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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數學科之歷程與分享 

數學系 102級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柯慶安 

我是 102 年畢業於師大數學所的柯慶安。在教甄分享前我想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以

利大家了解我的背景。 

今年是第一年考教甄，考了十九家獨招，光報名費一共花了一萬三千零一十五元，

當然也包含外縣市的學校，所以車費也不少，住宿則是寄宿在認識的學姊家去省錢。今

年戰績進了三家複試，分別是師大附中、臺北市市立復興高中與新北市聯招，在第二家

復興高中進複試時，就受老天爺眷顧幸運地考上，所以沒有去考新北市聯招的複試。自

己覺得可能是因為老天爺疼惜傻氣的人，在復興複試那天跌了一跤且忘了准考證，幸好

註冊組長幫我印准考證，讓我得以考試，才順利考上。分析會考上的原因，有百分之二

十五是因為遇到很多貴人，有百分之二十五則是運氣好，另外百分之五十試認真準備後

所獲得的收穫，這三項甄試缺一不可！ 

在求學階段，因為受到很多老師的幫助，與看到很多需要幫助的學生，所以從小就

想當老師。我是很普通的一般生，亦即非資優、競賽體系出身的學生，只是喜歡分享數

學給同學，幫助同學對理解數學有困難的地方，所以立定志向希望成為數學老師。因此，

選填志願時選擇念師大數學。在大學階段，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老師，也利用課

餘時間家教和在補習班解題、講課。 

師大與我的淵源在學碩士階段。我畢業於師大數學系 101 級，大學的時候順利申請

到五年一貫的資格，所以學碩士一共花了五年念完。研究所時期指導教授為左臺益老師，

跟著老師學習多重表徵與資訊融入教學，運用數位設計教學實驗完成論文「二次函數數

位教學分析與設計之研究」，所以我有特別的專長在資訊融入教學。 

因為想省去熟悉環境與適應的時間，畢業後在母校私立薇閣高級中學實習。實習過

程對我來說非常煎熬，撐過來後，我感謝這段時間磨練心智與訓練耐心，更加了解職場

的生態，學習帶人處世，也更加確立目標：我相信我適合公立學校。因為聽說正式老師

很難考，如果第一年考不上正式，我也會選擇公立代理。而接下來我將描述我在實習時

煎熬的原因，相信有私立學校實習的同學，應該不會對以下我講的話感到訝異：教務主

任與教學組長時時耳提面命，說我應當以行政實習為主。因此，只允許我聽高一一個班

的教學，相當於一週六堂課，每周四下午會有導師實習在國中八年級，學校特意選在老

師不在例休的時間，所以很難有時間實際看老師班級經營，只能嘗試摸索，跟找時間提

問。若遇到行政需要人手時，儘管在教學實習或導師實習時間，隨時可能被找回去幫忙。

在教學演示前，老師安排我上三堂課，老師不信任我，所以在我上過的這三堂，都會對

學生重上一次，老師的教學理念也與從師大體系訓練出的我不相同，我相信我在師大受

到最好的師資培育，但私立學校有課程進度的壓力，所以往往我想用一堂課鋪陳數學概

念，老師以公式式的方法十五分鐘內講完，並告訴我證明對學生而言不重要，因為經過

大學與研究所階段的洗禮，我無法認同老師的說法，所以在實習過程中往往有所摩擦，

教學演示後便無上臺的機會了。在幫忙行政時，與以前的電腦老師閒聊關於我有資訊融

入教學專長的事，發現老師有帶高一資優班的數學軟體課，老師邀請我設計六堂課的課

程，經教務處允許後，我於學期末上了六堂的數學軟體課，從中收穫學習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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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自己的記憶力、國文能力皆不是很好，所以為了順利通過教師檢定，在實習期

間一有空檔就開始念書，經考過的人推薦後，讀過陳嘉陽寶典、張春興黑皮書、艾育與

考古題，而在國文方面有搶救國文大作戰。為了讓自己念書有動力與從別人身上學習更

多，實習期間利用每週五晚上與大學同學、學妹組讀書會念陳嘉陽的書。實習這間段我

以教師檢定為主，因為深知自己若沒有過教師檢定，就沒有辦法考教師甄試了。 

但同時我也不忘記要準備教師甄試，因為國、高中的準備方向不同。在求學階段有

聽過學長姊分享高中老師有多難考，所以一度也想是否應先考上國中老師再說，最後幾

經考量因為更熱於分享高中數學教材與知識，所以選擇高中老師做為方向準備，也相信

若第一年沒考上，去當高中代理老師磨練後也不錯。自實習開始準備高中教甄，以下簡

述我準備教甄的時間與方向。八到十月我先熟讀課本，選擇了南一與龍騰這兩個較為常

用的版本，了解他們想傳達的想法，去透析編者背後的用意、兩版本的證明方法和過程

與其不同的編排方式，並問自己：「若是我會如何編排？」。十到一月想趁還在學校實習

可以問老師數學問題時，儘量把自己的問題解決，我聽去年考上楊梅高中的同學周鈺偵

的建議，決定練習新數學 101 這本書，因新版書較好取得，所以選擇新版。然而因為新

數學 101 很難咀嚼，所以我每天訂定計畫寫一回，約花兩個小時練習加檢討以及詢問老

師，雖有些題目還是沒解決，但以後面考教甄的經驗發現，其實沒解決也不會有太大影

響，從想解決的過程中，找出一些方向也是好的準備方式。二到三月時，雖不用實習但

遇到教師檢定，平均每天花 4 小時在準備數學教甄，這段時間練熟數學 101 這本書，多

寫了兩遍。此外，因為希望問題能解決，在坊間書局找到艾育的數學教甄，其中含有高

中數學教甄 15 回考古題並附詳解。寫這本很挫折，均為近兩年的名校考古題，有些就

算看詳解也不理解。想起之前返校時，學校安排目前於建中教書的王志傑學長來演講「如

何準備教甄筆試」，鼓起勇氣跟系上要了學長的 e-mail 與學長連繫，學長也很熱心的幫

我解決這些問題。麻煩學長其實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後面階段就與同學一起組讀書會繼

續準備。我將所準備的題目做成錯誤筆記本，將教檢與數學科教學想法也紀錄於筆記本

中，所使用的筆記如下圖。 

 

而四月開始，許多學校的教甄已經開跑，是準備考試的最後衝刺期，先將我的準備

時間簡述如下圖，之後會多做說明。此時，教師檢定分數也出來了，我國文、教原、青

發、課程與教學分別拿到 68.5、68、77 和 83，總平均為 74.12，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的

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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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這階段因前面沒有放鬆休息，所以有點彈性疲乏，選擇較為有興趣且輕鬆的準

備教案與備審資料，在網路上先收集出過的試教題目與重要單元，詢問老師後便著手完

成。備審資料與三摺頁則是參考大學同學之前做的，去完成我心中想要的版本。備審資

料不需寫太多，大約二十多頁即可，因為評審老師沒有辦法在短短十到十五分鐘細看你

的備審資料，若做得太多，沒有重點標註，評審老師會連翻閱的興趣都沒有。我的三摺

頁如下圖所示。 

 

8－10月 

熟讀南一、
龍騰課本 

10－3月  

101練了三遍 

15份考古題 

 

4月 上旬 

做教案、備審
資料 

4月下旬－5月 

 邊考邊檢討(考
題有重複) 

請教試教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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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下旬到五月則是教甄的旺季，需隨時看 1111 教職網看看每天有沒有可報名的

學校、哪個學校有開數學缺、時間是否撞期，一不小心可能錯過報名時間。在此時，我

開始邊考邊檢討，與兩個學弟一起念書討論，也會看 mathpro 網站找看看高手們所分享

的解答。試教方面，也會與幾個同學互相演練，彼此加油打氣，找出問題所在，體驗十

五分鐘能教多少，且旁觀者清，往往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建議。且在每家的考試中發現

有些考題類似，松山高中的出現許多新數學 101 的題目，而經由學弟告知出現許多考古

題，我雖然新數學 101 寫的很順利，但因為時間不足以準備考古題而慘遭滑鐵盧。因此，

開始了解如果有空應回去寫考古題，或許不會，但在想盡辦法求出解的過程中也會獲得

很多。順帶一提，我第一次進複試是師大附中，而進複試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它

的考題與兩天前的和平高中的考題相似，雖上次沒獲得解決，但考完後跟學妹討論，馬

上學會，用在師大附中的筆試上。筆試完一定要先跟一起考的同學討論，趁著記憶猶新，

會發現大家會的題目皆不相同，發現其實只要兩到三個人的實力加起來，就能順利考過

初試。在考師大附中的複試前，先請教學長張敬愷對試教教案的想法，發現在職老師擁

有有趣的觀點以及與眾不同的切入方式，學到了很多。而在考師大附中複試時，因為之

前實習沒有什麼上臺的經驗，所以對上臺有點不熟悉加很緊張，表現並不好。考完後，

臺下看試教的貴人王啟光老師在放榜後與我聯繫，說認為我是潛力股，希望我兩到三年

後再考回去附中，並給我許多試教與口試的建議，給予我不可或缺的養分，使我在這次

考試中成長與進步。將我附中、復興兩家進複試的成績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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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大附中 復興高中 

初試 
71 

（錄取門檻：筆試+學經歷加分 68） 

筆試（80%）+學經歷（20%）：45  

（錄取門檻：45） 

複試 

筆試（20%）：62 

教學（50%）：76 

口試（30%）：70.33 

總成績：71.5 

錄取否：不予錄取 

試教成績（70%）：95.25 

口試成績（30%）：85.33 

複選總成績：92.27 

正取最低錄取分數：89.67 

甄選結果：正取 1  

這兩次的經驗告訴我，初試過門檻即可，決勝點在試教與口試。若缺乏教學經歷，

念研究所可幫助自己順利滑過門檻，但如果沒有好好準備筆試，一切都是枉然。筆試準

備方向之前已提過：新數學 101、考古題、教師手冊、競賽與徐氏。其中考古題會在 math 

pro 裡有高手會挑題解答，龍騰版的教師手冊在大同中學、和平高中、大直高中等學校

有出現過一樣或類似概念或題目，競賽與徐氏是因為太多我還來不及準備，也很有幫助。

且從第一次複試經驗中發現，口試成績太差，聽說正常口試成績都要八十幾分才會上，

所以也須從附中的經驗中找出問題之所在。因為自己附中的試教表現不佳，對上臺生疏，

所以考完附中、考復興之前，剛好在網站上得到資訊可以去西松高中短期代課兩週，我

藉此機會磨練上臺的感覺，使自己可以更從容。接下來，我將自己的教甄經驗分三部分

的重點先說明： 

 教檢要過（熟讀艾育、善用考古題）。 

 筆試：滑過門檻即可。 

 試教：教材了解透徹，一定要進入前 4 名。 

 口試：展現自信、不要怯懦、絕不推辭。 

接下來針對複試的試教與口試準備方式詳加說明。先講述試教的方式，大部分都給

你十五分鐘試教、五分鐘詢問你關於數學教學的事，詢問的問題有可能跟你抽到題目相

關，也有可能無關。每校考法不同，版本也不一定，有些不給你版本，有些直接指定某

些單元，有些只跟你說考一到六冊，這要看每間學校報名簡章上的說明。而我在附中是

無版本以及一到六冊，將題目和要你教的課本內容放入信封袋給你抽，復興則先告知你

抽一到四冊，其中一、二冊選用南一版，三、四冊選用龍騰版，將題目做成小紙條給你

抽；請你直接翻所提供的課本準備，這兩家可準備教具和教案（聽說不是每家都可以，

要仔細看簡章），但皆不允許使用電腦與螢幕教學，抽到後約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準備。

我將我試教準備方式重點條列如下： 

 實習時爭取上臺機會，熟悉臺上上課感覺。 

 熟讀不同版本切入方式。 

 熟讀至少兩個版本以上課本，且若你能以與課本不同的例子和觀點看該單元，對評

審老師說很加分。 

 熟讀教師手冊（南一版）並加入自己的註解與觀點。 

 以深入的方式準備部分單元的板書配置與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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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在職老師對某些特定單元的教法。 

 請在職老師給自己建議。 

 挑最難講的部分，講得愈好，上的機率就愈高。 

例如：插值挑拉格朗日、正餘弦挑餘弦、線性變換挑鏡射。 

我準備教甄試教練習清單如下： 

第一冊 第二冊 

拉格朗日插值多項式 二項式定理 

指數函數 貝氏定理 

首數及尾數 相關係數 

勘根定理 重複排列 

無理數 重複組合 

對數函數 條件機率 

對數的定義及對數定律 遞迴關係式 

整係數一次因式檢驗法 數學歸納法 

餘式定理 數據的標準化 

第三冊 第四冊 

三角測量 向量的外積 

平面向量的座標表示法 兩歪斜線的關係與距離 

正射影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向量的內積 空間中點與直線的距離 

直線的斜率 柯西不等式 

圓與直線的關係 反矩陣 

廣義角與極座標 橢圓 

線性規劃 轉移矩陣 

正、餘弦定理 雙曲線 

數學甲 

二項分布 期望值 

三次多項函數與圖形 棣美弗定理 

反曲點（凹向性） 微積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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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 第二冊 

正餘弦的疊合 複數的幾何意涵 

信賴區間 複數極式的乘除法 

泰勒展開式 隨機的意義與隨機變數 

這份清單是我跟大學同學從網路以及學長姊考過的清單去收集，最後詢問系上帶我

們大四實習的教授統整而成。自己會遇過的人出現過題目有：拉格朗日插值多項式、對

數的定義及對數定律、首數及尾數、貝氏定理、相關係數、重複組合、條件機率、向量

的內積、正餘弦定理、柯西不等式、反矩陣、轉移矩陣、信賴區間。資深當過評審的在

職老師則多給了：勘根定理、整係數一次因式檢驗法、餘式定理、遞迴關係式、數學歸

納法、正射影、廣義角與極座標、向量的外積、兩歪斜線的關係與距離、正餘弦的疊合。

目前已考上高中教甄的學長亦給表上沒有的單元，分別為：第二冊的迴歸直線、第四冊

的三垂線定理、兩面角、矩陣的線性變換以及數甲中複數 n 的次方根。 

儘管我細心準備如此多的單元，但我仍在復興的複式中抽到了完全沒準備的最小平

方法！雖然有準備迴歸直線，但我的重點並不擺在最小平方法，且最小平方法的證明在

附錄，我當初翻課本並沒有細證，雖然很緊張且腦中一片空白覺得應該沒希望了，但我

儘量壓抑住情緒，翻出所提供的課本最小平方法的位置仔細閱讀。回想當時，我會建議

若你跟我一樣抽到沒準備的單元，一定要有你的標準流程。回想當時我的流程如下：要

有引入（例如說明最小平方法，先說明兩變數相關後想預測兩變數的線性關係），在破

題直導學習目標，要從具體講到抽象，給個例子說明你講的概念有何應用，最後再結尾。

重點在於若你能了解學生不會什麼，有什麼問題及迷思，加入試教中一定大加分，且你

必須請臺下評審表情，透露著你的課程內容是否能引起興趣、講解是否正確，以便立刻

做修改。總結我的經驗，即使你抽到沒準備的題目，先冷靜下來，立刻用所提供的課本

翻出內容，以自己準備教案的流程盡快解讀課本，即使遇到沒準備的也能表現不錯。特

別一提，我在復興複試前學校請我們先交一頁 A4 的自傳，我在裡面有提到資訊融入教

學的專長。因此，評審老師們詢問我關於該單元是否也能資訊融入教學，以及之前做過

哪些資訊融入教學等問題時，因為是自己熟練的事我能放下緊張的心，並應答如流。 

在口試部份，每家學校也不相同，我在附中被詢問十五分鐘，復興則是十分鐘。我

被詢問過以及聽過的問題呈現如下： 

 一段自我介紹 

 班級經營策略 

 你那麼年輕、沒有教學經驗，你如何說服我們錄用你？ 

 你還這麼年輕，與學生有過衝突嗎？你如何處理 

 你這麼年輕，才大我們學生幾歲，如何拿捏和學生相處的界限？ 

 如果要接行政，你願意嗎？你希望接哪個職務？ 

 特色課程 36 堂設計 

 本校學生與薇閣學生有差異，你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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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融入教學 

 薇閣學生似乎對復興不是很友善，說明你的看法？ 

 你何時開始想當老師？ 

 對於學習成就較低落的學生，你有何看法？ 

 導師、行政、學科印象最深刻的事？ 

 你有帶過科展或是競賽嗎？有意願嗎？ 

先準備一些問題，你的答案需越具體越好，不要「可能」、「或許」，簡單具體表達

出你的想法。若被問到不熟的問題，也不要傻住，說「這個我不知道」，可以說這方面

我比較沒有經驗，但是我在實習期間看到別人怎麼處理，我個人覺得如何如何……後來

與當過評審的老師聊天，老師說只要你抬頭挺胸，微笑穩重，且有自信，壓抑住你的緊

張，那麼一定就是你的。 

最後，我感謝很多在一路上幫助過我的貴人們：學弟妹、同學、學長姊、在職熱心

的師大學長姊、我教育學程的教授，以及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和我的父母，沒有你們，我

無法順利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