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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設計』是有一定程序計畫的方案，教師之路亦是，經過教師實習的初體驗、教師檢定
的大會考、教師甄試的同窗廝殺到成為正式教師謝天謝地謝爸媽謝朋友，一路上漫漫磨練終
將成為甜蜜果實，以下是歸納的幾個階段要點及心得，希望有助於學弟妹 step by step 的達
成教師夢。
貳、 教師檢定部分（注意報名時間！）
一、 教師檢定科目 2010
(一) 國語文能力測驗-40 分作文 60 分選擇題（基本概念（形音義/對聯/成語/…）
最好拉高平均，要把握！！）
(二) 教育原理與制度-60 分選擇 40 分申論（分數最難拿，有四題申論，教概+教心
+比教+教行+教育法規）
(三)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70 分選擇 30 分申論（輔導諮商與倫理+一些教心，自殺輔
導…應用題）
(四)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70 分選擇 30 分申論（教學原理+課程設計+班級經營+教
測評）
二、 及格規定
(一) 應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六十分。
(二) 應試科目不得有二科成績均未滿五十分。
(三) 應試科目不得有一科成績為零分。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三、 推薦書目
(一) 陳嘉陽全套（教育概論上中下+教育概論自我評量上中下+教育法規）-陳嘉陽
(二) 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教師甄試〃教師檢定）-戴帥
(三)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
(四)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黃德祥
(五) 主題式心理學暨教育心理學試題解析-程薇
(六) 搶救國文大作戰（國文部分可以使用高中的補習班講義或參考書）
四、 讀書流程建議
(一) 實習期間可以慢慢開始讀，可以選擇組讀書會，但是不一定要組，看個人～
(二) 實習期間進度-至少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1，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1，可以
的話最好加上陳嘉陽*1
(三) 實習結束寒假期間-（國文每天至少 1-2 小時，要記得練習寫一兩次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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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要夠！！）
1. 陳嘉陽*1 搭配做題目（先選擇教檢考古題）兩個 WEEK 內完成，一口氣看
完會比較思緒清楚
2. 主題式心理學暨教育心理學試題解析*1+主題式複習*1+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精要複習*1-1WEEK
3. 陳嘉陽複習*1+瘋狂考古題+教育法規做考古題-1WEEK
4. 最後 WEEK 做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考古題
P.S.陳嘉陽一定要完整仔細看一次（上中冊全是重點，下冊是前面）
，國文要天天看
一點，主題式幫助你一開始進入狀況，之後供你查詢之用，青少年那本是輔導必看書，
艾育那本是總複習重點整理可留在最後測驗自己之用。
參、 實習報告部分
一、 一個月交一份實習報告，第一次返校（我們這屆是 9/25）需交 8.9 月的實習報告，
附帶實習計畫+輔導記錄表等等，要看學校的規定要求，可依照學校的格式去做適
當排版，往後約在每個月底返校實習，當天會有研習課程
二、 可分為教學/訓輔/行政進修方面，需記錄並書寫心得，可放教學 PPT/教案/講義/
回饋表/學生作品於附件
三、 請記得到校要帶相機做影像紀錄，上課有影片紀錄（可借學校 DV）
四、 於實習其中，指導教授最少會來兩次，一次是看看情況聊聊天，一次是看試教（準
備教案），要跟老師約時間
五、 最後一次返校，繳交所有實習的檔案彙整，盡量分門別類整理，有利於日後面試
翻找檔案，也可參加金球獎
Ps.往往會在要寫實習報告時就忘了幹了些什麼事，建議建立 GMAIL 的日曆功能，每
天作一些紀錄
肆、 設計群教學科目跟科建議
一、 設計概論-大多放在高三，設計史一定要弄清
二、 基本設計-熟悉各類設計，勿專一，跟設計有關都要有一些基本知識
三、 色彩原理-色彩學考試必考，都是理論
四、 設計圖法-圖學(學生最討厭的課之一)
五、 造型原理-認識材料
六、 室內設計-基本知識，可準備考室內裝修乙級技術士
七、 表現技法-實作必考透視圖
八、 繪畫基礎-99 年試教科目，專二題型為實作題
九、 實作專題課-往後專題是必要的課程幾乎老師都會帶到，他們有全國專題競賽
Ps 其他課程就看個人興趣及專長囉～！
伍、 實習強烈建議
一、 報考技術士技能檢定（圖文組版乙級（印前製版）/廣告設計乙級（視覺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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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乙級
二、
三、
四、
五、

多參加校外研習機會（設計群科中心舉辦），認識他校老師
請老師打聽今年開缺情形，及早開始準備，前往設計群科中心網站查詢各科學校
參與訓練選手計畫，多了解相關比賽時間與性質
盡量跟老師拿課本來熟悉課程，以後試教會用到

陸、 教師甄選（時間：五月底～七月中為考季）
一、 注意報名時間：可從 PTT 實習教師版及 1111 教職網和師大就業大師查看開缺情形
二、 開缺方式：聯招-公平公正，獨招-很容易陪榜，但也算是考經驗，經驗是必頇的！！
三、 考試科目：以 99 年國立開缺舉例
表一 99 年國立開缺舉例
學校

全國室內設計

全國廣設科

高雄聯招室設

高雄聯招廣設

竹山高中獨招

人數

7

3

2

5

1

筆試

實作

色彩原理/造型原理/基本設計/設計圖法/室內設計/設計概論/表現技法
40％

40％

15％

基本設計繪畫
基礎 1.5HR
室內設計透視

網頁設計
FLASH 動畫 50
％
設計素描-插

設計素描（單
色）
平面設計（彩

20％

設計素描+設
計繪畫 30％

色）
網頁設計 20%
模型製作 55％

20％
設計素描+設
計繪畫 30％
網頁設計

圖 2.5HR

畫 50％
共四小時

FLASH20%

試教

繪畫基礎（全
華）20％

基本設計（全
華）20％

色彩原理（台
科大）15％

設計圖法（龍
騰版）15％

設計概論（全
華版）15％

口試

無

無

15％

15％

15％

四、 筆試參考書目
筆試沒有特別特殊的技巧，就是下定決心念下去！當然要念對方向，不要亂
念一通這樣會事倍功半。
設計類群都是相同的筆試科目，因此可先準備，到時看開缺情形在選科目。
(一) 藝術與設計概論-鍾承智-這很好用！一定要做！
(二) 設計圖法升學寶典（台科大升四技參考書）
(三) 設計概論總複習（龍騰）
(四) 造型原理總複習（龍騰）
(五) 色彩原理升學寶典（台科大升四技參考書）
(六) 高職學生補習班的講義+歷屆教甄試題+近幾年技術士檢定考題+二技考題
五、 實作
實作佔的比例往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因此是得分關鍵，但是比較麻煩的是
必頇有一定的時間培養，往往很難靠著短期的速成，在大學期間的專業實務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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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下功夫，千萬不要得過且過，有做就有收穫。
手繪圖是決勝點！請拿起你的鉛筆畫畫久違的素描吧！
(一) 透視圖一定要練習（複試前每天一張）
，時間掌握是得分關鍵！插畫則是要
時常練習各類圖像，熟習輪廓及上色。
(二) 麥克筆顏色齊全，推薦 COPIC 系列 72 色（可實習時和學生一起訂），再加
買硬頭灰階補齊，插畫使用軟頭，室設使用硬頭軟頭，作畫時打稿頂多 1/3
時間，題目看清楚，選定一種明確主題及風格，需留 10 分鐘做修飾之用。
(三) 如有想要考廣設科，一定要會網頁 FLASH 和 DREAMWEAVER！要先學！以上
這兩種軟體，是以後設計相關教師必會的網頁設計基本程式，早學早會早
好。
六、 試教（都是黑板書寫為主，板書重要！）
(一) 會先在 15 分鐘前抽題當場準備教案，建議先準備好該科學習單分章節，教
哪張就發哪張。
(二) 開場需要承先啟後，闡述此章節與前章節的關係，可再次強調大章重點或
本科的重要性引起學生動機。
(三) 簡易流程：承先啟後→說明本章綱要→內容→舉例（流行）→比較分析（表
格）→再次重點提示→出作業。
(四) 流程大都相同但是關鍵在於你的呈現方式需跟其他老師不同，創意！
E.X.展示相關作品時不一定要用課本上的圖案（很多老師直接使用課本上的圖片放
大印出來，雖然並無不可，但是就欠缺了一些新奇感）
，可自己找相關圖片，甚至自己親
手繪製一張，並且可以自嘲式的解說自己疏忽的部分，請同學要特別注意細節，或是直
接使用產品上的花樣作為解釋，這樣除了有實際感，學生也會覺得是很日常且應用有趣
的，提出最近流行的事物話題跟教學結合（海綿寶寶身上的三原色，跟色彩學的關係），
引起學生動機興趣，讓你自己也開心在教學之中。
(五) 口試：落落大方，學生問題的即時處理為常考題。
(六) 1.製作三折頁 DM 2.導師問題 3.質疑年紀輕輕？4.教學檔案 5.最近教育話
題 6.行政意願？
柒、 教育路總感想
在大四的時候，已經確定考上了研究所，當時還在猶豫是否先去實習還是讀研究所傷
腦了半天，不過最終決定還是先去實習，想想自己當時沒有任何的社會經驗，即使順利
的從研究所畢業，還是要煩惱工作的去向，因此決定先去教育的職場探詢自己欠缺的部
分，並在計畫在這幾年累積教師甄選的經驗與心得。實習期間比想像中的忙碌很多，除
了本身的專業教學、導師業務部分，常常需要支援行政，但是多做一件就學到一件，經
驗的累積往往是成功的基石。
實習事情一多，教檢的部分就會停滯甚至忽略了，雖然說不一定要天天戰戰兢兢地讀
書，但是在實習期間，大概的看過是必頇的，你可以先知道你要考試的範圍，了解出題
的方向，有了相當的輪廓，心裡有了個底，在二月衝刺之時，做個破釜沈舟 30 天，教檢
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只要抓到方向，放心「讀」就對了。當然迫在眉睫之時，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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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補習這條路，補習可以幫你迅速抓到重點，提供你相關考古題，但是相對的你要花
上時間聽課，自己讀還是別人的重點提示重要，一切看自己能力的評估，因此做好讀書
時間規劃是必頇的。
順利考過教檢時，說真的我並沒有很全力的投入教甄，因為上了研究所及對今年缺額
的不確定性，頂多偶爾看看相關的雜誌及參考書，一直到 5/26 簡章一出才知道是千載難
逢的機會，當時我沒有代課兼課的經驗，也沒有紮實的讀過學科，一切似乎從零開始，
但是那時相信機會來了就不要放棄，一切不到翻牌之時勝負未定，因此就硬著頭皮報名，
開始如同大學聯考時的衝刺 30 天。5/26 簡章出 6/26 筆試，時間非常的緊迫，我清楚我
考試的各項科目都不到水準，因此開始找尋相關的書籍及有經驗的指導老師，希望以極
短的時間得到最大的效果，計畫讀書流程，那段時間每天讀書 8 小時，天天畫圖磨練技
巧。除了考全國教甄以外還報名了高雄和一所獨招，結果高雄和獨招筆試都考砸了，一
度對自己很灰心，但是想想既然不用準備複試了，就專心準備全國的吧！多了兩天的準
備時間，沒想到很幸運的通過了全國的初試，真是塞翁失馬、焉之非福。
但是更難的關卡才將要開始，那七天每天一張透視圖，畫不好再畫，一張接一張，直
到考試前兩天我才抓到畫圖的速度感（一定要熟練壓～）
，至於試教的部分更是失去感覺
甚久，距離我最後上台都快半年時間了，很應急的請了親朋好友當我的聽眾，訓練自己
的板書，粉筆不知在我手裡斷了幾支，關在教室裡對著空氣講話，一次又一次的書寫講
課練習。
考試當天，實作先上場，考了下來異常的順利，可見考前的密集練習讓我快速上手，
圖都順利的畫完；少了上午的實作壓力，下午試教心情輕鬆很多，考試前我花兩天趕成
的學習單派上很大的用場，他幫助我在預備的十五分鐘抓到課堂的重點，並且排除使用
課本的呆板印象，加上以往在社團教學的輕鬆風格，讓我教學顯的更有自信也更加流暢。
最終很高興也很幸運的今年順利跨入教師之門，雖然此門越來越窄小，但是永遠為有
心人士敞開，一切所經歷的事物必將成為你成功的墊腳石，雖然現在看來似乎只成為你
肩膀上的疼痛，但總有一天你會笑著說：「一切的付出將值得。」，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
到。雖然起步晚，時間短，但是只要把握你的現在，肯定你的潛能，做出行動下定決心
踏出你未來的一步，step by step，大聲說出「Yes, I can.」，機會是永遠給予相信自
己並付諸實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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