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流浪教師
劉權賢
物理學系
台北市古亭國中
壹、 前言
傳承，讓後輩能夠有方向，回想自己當時懵懵懂懂一路走來，若沒有前輩的提攜指點，
不免跌倒碰傷，所以一字一句地敲打出這篇文章。文章分成兩大部分：教檢和教甄，希望能
給需要的人一些幫助。另外我想說老掉牙的話，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的，我實習時念的書和
教材、還有很多資料和教甄教檢資訊，都是在大四的時候就老早準備好 7.8 成了，重要的是
要清楚自己在為什麼努刂。另外，還沒有當兵又沒有考取研究所辦保留的男生們難免會有點
慌，在本文最後面「躲兵役實戰寶典之教育替代役申請」會有說明。
貳、 教檢心得分享
我是在高雄陽明國中實習，因為我們數理資優班出營隊，所以我畢業完都沒玩到，6/29
就被徵召回高雄陽明幫忙，剛進去就被年輕的學長姐老師們叮說要念教育，所以我從 7/1 開
始踏上念教育的旅程。
一、 七月：
9:00~12:00，14:00~17:00，19:00~22:00 一天分成三個時段去念書，並且我
把一週所有能念書的時間加起來除以 2，一部份念「戴帥教育專業科目」，一部份
寫自己從 1111 教職網(見最後面網址)抓下來，去影印店輸出的「理化教甄考古」。
＊七月任務：教育專業方面：我用一個月天天狂 K 把戴帥 K 完第一遍。(先以
量取勝，質先放著)；理化專業方面：先知道考詴方向，我一開始大約都 6X、7X
分(建議先用 word 劃出表格，統計每個單元出題的比重，見圖一)。

圖一 word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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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月：
早上實習半天剰兩時段念，總時間除以 3。理化專業換成念高中考大學的書，
「邱博之化學-九陰真經上、下」、「建中阿信老師的物理講義」；教育方面開始念
陳嘉陽，我是念我彰師 94 級三姊的書，有點舊，第一遍念當成看小說，重要的是
把重點畫下來，方便第二次念的時候背！背！背！要不要寫重點看個人，這就是
我為何選擇戴帥教育專業而不是主題式，戴帥教專你可以把它當成是陳嘉陽的筆
記，只是它會少一些些東西，不過你補那一點點缺的東西，空出的時間可以一直
背，比整本筆記自己做來的划算許多，準備一些 26 孔紙加一支美工刀和口紅膠，
到時會派上用場，至於何時，且讓我賣個關子。另外一份時間用來念青心和國文，
青心念兩本「黃德祥粉紅」
、
「黃天」
；國文「搶戰」
；所以時間分配，教育：理化：
青心：國文＝2：2：1：1，自己插時間。
＊八月任務：教育方面：陳嘉陽、青心；國文：搶戰、古文觀止；理化：準
備大學聯考的方式。
三、 九月：
開始正式實習，陳嘉陽已經跑到中冊接下冊，相信我，你有八成的實習同事
這時連陳嘉陽都還在等團購，因為團購比較便宜……你就持續的念下去，旁邊的
人會在那邊胡說八道說「聽說要多買什麼、要多看什麼」
，或學校會辦很多學長姐
的講座，記得先看他們考到哪裡，再考慮要不要認真用心聽！相信自己所念的！
多少學長姐成功考上的例子擺在眼前，在那邊跑來跑去找一些早就絕版的書是很
愚昧的事，我直接的說好了：我沒有在實習這一年翻開過張春興大師的教心，也
沒有翻開過郭生玉大師的教測評，因為，我大學三年間修教育學分的過程中，教
心早已翻過不下三次，為何現在準備考詴又要看專書？其實是不需要的。
另外讀書會是給有怠惰個性的人參加的，倘若你很獨立，也很有自己一套讀
書的計畫、策略，那就不要也不需參加讀書會，因為背的東西最後也是要自己花
時間背，不是大家重點提一提就會記得起來的。不過若是不參加好像很不合群，
那就當讀書會是休息時間，他們在開你聽一聽就可以了，稍微讓腦子休息一下，
因為讀書會若不是每個人都很強，那強的人會變弱，弱的人會拖垮大家進度。
若大家都很強可以這樣做：每兩個人一組，各自抓 92-98 的教甄考古 4 份，
不要重複，並且把當次要討論的章節的題目通通抓出來，例如教心，然後全部抓
到一份考卷上就變成一份精華考卷了，當次討論印下來，做一個反向檢索，從題
目回去陳嘉陽抓陳嘉陽的重點，終究準備考詴跟做學問是兩碼子事，考不出來就
是考不出來，不要說你有多深內刂，不要小看這樣子做，半年後，你們會做出一
本比陳嘉陽題庫本還要強的題庫本！
＊九月任務：第一次返校座談，聽老師們在講如何準備教檢時，陳嘉陽已經
念了 7.8 成。當然國文、青心、理化都還在持續 K。
四、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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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因為有實習同事很沒有讀書風氣，在辦公都在聊天，很吵，所以我採
用「2 分法」，在學校有空閒時就念物理化學，考古題暑假做過，所以現在要打好
基礎，重新念像準備大學聯考這樣。一下班馬上回家吃飯，吃完飯最晚七點要坐
在圖書館，念到十點，只碰教育和國文，不准碰物理化學，這樣的生活從學校開
始上整天班開始持續到 11 月底。不要說什麼實習下班都好累，我想請問一下，有
誰實習不累的請舉一下手，上班當然累，因為你是社會人士了，不再是學生，請
自己定位好，把奶嘴丟得遠遠的，再累還是要ㄍㄧㄥ下去！
＊十月任務：持續的念，現在在打地基，地基打得穩，教檢前人家在通霄緊
張，你在威秀看電影，考出來還他沒過你 high 趴，就是這樣開心！考前人家看到
我都會說：「怎麼搞的你都老神在在？」就是這樣來的。
五、 十一月：
陳嘉陽也結束第一次，開始衝題庫本，做一個反向檢索，因為我們的讀書會
零零落落，若你使用我上面說的那種大家通刂合作抓題的方法，你可能省下我這
一個半月做的事情，在你開讀書會的同時把它完成了！我利用每一章節的題目回
去陳嘉陽三大本標重點，並同時打開戴帥補重點，所以圖書館我對面一定不會坐
人，因為我桌上攤開三大本書：題庫本、陳嘉陽、戴帥，加上一些切得亂七八糟
的 26 孔紙，這樣過了一個半月，算是陳嘉陽、戴帥的第二次，這時也還沒有背到
應該背的 4 成，但是該背什麼都清楚了，因為你知道什麼會考什麼不會考。
另外青心和國文都是插空念，教育：青心：國文＝4：1：1，所以青心和國文
是隔天念。
＊十一月任務：教育和專業科目一樣是主軸，其他是插花，但插花也要插得
好看，不要到時把主角給拖下水了。若有照著節奏念，此時你會因為做考古題每
每都吃法規的虧而必須去買志光的法規來 K，像貼英文字典的標籤一樣，只把重要
的法規貼出來，翻起來比較快。
六、 十二月：
11 月底返校回來，我物理化學搞定了第一次，開始狂衝理化考古題，8X、9X
的佔 8 成，但是還沒有計時寫，所以會假性高分，不過給自己一點成就感是必要
的。然後下班後開始轉戰 K 書中心，每天 6 點準時就做念到 11 點，衝戴帥第三遍，
這時任務很簡單，哪些會考哪些重要都心裡有數了，就狂背，真的讀得心很煩很
累，就寫考古題，教甄教檢都一樣，不要在那邊分什麼教檢又還沒有要考，教甄
時再念，要通通念！
然後希望大家有一個正向的角度看教檢，教檢是在幫助我們這些有料的人，
踢掉那些亂七八糟的人，開放師資培育後當然應該要有品質過濾的措施，這是很
正常的！然後有些人說「教檢的分數沒什麼意義，過不過才是重點」
，其實我覺得
應該反過來說，「過不過沒什麼意義，分數才是重點」，過是一定會過的只要你認
真，然後分數是給我們一個形成性評量，看看這半年這樣念教育成效怎樣，以作
為下學期拼教甄的修正。看到有人拿著平均 60 幾的成績單 PO 到 BBS 上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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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教檢有過就好，好像以為拿到國小教甄的入場券就能進辦公室一樣，畫面
很打趣！所以，請搞清楚狀況，我們永遠是在為教甄做準備，考上正式老師是我
們唯一的目標！
＊十二月任務：專業已經達到一個里程碑，教育、國文、青心則繼續。
七、 一月：
開始完全不碰理化了，專心 K 教育，在學校海 K 教甄考古題，市面上因為沒
市場，大家都在念教檢，所以出版社是不會賣教甄考古題的，我就自己到輸出店
輸出，B5、封膠。就這樣持續到一月底，一月底戴帥又跑完一遍，即第三遍。累
了就寫教檢考古，可以開始寫了，不要怕，還要寫兩遍呢！我的習慣是選擇題用
15 分鐘內寫完，其他留給問答。
一月底我們數理資優辦公室出營隊，當成調劑身心，玩的超開心！
＊一月任務：專業停，教甄教檢教育考古題進來。至少選擇題要有 7 成的答
對率，有的是正常，沒有的檢討一下自己問題出在哪裡，到 8 成答對率的，可以
讓自己有喘口氣的空間。
八、 二月：
開始排了個 20 天衝刺計畫，念全天，每 3 天念兩章，也就是一章一天半，我
用戴帥，節奏很快，也很刺激，中間被過年隔開，我整整 14 天沒有碰書，因為我
計畫上就是沒有排，讓自己休息。最後只花一個禮拜做一些自以為是的問答題練
習，根本沒用，寫得好爛，問答滿分 140 才拿 82，但選擇部分 260 分拿 223，算
是有 85％的精熟成度，還算滿意，記得喔，教甄又不考申論，對吧！高有什麼用？
還有就是，像我寫 96 教檢，選擇 270 拿 233，有沒有發現很詭異，跟今年我
考的一樣，因為教育原理與制度被抽 10 分到問答，所以選擇滿分 260 我拿 223，
換句話說考古真的要多琢磨！另外說說我台北教甄的趣事，我共寫了 92 到 98 的
理化專業考古題，全台國中大概有 24 份左右，我這 24 份又重複做了 4 次，最後
考前一個，我估一下我大概教甄會考 88，最後考出來 87，差一分而已，千萬要相
信考古題的威刂，威刂嚇死人！
＊二月任務：考古題再多讀幾遍，法規一定要看，不然你準丟分！然後考前
難免會心浮氣躁，記得不要把氣出在家人身上，抑或是路旁的小動物，教檢沒有
很難，我考完的心得是：「閉著眼睛考也會過，難怪流浪教師滿街跑」，所以要相
信自己的努刂！
後記：附上教檢成績單
科目

測驗題

問答題（作文）

違規扣分

得分

國語文能刂測驗

52/60

26.50/40

0.00

78.50

教育原理與制度

51/60

16.00/40

0.00

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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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56/70

22.00/30

0.00

78.00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64/70

18.00/30

0.00

82.00

總平均：76.3750

檢定結果：及格

我是覺得，專業和教育不要分得太清，就配合著念，不要想說教甄還很遠就都不碰，我
實習結束前就完成教甄理化專業 20 幾回，92 到 98 年一輪，然後教育專業 30 幾回第一遍。
另外記得：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難免世上就有討人厭的人，又是實習同事
的時候當然吃不消，就忍著點吧！
書單：教育類：陳嘉陽、戴帥教育專業、黃德祥、黃天青發
邱博之九陰國語文：搶戰
物理：阿信老師物理教室(網路上搜尋一下)
化學：真經上、下
參、 教甄心得分享
大四聽某國中校長的演講：「…當你們當你也看到那些來詴教口詴的老師時，你也會覺
得：就讓他們去流浪吧！」此話言猶在耳，我想在大眾抨擊開放師資培育而產生大批流浪教
師的同時，師培生是否也應該回過頭來檢討一下，是否在開放市場的同時，商品競爭刂下滑
也是造成產品滯銷的原因之一，而且還佔了大部分因素，在這樣的反省下，我努刂打破「流
浪教師滿街跑」的迷思，期許準老師們能更加倍努刂！
因為我本身是學理科的，所以我倡導以科學管理的方式來準備考詴，才不會流於隨興、
蹉跎光陰，以下，我將以月為單位，輔以說明每個時期應該做的任務，期許屆時，每個有心、
有教育愛的老師，都能展翅高飛，向著自己的舞台！
一、 三月：
因為我在學校實習時，跟的老師有教我做科展，所以從考完教檢，我沒有休
息，一路從 3/8 號衝到 3/15 交科展報告，天天早上到學校做實驗、寫報告，到下
午五點，到 K 書中心去 K 到晚上 11 點才回家，這段時間甚至到接近交科展報告出
去的前一週，我直接住在學校辦公室，通霄做到早上 6 點，回家洗個澡，吃個早
餐又回到學校繼續第二天的工作，雖然很累，但是現在回憶起來，特別有味道！
我想告訴各位學弟妹的是，回憶一下大學班上那些常被當的同學，是不是大部份
都是那種很混的、天天無所事事像遊魂一樣飛來飛去的，所以，真的不要怕！真
正的強者都是一堆外務，忙到到翻過去，但份內的事卻都可以一個一個搞定，不
要在那邊一時無刻的死抱著書念，要分配時間，否則效率也會下降，有空時可以
約約會，運運動，看看電影，甚至爬爬山，記得不要邊爬山邊看陳嘉陽就好！
時間分配：3 分法，教育、物理、化學，若你是別種科目的，我是建議例如國
文就 2 分法：教育、國文專業，而且記得念書不要一天就整個都 K 一科，我知道
這是 stereotype 但還是要說，記得要用交錯的，就像重量訓練，用循環的練、用
組來算一樣，一個動作作 10 下乘以四組絕對比一次做完 40 下來的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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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教甄準備行事曆
另外，記得找個時間，好好逛逛 1111 教職網：
http://202.153.190.193/forum/index.php
註冊後，看看各個地區、你的科別的報名人數和錄取率，自己心裡要有個底，
考古題也是在上面抓的，我有統計我要考的地區，並且用 excel 作成長條圖，縮
小成卡片並護貝，放在 schedule 就天天可以督促自己，見上圖。
然後，三分法可以直接寫在 schedule 上，見上圖。
＊三月任務：新版陳嘉陽啟動，物理化學第二遍進行式，考古題每天要寫一
回。
二、 四月：
交完科展報告後，開始訓練學生，並且老師把他其中兩班國二，一週各抽一
節課讓我上，老師說不要讓上台的態度跑掉，我直到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這幾週上
台有多麼重要，後面會提到。這幾週一樣是早上科展，晚上 K 中，有些人說這樣
不是很花錢，K 中一個晚上就 50 幾塊，但我的想法是這樣，若讓你繳 5000 元送你
一個正職教師你要不要，我想大家答案絕對都一樣是三個字：好好好！所以不要
在那邊小心眼了，等你考上正式老師，這些小東西根本是個 X，但前提是要有效率
的 K，不是繳了錢在那邊睡。
這段時間一樣是 3 分法，直接這樣說好了，我到考前一週都持續 3 分法，因
為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喜歡的科目就多碰點，討厭的就「少少益善」
，為了杜絕
這樣的慣性，務必要求自己按表抄課，讀書計畫就是這樣的效用，像老師站在旁
邊跟你說現在要讀什麼一樣。這段時間我已經開始進行 98 年底出的新版陳嘉陽第
一遍，而物理化學不斷重複 K 題目，做到看到題目想到解法，但不是看到題目想
到答案，這應該不用多說。
＊四月任務：新版陳嘉陽第一遍進行式，還沒有教甄考古，上學期作的先擱
在一旁；物理化學第二遍四月底完成，理化專業考古第二遍完成，理化考古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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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一遍就要換下一本新的，整本要乾淨的開始。
三、 五月：

圖三 作息時間表
四月 22 號，我比完科展，只拿到高雄物理組第三，有點沮喪，但想到暑假不
用忙全國展，心裡就釋然許多。並且我開始進入全天候備戰狀態，計畫如右圖；
早上八點務必準時坐在 K 中坐位上，一路 K 到中午 12 點放飯，午飯和午休在 12
點到 1 點內完成，下午一點開始起床到下午 5 點，晚飯加晚休在 5 點到 6 點內完
成，晚上 6 點一路到 11 點。這叫 333 模式：一天分三時段，每時段都有念到 3 科，
並且這三科佔總時數各占 3 分之一，因為我是念科學的，所以我會用這樣科學的
管理方式來管理我的念書進程。這樣子讀起來，發現讀書方式比之前快速三倍，
於是我很快的從 4 月底到 5 月中滾完物理化學第三遍，新版陳嘉陽在母親節 5/9
前一晚完成，在同月月底完成第二遍。
這時候，我覺得念書念這樣，勝算已經不小，筆詴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但
是我開始想，台北筆詴只當門檻，複詴大家重新比詴教和口詴，所以我開始思索
我的優勢在哪裡(類似 SWOT 分析這樣)，我發現我的詴教似乎沒有什麼賣點，我資
歷沒有比別人多，於是我開始每天撥出 1.5 個小時作學習單和教案，所以說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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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奉勸各位若你已經設定要考台北，那上學期實習時，就要邊做教案和學習
單，甚至是教具，大多數的人包括我也不例外，都會覺得先進複詴再說，但你要
想，要是不小心進了複詴呢，從初詴放榜到複詴只有短短的 4 天，扣掉外地到台
北的交通，你大概只有 3 天半，到時慌張度會是筆詴的百倍以上！不誇張，我就
是血淋淋的例子，筆詴我從不擔心，過了筆詴準備複詴這一週，我每次吃飯時間
看到食物就吐，因為當你覺得勝負取決於運氣而非能刂時，那種不踏實感會很嚴
重的侵蝕你喔！會很痛苦，不要到時才後悔。
＊五月任務：教育開始衝考古題第二次，物理化學作奇數題，限制 10 天完成
一遍為第四遍，之後五月底跨到六月中旬，物理化學再拼偶數題一遍，這是第五
遍。
四、 六月：
讀完書回到家就 11 點半，吃完消夜看一下新聞 12 點，洗完澡摸一摸就 12 點
半，開始緊鑼密鼓得作三折頁，我只做三折頁，因為我想說在電影院超過 40 秒的
電影預告就不易精彩，我只把我有賣點的東西推銷出去，像科展高雄第三，沒幾
個實習老師有做科展的，有得名的更少、然後我們國中辦了五個營隊，活動內容
和照片、再來就是大學經歷，像我當過家教社社長、系學會活動股長、代表台師
大鐵騎環島兩次等等的。

圖四 個人自傳
至於三折頁用什麼做，大多數人用微軟的 publisher 或 word，但我感覺難免
落於俗套，我用 photoshop cs3 作，見上圖，順便能在圖片上做一些美編。(另外
給大家一些圖片印刷的概念，大家到文具店買紙，若有看過紙的尺寸表，前一個
尺寸是原始尺寸，後一個尺寸是裁切尺寸，那為何要裁切，像我的圖整張都有底
色，但世界上沒有一台印刷機可以印到紙的最邊邊，邊都會留白，把邊裁掉後，
紙的尺寸大小就是裁切尺寸了。)
理化方面：這時候當然底子一定有，但要把考詴壓刂帶進來，所以考古仿真
計時作答！不准用計算紙，利用題目間隙計算！每一份考題，要求在 40 分鐘內完
成，這種速度才夠，不然屆時在考場上會有寫不完的窘況，照理說去年暑假時就
已經明白理化專業比的是速度。這時我的理化考古跑第四次，平均寫一份半小時，
我不擅長背答案，每一題都還要重新算，這樣的速度讓我覺得很滿意。然後要要
求自己做到「99 神功」
，就是 9 成的考古都能答對 9 成以上，其實我在跑第三次考
古吧，就有這樣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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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把錯的訂正，務必踏實訂正，否則到時候永遠錯的都同樣那幾題，
然後請培養出分辨題目答案是否有錯的能刂，這點很重要，不要被題目牽著鼻子
走瞎！我是這樣做的，把 95 到 98 共四年，全台抓出五都，我抓北市、縣、桃、
中、高，把這些共接近 25 分的考題，有錯的題目用手把題目抄下來，抄在 26 孔
紙並裁切貼在我之前說的戴帥後面，就這樣死記活背，也要把錯的弄到會，教育
寫到第三遍，之後寫一份教育考古題大約只要 20 分鐘，咻咻咻地一直過去，成績
也都能在 90 幾了，我是這樣的狀態上戰場的！
另外等到教育讀得差不多，務必花一點錢跟志光買「教育趨勢導報」
，它是季
刊，買六月號最新的那一季就好，我因為花這幾百塊，教育多對 2 題！若你是台
北人，可以去台師大圖書館，看看台師大的中等教育季刊，也是可以掌握教育最
新的脈動。
＊六月任務：教育理化收網：教育陳嘉陽 2 遍，考古 3 遍；物理化學專書 5
遍，理化考古 4 遍；教育趨勢導報；三折頁；學習單；教學檔案。
五、 上戰場
考前一晚必須要靜下來，隨便抓一份理化考古操一下，隔天出發去考詴前，
也要再操一份理化考古，然後記得，台北作答配時間教育 40 題、理化 40 題共 100
分鐘，教育務必不能花超過 15 分鐘，否則你理化必被吃掉分數，理化一題 1.5 分
被教育一題 1 分吃很划不來喔！
我筆詴的成績見下圖。

圖五 成績單
至於複詴，把平常老師給我上課的態度拿出來，另外我穿西裝，打領帶，進
教室的時候大聲喊同學好，記得自信和活刂決定你的生或死，然後對評審點個頭、
遞上三折頁，臉上的微笑不能少，想想人什麼時候不會微笑，緊張、疲憊、懶散、
剛睡醒，都是不好的對吧，所以反過來說，微笑就會是好的！
對了，差點忘記說，超級重要的，就是在實習的時候，多跟書商打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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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要齊各版本的教師用書，到考前，你會覺得一天你有空閒的時間，只剩下
凌晨四點到六點，要打理這些根本不可能，所以不要耍帥說「教師用書要幹嘛，
我不需要。」
進複詴後，這一週真的會很硬，完全比實刂，沒有實刂就變成看運氣！拿著
課本找有經驗的老師，有禮貌地問問老師，看抽到哪裡就要怎麼教、教哪裡，重
點是詴教類似教學演示，要花俏、活潑、與眾不同，你就想這是最後一戰，把全
身刂量輸出就對了，丟臉就丟臉，反正這輩子再遇到評審委員的機率應該也不大，
所以切記，要放得開喲！
然後口詴，我只能提供態度：自信、誠懇、讓評審覺得你是有料的！
最後很幸運的，我正取第 13，正取共 19 名，感謝老師辛苦指導，感謝家人和
朋友的精神支持，感謝神！
六、 教育類書單：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戴帥
 「教育概論上、中、下」－陳嘉陽
 「教育專業考古題 92~98」－自己
理化類書單：
 「阿信老師物理教室」－阿信老師
 「九陰真經上、下」－邱博之
 「理化專業考古題 92~98」－自己
七、 有用連結：






http://tft.tcte.edu.tw/page_exam98.php －教育部教檢官網
http://tw.club.yahoo.com/clubs/educationist68/ －教育圓夢網
http://202.153.190.193/forum/index.php －1111 教職網教甄討論區
http://www.tp.edu.tw/teacher/200503_certificate.jsp －北市教育入口網
http://tinyurl.com/2cpswds －國立教育資料館期刊下載

肆、 結語
最後要套兩句補習班名師的話：
「要是沒有考上，不是你不認真，而是有人比你更拼命！」
「讀教甄真的很累，但還是要保持笑容在臉上喔，不要苦瓜臉一整年嘿！」
一、 躲兵役實戰寶典之教育替代役
我就是大四當時沒有考研究所的例子，就我的想法未來少子化衝擊，大學畢業
就要趕緊進到國中去佔位子，否則到時研究所兩年出來，一切都是未知數。
現在的新制實習制度只有半年，前半年是實習「學生」
，所以算「在學」
，學校
自動幫你緩徵(在學者，學校軍訓處就會自動幫你辦緩徵)，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實
習，但在實習尾聲，就要開始響起「躲兵役作戰」的號角！
二、 利用報名研究所考詴來延兵役。請密切注意研究所的報名時間，請參網址：
http://home.anet.net.tw/white_5168/98mast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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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這裡可以知道每間研究所的報名、考詴、放榜的時程，因為每個地方的市公所或區
公所兵役處辦事方法不同，有些延徵是延到考詴放榜(網路上有人分享的)，而我是
高雄市市公所兵役處辦延徵的，那位小姐很阿莎刂地幫我從 2 月 20 號入伍延到 11
月 15 號，省去我一大堆麻煩，我只用報名繳費單(轉帳收據)作為延徵憑據，連考
詴都沒去考，所以若是遇到很刁的兵役課，問清楚是延到什麼時候，再決定要不要
去考，然後決定要不要考上，這些就自己權宜操作。
四、 再來 3 月中考教檢，教檢之所以調到 3 月而不是 97 級他們考的 4 月初，就是因為
要配合「教育專長替代役」的辦理，首先先大致介紹一下替代役，替代役就像斯斯
有分兩種，一種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替代役，有點像繞口令，反正就是身體有些不方
便而判定成替代役體位的，再來第二種，是專長替代役，因為本身有執照、有某些
專業，去當大頭兵太可惜了，所以這種替代役取決於：
「你有沒有專長」
，像教師證
就是一個專長，這樣清楚了嗎。
五、 而不管你是哪種替代役，申請時間全年都只有那麼一次，4 月的某一個禮拜，就因
為一年就這麼一次，錯過了就無緣囉，請密切注意，每年有幾天的誤差，反正就是
4 月 15 日的前後，有沒有發現是在教師檢定放榜的附近，詳情請洽役政署網頁，到
時先在役政署網頁上面註冊報名，再利用「職前教育證明書」
、
「畢業證書」
、
「教師
檢定成績單」
、
「A4 信封配上限掛郵票*兩組」
，到兵役課去申請就可以了，我本人是
抽中中輟生輔導，命中率大約 20%，比起教甄算高吧(苦笑)。抽籤結果會在 5 月底
放榜。
六、 另外有件事要搞清楚，大頭兵和替代役是兩個系統，互相獨立，所以甲等體位的人
去申請專長替代役時，你的身分會瞬間暫時性的被丟過去替代役那邊管理，也就是
說你之前的延徵條件必須消滅，他會把你延徵的資格消滅，頭腦清楚的你搞清狀況
了嗎，要是你不幸沒有抽到，5 月底你會收到噩耗，那你就會又被丟回去大頭兵那
邊，到時兵單什麼時候會下來就是靠運氣了，要是早點下來，會打亂教甄念書的節
奏，因為 6、7 月正是教甄殺的正精彩的時候！不過我的座右銘是：
「絕不把命運交
給上天決定！」這時有兩招來擋兵役：
(一)首先延徵裡面有一條是志願役的延徵，我們要記得，每一期的志願役的報名都
是在考詴的前兩個月，公務員考詴也是一樣，就是怕你收到兵單時想搞小招躲
兵役，所以到時就記得密切注意，志願役簡章用學校資源把它印下來，4 月 6
月都會有梯，延法跟報考研究所延法一模一樣，報了，然後要不要去考取決於
你要延多久，考了當然就延到放榜，報了缺考就提前進去，過去就是有人如此
志願役百次循環法延兵法，所以現在規定只能用志願役延兩次，記得。
(二)另外一招是體位複檢，在公立醫院給醫師開你身體某方面有問題的診斷書，再
利用診斷書回去兵役課申請公費或自費體位複檢，所以可以發現難度是有的，
身體要有問題有時候也挺難的，而且自費體檢很貴，所以這條路較不建議。然
後假設很好運地抽到了，要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進去，可以上網查預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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