』
（永中有七八位地理老師，我也去看其他實習老師、其他科目老師
上課方式）
，學習不同優點，變成自己的，有機會，也爭取上課給不同老師看，請教他們
哪裡需要改進
跟實習夥伴、指導老師、行政處室的人『好好相處』
，分享班經心得、認識各處室、多結
善緣，分享訊息與交流，他們都可能成為你教甄路上的貴人！
教學觀摩不要太晚，這樣改進時間拖太久，建議 11 月底前
可利用放學時間在導師班練習板圖、板書，有時候學生也會留下來聽課，順便看他們的
反應如何
蒐集課本、教具、多照照片、多參加研習
多跟班上學生相處，學習危機處理、情緒輔導、秩序管理、活動領導…等，多跟有經驗
老師分享處理心得，請教如何處理，對以後口詴有幫助，推薦《國中三年快樂教》牧雨
軒著
班經要有原則，堅持，凡事有第一次，你會慌，學生也會跟著慌，要鎮靜，學生不喜歡
隨便的老師，你認真帶他們，他們都記在心裡
書是要認真念，實習更要認真實習！

【筆詴】
1.
2.

3.

要衝很高，沒有過筆詴，連複詴機會都沒有！我就是基隆、嘉義初詴都差一分飲恨
定目標，第一次做考古題 60 分，第二次就要 70、第三次 80、最後 90 以上，紀錄每次做
答日期，筆記是寫下錯誤的題目(不用寫太多)，提醒自己不能再錯，這樣才省時間，教
甄前也可以看
後設認知，知道自己會不會，例念完 Piaget，看到嬰兒會想到他是在哪個階段？

4.
5.

如果問你下列何者是錯的，要記得對的答案！以後出現機會很大！
考古題要做熟，常重複出現，做到看到題目，就知道要問你什麼答案！

【詴教】
1.

因要考普台(每課 20 分鐘)，所以 5 月底前強迫自己準備完每課 30 分鐘教案，各縣市聯
招會有不同時間，例 10 分鐘(北縣)、12、15、20 分鐘都有，多準備一點，緊張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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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要互動、會講得比較快！
要笑，評審臉一定很臭(多數)、不耐煩、不理你…都有可能，遇到會理你評審很少…，
不管如何，就在腦袋一直想像自己在學校上課會遇到什麼情況，別忘了互動、發問、點
人問問題、走動(有老師建議一定要走!)、手勢、表情、抑揚頓挫(但不要變成演講，是
上課)
眼神不要飄，要堅定不移，表現出自己是『有經驗』的老師，非有活力的老師！
引起動機要生活化、每課都可以放一題基測這課相關考題(不要多，只要一題)，結尾提
醒預習複習
板書板圖要練，越練越漂亮！怡靜說字越寫會越漂亮。寫板書畫圖時間如太久(也不能太
久)，可以邊畫邊提醒他們要寫筆記、假裝告訴他們要認真寫，不要讓時間冷掉，評審會
覺得你很浪費時間
大四上詴教很重要，學習上課的整體過程與感覺、要注意的細節，同組間彼此相互激勵、

提意見改進，才會進步，感謝多啦、怡靜和冠芝學姐的幫忙！
7. 寫上這課主題後，在寫上要學生打開的課本頁數(例 P35)，用課本上課
8. A4 紙寫上板書架構，板書色彩要豐富，寫字要快、整齊、不一定要超級美，但不能太草
9. 講到重點要慢、重述，面對學生說，盡量不要給學生一直看屁股，正面，隨時環顧整間
教室，我指導老師說，在教室，要把自己想像成「我是女王」(這個境界好高)
10. 上課要是開心愉悅的，學生才能感受你的喜悅，如果都不能說服自己，不可能說服他人(例
台北口詴問到，你覺得成功地理教學要素有些，我說，我覺得先有快樂的老師，才有快
樂的學生；他好像嚇到，馬上反問，你覺得教學很快樂嗎?我說對啊，他就滿意了換下個
題目了)
【口詴】
1.

2.
3.
4.
5.
6.

台北口詴除第一題自我介紹一分鐘(我準備三種版本：1、2、3 分鐘)，最後一題是家長
問題，其他中間 8 分鐘都在問我在永和國中遇到哪什麼情況，假設情境如何解決、要如
何處理班級經營問題、地理教學元素有哪些、如何善用媒體融入地理教學等…，他越問
越兇，越問越難、問題越來越長、插入打斷你的回答，可是要表現有經驗、有教學熱忱、
堅定不移的態度，他才會放過你。不可以想太久、傻笑、呆掉。聽不清楚可以再請老師
重述問題(不可太多次)，不會老實回答，切忌胡說八道(當過口委的主任說的)
看教育科目是培養口詴問題想法的時候，多融入教育概念(例：你學生不打掃怎麼辦？我
說：告訴他先掃完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根據普里馬克原理)
回答時多舉實習遇過的實例回答，表示你是有經驗的老師(你如何融入資訊教育?實習時
教到氣候曾經在吃飯時，用班上電視機教他們看氣象報告)
多找資深老師、有班經經驗、有熱忱老師、行政處事同仁、實習夥伴等聊天(請教問題)，
培養班經想法
絕對不要慌，不然會聽不懂，太長問題挑重點回答
最後要變成是自己獨一無二的想法

【讀書教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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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不組看自己，我都有，但是覺得教育科目的效果好像不佳，有的可以組的很好，有的
不行，你如果覺得好就繼續，效果不好就不要再繼續下去。即使有教案會，別人寫的我都當
參考，只看引起動機如何寫，其他每課我幾乎都改寫、重寫變成自己的，不然教出來的很不
自然。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絕對不要熬夜！寧願早起(5 點最晚 6 點)早睡(10 點多最晚 11 點)，要午睡(20~30 分鐘)
一定要去運動，沒時間運動不是藉口！運動是放鬆的時候，不然會彈性疲乏(我是一禮拜
游泳 2~3 次，每次運動也不宜太久，另有考上同學是去跑操場 15 分鐘)。
三餐正常吃，才有力氣念書。
多請教學長姐，他們的學習方法可以做參考和目標(感謝大維學長、順貿學長、宜文學姊、
佳兒學姊、怡廷學姊、芷榕學姊之前的分享)，但是要轉變成自己的方法。有問題請教指
導老師、同學，他們都很願意幫忙(感謝哲銘老師、地理系 97 級)。
隨著考季來臨，壓力越來越大，有問題、情緒不對，一定要有出口，不要一個人壓著，
胡思亂想。
不要碰網路(越到考前，ptt 實習教師板越覺得可怕，可能有謠言，但是挑重點看)、電
視，我是 5 月才開始有網路，如果你是像我一樣自制力不夠的人，建議到圖書館或是 K
書中心(感謝央圖)，千萬不要一晃眼，時間就浪費掉了！
找到可以激勵自己的夥伴、鼓勵、吐口水的夥伴，偶爾刺激一下才知道自己努力還是不
夠(感謝怡倩、怡靜、淑婷)，比好不比壞。
下學期也跟課，一禮拜回一次學校，知道學校、班級狀況，不因實習結束而遠離教育現
場。
考前別沉迷簡章、各縣市錄取率(一點都不準)、別忘記報名時間，還要記得去交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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