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學年度國文科甄試經驗分享  

黃琇苓  

    我叫黃琇苓，畢業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輔歷史系 90 級，畢業後於

苗栗興華高中代課抵實習，今年順利考上苗栗高中擔任國文科正式教師。很高興

與大家分享考試經驗，其中收集了今年的考題，及其他相關準備考試的文章，希

冀能給後面的學弟妹一些參考，於尋求教職一路上更加順利。本文我分為三部

分：一前言、二正文、三結語，其中正文部份包含：（1）考什麼?----考題分析

（2）如何準備?---- 實習一年準備、檔案製作、建議書目、教學四方面（3）九

十年度高中甄試題目統整—筆試、口試、教育科目，加一些些自己的心得，有些

繁多，希望有所幫助。 

 

【前言】 

        高中考試一向被試為畏途，剛畢業的的我們，說年資沒年資，談經驗沒

經驗，當你到考場後，更是發現處處臥虎藏龍，考試時每個人都洋洋灑灑幾千文

章。出校園後發現：競爭的世界大了---真的不一樣，不同學校，不同年齡層！

深深體會這樣的第一次，很恐慌。要如何給自己信心，讓自己在教師甄試中屢敗

屢戰，一鼓作氣，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心理建設。這時後最常碰到的就是---低潮，

考到不行，衰的掉渣，此時心情彷如：陰風怒號，獨浪排空，深深體會遷客騷人

之慨，渺渺乎—開始否定自己價值，我想這樣的經驗，考過教師甄試的人都有!

如何面對，考驗每個人生命的智慧，這是一個頓挫，也是一個轉機。能考上師大

的學生，在求學歷程上，大抵都是中上之資，在高中、大學考試中蠻順利的為多，

因此面對教師甄試，或許正是面對失敗的開始，至少會碰到些挫折，這是生命歷

程中的另一個挑戰，如何面對、調整，我想這是要學習的地方。 



不過考到不行時，我覺的很重要的是要『止於至善』與『建立自己的信心』。

首先，不要說我迷信，我認為考試是八分實力，二分運氣，甚至運氣更多，所以

囉，給自己一個目標，因為考試真的很花老本外，真的也很花精神。當初一再的

失敗，我告訴自己『就考六間---把金筆獎那筆獎金花完是我的最後一家』，再

考不到就回研究所唸書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當我考最後一家苗栗高中時：考

前真的去問神明，神明說我會上!呵呵…偶然的通過筆試（不是說自己沒實力，

乃強中自有強中手，真的蠻偶然的），口試試教時剛好蠻順手的，因此就這樣上

了。不是說早就該去問神明，而是教甄除了實力外很重要的就是運氣，當沒考上

時，除了虛心檢討自己的缺失外，就一定要告訴自己『這所學校沒考上，是這所

學校沒法欣賞到我的優點，下一家就上了』！如此才有勇氣繼續考下去。  

嗯…我承認，這樣一路下來，我的機運的確蠻順利的，順利考上師大，應屆

順利考上研究所，順利搭上代課抵實習的最後一年，順利考上國立高中老師，嘿…

每個人都有自己的機運，如何把握見人見己，做好每一天的自己，充實愉快，多

看些書，涵養自己實力，善用工具書，我想這是基本的原則。 

    Okay，拉哩拉喳的談了那麼多，開始進入正文吧!以下分三部份統整相關教

師甄試的資訊，加上一些些個人小小心得統整，希望對後面的學弟妹有幫助。 

大綱： 

一、考什麼?----考題分析 

二、如何準備?---- 實習一年準備、檔案製作、建議書目、教學四方面 

三、九十年度高中甄試題目統整—筆試、口試、教育科目 

 【正文】 

【一、考題分析】 



這部分，僅個人在準備甄試時，在國文系 90 級班板上收集到的考題，以此

所做的小小札記與剖析，提供給大家做參考，其中疏漏處請見諒!要準備考試，

首先很重要的是：知道考試在考什麼?針對題目去做準備、拓充，這樣準備起來

才不會三心兩意、七上八下的!考題就個人觀察有以下幾種： 

1.字音、部首、部首注音 

  2.字義---成語、典故（典故來源也會考） 

  3.國學概要---- 

    經---十三經的東西 

        論語--孔子四哲 教育概念 

        ◎建議：論語、孟子教學方面的言論、學記、西銘看一下。 

    史----史記三家注、三禮、春秋三傳、國語 vs.戰國策.的比較 

          此外就是很多本書叫你分類啦 或書的作者…. 

          我想頂多考到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 

    子---1.古今人物介紹：現代作家、古代作家 

         2.宋明理學 

         3.考據學 

    集 --- 1.文學流變：韻文/非韻文 

          2.散文流變：古文運動、明代小品文 

          3.小說流變 

          4.駢文流變 

          5.古詩 vs 樂府 vs 近體詩 

          6.曲、詞、詩 



          7.現代詩、現代散文---介紹課外讀物書籍、介紹作家 

  4.賞析--新詩、古文 

  5.結構分析---岳陽樓記今年頗熱門 

  6.命題篇---  a.選擇題：符合多元入學--單選 複選 

                       b.作文--符合語文表達能力; 

                       c.設計教學活動--一堂到一周 

  7.教學上---高一第一堂課設計 

  8.修辭--- a.單一修辭：譬喻、…… 

          b.比較題:比喻 vs 比擬 vs 象徵、對偶 vs 排比、象徵 vs 譬喻 

                          示現 vs 摹寫、借喻 vs 借代 

  9.其它---a.古今字-通同字與訓詁的概念 

          b.書體流變                      

   

【二、如何準備】 

    這部分，分實習一年準備、檔案製作、建議書目、教學四方面與大家分享，

其中附錄三篇網路上關於教師甄試的文章，其中我覺的蠻多地方對我啟迪許多，

順便轉錄給大家參考的：其一：高中篇，其二：國中篇，其三：如何寫教育科目! 

（一）實習一年的準備： 

     實習，實際上我只實習過一個月就跑去代課了，這邊要跟大家談的是有關

這一年『時間分配與心態準備』，我想有以下幾點： 



1. 確定自己的目標：要考高中或國中，要考研究所或考教師甄試，每個人

生涯規劃不一樣，國中也好、高中也好，總之確定最好。這點方面，自

己要先捫心自問，或跟學長姐老師討論一下，不要三心兩意的，如此一

年才會過的充實! 

2. 進一步，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面對一綱多本的情況下，手上想辦法

弄到幾套教材，這時跟同學、學長姐的聯絡就很重要了。我個人是覺得

多多益善，互相參照著看，在不同版本之間比較，尋求自己的風格。 

3. 有了書，接下來就是要分配時間表看完、弄檔案。這並不可能是一蹴可

及，而是自己要規劃時間唷!要有恆心有耐心，原則上，我覺得在實習的

前半段乃實力養成期，多看、多聽、多收集，順便也要做好一些屬於自

己的資料、資源表格，在這過程中隨時紀錄、累積些檔案；到了下半段，

一開始（約二、三月份左右）先完成檔案整理，將上學期整理的檔案歸

納、統整，接下來就可以全心準備教師甄試了，順便在三月底可以將自

己資料拿回學校參加『實習心得寫作金筆獎唷』。接下來就猛 K書吧，

五月份開始會有學校開始考試了，可以選幾家來磨磨刀。在這時就不會

在去擔心檔案資料還沒做。 

4. 平常多和同學、學長姐聯絡，相互討論，不論你是要整合大家一起打團

體戰寫教案，或是只是聊天都好，這邊很感激這一年許多幫助的同學和

學姐! 

5. 此外，除了本科專業外，去想想自身優劣利弊的條件，有什麼是自己有

別人沒有的專長，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面對多元的升學，學校都會取向

有多專長的人，也希望這樣的老師能帶給學生多元的思考空間。想想自

己有什麼…沒有的，自己要趕緊去補!譬如：教學上，國文系的最好有一



些詩歌朗誦的底，新詩古詩都要有概念，今天如果你提出，你曾經參加

過全國比賽，這就是很好的經歷。或是提到資訊融入教學的東西，你提

出你有英特爾 E教師的研習證書，這就是很好的證明。想想自己有什麼..

當別人問你時，你回答的言之有物，且不是虛華，如此別人對你的肯定

就會更加一層唷!因此這邊，提醒學弟妹，在大學除了課業的學習外，相

關活動、社團的參加，其實都是你未來：口試、面試上，很大的資產! 

   

（二）檔案製作： 

個人很榮幸在 91 學年度師大主辦的實習心得寫作金筆獎中獲得第二 

名的成績，這邊順便與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的心得，主要是：我的這份檔 

案並不是傳說中很厚或是很多照片、圖片、或學習單，在此提出來與大家 

討論交流一下! 

    我的這份檔案僅薄薄 136 頁，攜帶起來一點都不厚重，不超過 5公分厚；內

容純寫真集—幾乎全部都是文字，沒有照片；外表也只是拿到影印店用膠膜裝

訂，並沒有做的很華麗。再帶著一本走過教師甄試的心得有以下幾點可跟大家分

享，順便我也將我資料的目錄，附在後面與大家分享。 

1. 山不在高，有仙則靈，因此檔案不在於有多厚，而是在於自己如何統整

的功夫。檔案的意義除了是紀錄自己的心路歷程外，很重要的是代表自

己的統整技巧與能力。它不是隨便塞塞、有就好的資料庫，實習一年間

你一定會收集到許多資料，面對那麼多資料，要取捨，取捨的標準是什



麼呢?就是---你要別人認識你什麼!這就回到原點，你的優劣利弊在哪

裡? 

2. 因此在檔案方面，重要的是：建立個人的風格，而如何尋找自己的風格，

乃多聽、多問、多看，看看別人怎麼做，學而思之，自然就可以有自己

的一套。去年在這個時候我也曾與你們一樣迷惘在許多資料中，不過總

是要摸索出來，讓別人也認同你的特色! 

3. 最重要的一點：檔案這東西，最好是自己真正經歷或參與的資料整合，

而不是憑空創造出來的。尤其口試、面試方面都蠻重視班級經營的東西，

因此在統整時，班級經營的東西最好多少要有!坊間許多出版社有相關的

書籍（如：幼獅、…….），因此在平常實習時，可多去翻閱、利用。這

樣不論在資料統整，或口試被問到時，也比較紮實，且你還可舉出自己

的實例，這樣不是很棒嗎? 

4. 我的檔案目錄，提供出來給大家參考，希望可以另一些不同的東西， 

A. 自我簡介：履歷表、自傳、大學成績單、相關證書 

B. 實習/代課規劃：心得—總心得、各月心得 

C. 研習進修：研習條統整、研習心得、研習資料 

D. 校園種種：學校行事曆、班級經營經驗（親師資料、致家長書、考  

試輔導、親師會、班級常規表、班級輔導、個案輔導、 

科展心得、與學生的一封信）、班級輔導、教學專業檔（書 

刊目錄、論文目錄，取代學習單）、 



E. 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 

1. 教學資源：營造教學氣氛、聯考與教學—90 年大考國文為例、 

教學檔案目錄資料、日劇研討 

2. 國文科教案目錄：高中各家版本比較、教案資源管道、國二下             

課程規劃(那時我在國中部代課抵實習) 

3. 設計：a.繽紛的語言世界-----英特爾 E教師研習的成果 

        b.統整教學---九年一貫主題『工作觀』 

        c.傳統教案---遊戲者、木蘭詩、愛蓮說 

        d.新式教案---愛蓮說：多元智慧版、九年一貫版、 

powerpoint 電腦融入教學 

 F.教育生涯規劃與期許：未來規劃、教育、輔導專業資料檔 

(三)建議書目方面： 

   僅個人就準備期間，所準備的書目與大家分享參考! 

   1.國學概要---階梯高中國文總整理+高中國文漸層式國學概要，配合看中國

文學史六百題... 

            ps.新出的文學史八百題後面有統整：各朝代文學史流變 學派 

   2.修辭:蔡宗陽老師的應用修辭學、張春榮教授的修辭萬花筒，其中比較不錯。 



   3.文法--少看到這題目，(來的及的話) 楊如雪老師 文法 abc  

   4.教育時事：高中高職/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近年國文科考試方向、類型 

   5.第一堂高一/高二課程設計---萬卷樓--名篇論高中國文上、下有文章可參

考。 

  6.死功夫：有空翻翻各家教師手冊，像呼吸般自然，多看囉。可順手做札記， 

想想如果自己演示時 要針對啥方向，做個手上資料---聽說:演示結構表不

錯....。此外，手上有教用課本的話,就方便許多..      

 

7.作文---作文新題型(萬卷樓)、相關語文表達能力訓練的書籍。  

  8.國文天地中有許多可利用的資源，可以多翻閱、多留意。 

 （四）教學方面： 

怎麼教，見仁見智，大家可以討論一下唷.。在下全憑一張口、一枝筆、

一個人、一本檔案夾、一套自己整理的資烙、一堆教用課本.，外號[六一小苓]。 

    這邊要與大家分享的是：教書要有自己的風格，扎實的工夫可以在你的言談

間表現出來，教學的程序師大已經幫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教學實力上，師大有

許多大師，如果說畢業後說我什麼都沒學到，是師大誤了我四年，我想這是很荒

謬、不負責任的說法，如果覺得什麼都沒學到，只能說是自己大學期間沒有好好

把握學習的機會，『入寶山而空手回』匆匆一回，揮揮衣袖沒帶走一片雲彩，錯

失了許多學習的機會。 

考試靠自己的展現，你在選擇你的風格時，學校也正在選擇你的風格，每所

學校的基本考量除了實力，另一個很重要的乃：這個老師適合我們學校嗎?曾經



有個學校甄試英文老師，有個去甄試的老師一進門從開始到最後都是全部英文教

學且實力很不錯、經驗也豐富，可是最後公佈時沒上，據內部評審：乃該校學生

程度沒那麼好，這樣的教學不適合他們學校，僅如此而已唷！因此在考每所學校

前，除了自己實力的準備外，上網或透過關係多了解一下這學校，也是致勝的關

鍵。 

考試時選定目標盡全力，別怯場，活潑開朗點，知道自己的優劣，教法上多

和同學切磋，自然水到渠成。而基本的實力自己在實習的這一年要多看、多做，

分配時間將各版本看過、比較，想想自己要做什麼、演示何方向比較好….，透

過這樣的反思，這樣的準備，加上勇氣、運氣，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以下附上三

篇關於教師甄試的分享文章，其中我覺的蠻多地方可以讓大家參考的：其一：高

中篇，其二：國中篇，其三：如何寫教育科目 

其一：高中篇 1-12.  

（1）  [甄試必勝講座]報考篇  

最重要的是不要傻傻的考下去會這樣講是因為： 

1.如果你沒有年資與碩士以上的學位，那種要算積分的學消校，就放棄吧！！ 

就算衝到的學校只有一個名額，總要先擠進複試吧？ 

2.那所學校是否有代理教師，一定要很清楚，斟酌一下情形再考慮要不要報名，

很多網友說過了，見面三分情，不要讓自己變成有實力的莒喪者。 

3.打團體戰，我在北部考，我學分班的同學在南部考，情報的交換對們的幫助很

大，題型很多，多知道一種，多去翻出答案來，對往後的考試絕對有利。. 

4.六冊的課文整理一定要做 



 我的作法是將教師手冊讀完，每讀一冊，就將畫線的重點打字列印出來，分成：

中心思想、結構、賞析等大目。 

5.寫筆試時，才氣很重要（閱卷者的真言）：四平八穩只能做到不失分，但人家

只要一個、兩個，不出類拔萃是不行的！因此基本架構穩厚（前言、析論、影

響、總結）代表你有備而來，才氣縱橫通常會在第一題定先機 

4.入複試以後，這學校都會打電話去打聽你在以前學校的表現，這幾乎是教育界 

不成文的作法。試教時不要貪心只有二十分鐘，別想呈現很多東西（我第一所試

教就是如此）時間的分割會很破碎，你那二十分鐘會淪圍無深度、無架構、浮誇

的情形，不可不慎！ 

   

（2）  [甄試必勝講座]試教篇：  

        因為各校的時間不一，抽到的教材也不完全相同，很難有一個定論，不

過我自己比較建議挑選每一課比較有特色，或你比較容易發揮的部分，比如說：

課文的特殊手法、結構分析......如果要講修辭的話，最好可以多舉幾個有趣的

例子，或是帶著學生作練習，我實習學校的組長特別建議：試教的時候一定要很

有結構，引起動機→教學過程→總結。一站上台不必要立刻板書題文，開始講課，

可以先和同學(評審)說幾句話，當然這幾句話不是閒扯，而是要帶入主題，然後

才開始進入課程，至於總結，可以作下堂課的預告、交代作業、複習這堂課的重

點等等。 

一般來說我們很容易犯的錯誤有： 



1.說話速度太快：如果你平常說話已經很快了，一緊張起來可能會更嚴重，所以

平常就要練習放慢速度，一 

                               字一句地慢慢講。 

2.板書的時間太長：板書很重要，尤其是以我們的科目而言，可是如果寫板書的

間太長，不但會減少你口語發揮的能力，而且會讓氣氛冷了

下來，當然評審也會覺得很無聊。 

    我的解決方式是：儘量寫出重點關鍵字即可，實在太長的就寫海報，不然就

把寫字的時間分割開。 

3.教具太多，版面配置不當：建議你在上台前先規劃好教具的順序和大概的位置， 

以免到時手忙腳亂。 

 （3） [甄試必勝講座]口試篇：  

肯定、自信是不可少的，可是最厲害，也是最難的是把評審引到你擅長的部分，

在回答問題時，最好能夠不經意地提到你的專長、優良事蹟等......讓他掉到你

的圈套裡，當然他就沒時間問你其他的問題啦！另外，檔案夾的製作也是很重要

的， 

現在每個人都會作檔案資料，而且份量通常都會非常地多，可是很殘忍的是：有

部分的評審根本完全不看，或者只會看個一兩頁，所以主任告訴我們，檔案要作，

就要作得比別人更精美、更特別，最好把你最有特色的部分呈現在最明顯的位置， 

尤其是履歷表的前二頁可以說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把字體放大、用彩色標示等各

種方法來吸引評審的注意 

 

（4）[甄試必勝講座]缺額 VS 報考人數方面：  



因為我是報考國文科甄試，所以底下數據都是以國文科為例。以北部、中部地區

而言，學校開國文缺頂多 1-2 位，甄試缺額與報考人數比，公立 = 1:30 (會依

缺額增加而成倍數成長)，私立 = 1:8  (會先用履歷表篩選)，公立學校的缺考

率低 

        備取遞補率也不高(幾乎為零)，私校則反之。新成立的學校或是流動率

大的私立學校，一次會徵 3-4 位國文老師，此時公立學校常有多達 120~180 人

來考私立學校因為會先用履歷表篩選，報考人數還是控制在 10~15 位，以縣市

為單位舉行的聯合甄試，就是集結好幾個學校的缺額合辦甄試，統一考試，按分

數高低與志願統一分發，這時缺額會多一點，大概有 6-8 位，報名人數往往高

達兩三百人，聯合甄試人數多得嚇人，有些人報名了卻信心不夠，到最後沒去參

加考試 

        有人是因為筆試有一科考糟了。自知後面幾關再怎麼努力都沒用，所以

下一堂考試就翹頭了，通常，聯合甄試都是到七月中才辦，有些人當初報名了，

後來考上其他學校，所以就沒有來考試，因此聯合甄試的缺高率蠻高的：一間教

室坐 40 人 

        大概會有 8~12 人沒來考試，報考公立學校，尤其是大都會區(北中高

三市)、或是知名的明星學校，准考證號碼排到一百多號，是很稀鬆平常的事。

幾乎每所大學都有中文系，所以國文科的競爭人數最多，只要參加公立學校的甄

試，一定要有從雞鳴考到天黑的心理準備。 

 （5） [甄試必勝講座] 筆試篇  

一般而言，甄選代課教師，除非那間學校很講究，不然一般都會省略筆試， 

公立國中，筆試考一張考卷約有問答題 4-5 題，範圍大致有下列三種： 



教育科目 (多元入學方案、九年一貫、學科能力測驗理念..) 

專業能力 (如何規劃 xx 課程的教學、該科網頁建置建議..) 

班級經營 (若接導師班會怎麼做、丟一個學生問題要你解決..) 

        比較狠的會考教案編寫：給你一個小時要你設計教案，請注意，是設計 

"完整的一課"，含課前導引、內容講述、問題討論、作業指定、測驗..etc，時

間設定 120-150 分鐘，抽到的試教課別，往往就是教案設計的題目，也就是說：

在試教上台前一個小時抽題，拿到題目就到筆試教室寫教案，教案寫完交卷出來

後，才能進試教準備室備課。如果你花了一個小時來寫教案，就會完全沒有準備

的時間就得上台教，教案要寫得又快又好很簡單，教師手冊後面通常有附錄教

案，畫出幾個每課都能套用的萬用句，考前一天拿起來背一背就 OK 了。 

就我幾次考教案的經驗，是給三大張 A3 的紙。紙上會畫好格子和各項目， 

一張寫該課基本資料，兩張寫教學過程，有一個教案網很好用： 

http://class.eje.isst.edu.tw/itemxx.asp?lpath=07 

請注意網頁上的各項快捷鈕，那些教育相關網站都很不錯 

 （6）[甄試必勝講座] 熟讀簡章篇  

不要怕麻煩，簡章一定要在報名前就買來研究，年北縣樟樹國中，在簡章裡

附了幾個問題要報名者回答，並且規定要事先打成 A4 電腦稿。今年北市長安國

中則要求繳付自傳，而且自傳必須手寫，我去長安國中報名的時候，只見人事室

擠了一堆人，大家都拿著 A4 白紙苦思，字體歪扭不齊,塗塗改改，而且那時已

經快接近報名截止時間了。有的人臨到考試當天，匆匆把簡章翻出來看，才發現

學校在甄試時有一些特別要求，比如說要帶 2B 鉛筆作答，或是考教案可以帶自

己的資料來參考等。可是那時人已在考場根本來不及準備了，有的學校蠻機車



的，報名時要一些特別的東西，像是照片要三張(一般都是兩張)，要附授課節數

證明 (這個是要去教務處印出課表,蓋上圓戳章)，去年的霧峰農工甚至要求回郵

信封一定要是 A4 的牛皮紙袋，如果你是報名當天，才去警衛室買簡章，這些特

殊要求會來不及準備，所以簡章一定要事先買回來好好研究 : 

 

（7）[甄試必勝講座] 教材準備篇  

就我過去三年甄試經驗，三四五冊的試教抽題率較高，可是我不建議各位跳

著準備，還是一到六冊每一課都準備比較妥當。首先，我會要求自己每篇課文的

標題和作者一定要記熟，身為一位國文老師總不能說文章和人配對不上吧.！ 

再來不必傻傻一課接一課慢慢看，我是採取 "同類文章統一公式" 的策略 

底下是我對各冊各課文章的簡單分類，同類型的課文,不僅試教的 idea 可以互

通，連教具,學習單都可以共用，可以減輕許多準備上的負擔： 

 [新詩選文] 

1-1 夏夜  ...... 1-1 表第一冊第一課,以下 

2-4 車過枋寮 

4-6 傘,射手 

5-3 小小的島 

[小說選文] 

2-12 王冕的少年時代 

2-14 草坡上 

3-15 大明湖 

4-14 空城計 



6-11 世說新語選 

[人物傳記選文] 

2-9  五柳先生傳     -----> 不慕榮利 

2-12 王冕的少年時代 -----> 自學有成 

3-2  差不多先生傳   -----> 不求精確 

3-6  張釋之執法     -----> 公正無私 

4-10 木蘭詩         -----> 忠孝兩全 

5-7  文天祥從容就義 -----> 成仁取義 

5-9  愚公移山       -----> 有志竟成 

[書信選文] 

1-6  父親的信 

5-12 寄弟墨書 

6-6  與荷蘭守將書 

6-8  與宋元思書 

[Ａ與Ｂ選文] 

1-2  蟬與螢 

2-8  最苦與最樂 

5-10 享福與吃苦 

6-4  自由與放縱 

6-13 敬業與樂業 

[翻譯文章] 

3-8  麥帥為子祈禱文 



5-15 我心目中的世界 

[君臣應答之文] 

3-6 張釋之執法 

4-7 良馬對 

[成語典故文章] 

1-13 飲水思源 

3-11 孟子選  ----> 一傅眾咻.一暴十寒.心有旁鶩 

4-11 孟子選  ----> 居安思危 

5-9  愚公移山 

其實還有很多性質類似的課文，這只是我粗略分一下而已，這些分類準備，對我

來說已經蠻受用了，相信各位準國文老師都有同感。有許多文章都跟親情,故鄉

思情 or 童年回憶有關，你們可以自己邊唸邊抓出類似,可以互通的文章，不僅

準備教材上省時省力，試教的時候做一點統整的功夫，也可以讓評審了解你對六

冊教材的熟悉度。 

 （8）[甄試必勝講座] 戰友篇  

甄試是一場艱苦而長期的抗戰，既要比實力還要比耐力，一個人單打獨鬥太

辛苦，要多方善用週邊有效資源，非人的部分：我的甄試可用資源包括，網路連

線討論區、立報、聯合報繽紛版、自由時報教育版；至於人的部分：我在代課時

跟辦公室的老師相處得很融洽，我請她們有空堂的時候，就臨時隨便翻一課，我

準備個五分鐘後當場試教秀給她們看，讓在職多年的資深老師就地指導我的試

教，執教多年的老師處理教學的角度，跟沒有經驗光熟讀教材的新手老師畢竟不

一樣，這一個多月的即席表演，的確給了我很大的助益。另外，我在私立高中任

教時結交了兩位志同道合(同科別)的同事，每年的甄試期我們都會組成讀書會一



起準備，我們各自唸自己的書，準備試教，然後互相交換心得意見，討論並取用

彼此試教的 idea。同一個單元，每個人切入的角度都不一樣，而且集結眾人之

力共同討論，可以找出自以為是的盲點，還可以激發意想不到的創意火花，光是

這一點的不同，就能讓評審感受到你的用心 

報名學校的時候，我們三個人不會報同一間學校，以免分散了上榜的機率，

還可以蒐集各校的考題，常會看到只有一個缺，卻三兩個好朋友結伴報名，然後

在考場準備室開心聊八卦，我個人不建議各位這麼做，自己人打自己人，何必呢！ 

我也覺得很很怪異，那些在甄試會場上和朋友聊天聊得越高興的，通常榜上無名

的居多....? 

 

（9）[甄試必勝講座] 試教篇  

要領一: 音量要大但不做作 

要領二: 要寫板書,字體要夠大且工整,不要太快擦掉 

要領三: 把握時間 (太早結束或教學逾時都會扣分) 

要領四: 出奇制勝 (用別出心裁的點子,讓評審印象深刻) 

        個人不建議試教時帶太多活動，除非你一個人有把握把場面炒熱，很多

時候都是試教者在講台上大聲疾呼，評審卻從頭到尾頭連抬都不抬，不能預設 "

評審不抬頭是因為講的人不夠生動" 的立場，因為基本上現在的評審多半都是意

興闌珊的.，一定要設法把懶洋洋的評審吵醒，至少讓他們覺得眼睛一亮，有興

趣看你接下來玩啥把戲，先得吸引群眾的目光，你的表演才不會白白浪費了，吵

醒是一定要的，能講到讓他們笑出來更好，ㄜ....這所謂的笑出來，當然不是因

為出洋相讓大家耳目一新， 



當每位應考者的水準一致，對於印象深刻的那位，自然會給予較高的評價。試教

的時候，我會盡量多引導、少批判，因為每個老師的觀點都不一樣，如果我一直

大力吹捧賴和，結果底下有位評審剛好很討厭台灣文學，那真的是玩完了！ 

試教時間通常有三種 

10 分鐘、12-15 分鐘、一整節 (私立學校偶爾會遇上,不過不多)。一般來

說 

試教時會因緊張而不自覺越講越快，所以在準備教材時，我都會多抓一分鐘 

時間的掌控非常重要，一般都會在結束前一兩分鐘打一次鈴聲，當聽到鈴聲,不

管你還有多少沒講，都應該要做個收尾，下結論了。若太早講完內容，一定要繼

續哈拉把時間撐到底，不要站在台上乾瞪眼。時間沒有掌控好，通常試教分數都

是凶多吉少，看過不少人講修辭，因為這是萬用公式，第一年考的時候我也用過 

可是分數不高，後來我改變戰術：在試教的十分鐘裡，導言銜接上一堂課，例子

啟發（不能太久,頂多二分鐘），連結課文（.把舉的例子和課文主旨相印證），

結論，交代作業，詢問有沒有問題。 

我是一到六冊每課都準備，把想到的流程和要教的 idea，寫在一張小立貼

上，看抽到哪一課，就把立貼貼手心上台當小抄看，大部分的學校，試教時規定

不准用自己的課本，要用會場提供的空白課本或影本。立貼這時候就很方便 

試教的內容不要貪多求廣，12-15 分鐘說實在說不了多少東西，只要把一個小概

念交代完整就可以了，重點不在起頭如何、深度怎樣，應該是要有頭有尾，別科

我不清楚，國文科的話，一開始一定要把課別寫在黑板上，直行條列,由左到右 

板書也是評分要項之一，不要光貼貼大字報就算囉！ 

 （10）[甄試必勝講座] 選校篇  



因為我是具有中等教育資格，所以我討論的是國中,高中職的部分，一般來

說，教師甄試日期的先後多半都是： 

私立高中職 > 公立高中職 > 國中獨招 > 聯甄 > 私立高中職 

私立高中職起跑最早，但招考的時間也持續得最晚，我個人不建議一開始就報考

私立學校，因為考上私立學校後，他們會要你馬上簽約接聘，如果後來考上公立

學校，就必須付違約金才能解聘，而違約金一般公定價格都是五萬左右。我在選

擇報考學校的時候，不是採取 "亂槍打鳥" 有缺就報的策略，畢竟報名費用不便

宜，而且一次落榜就是一次煎熬，所以我會事先評估值不值得考，我所列入的考

量有四方面：1.地域遠近、2.名額多少、3.學校知名度、4.考法 

我本身筆試很肉腳，所以會盡量挑沒有筆試，或是有筆試,但不是當刷人門

檻用，而是一天內筆試,試教,口試都一齊考完的學校，這樣對我來說,勝算較大， 

如果是女老師，又有論及婚假的男友，建議男友住家所在地的學校也要報考，免

得將來結婚想要住一起不方便。除非是聯甄，否則我不會考慮跨縣市的學校。舟

車勞頓之下，扛教具也不方便。名額如果只有一位，上榜率將微乎其微。現在每

個學校多半都有實習和代課老師，這些因素也要考量進去，所以一般我都是挑名

額兩位以上的學校來報名，學校知名度是要配合自己的既有資歷，基本上前兩個

志願的高中我是不會報名的，因為以一個名氣平平國立大學學士出身，教學經驗

又只有兩年多，是不可能去跟人家競爭一中,女中。既然知道自己的斤兩不重，

何必傻傻地去做犧牲打呢，不過高職就不在此限制！ 

而且，較名不見經傳的公立學校，備一的那一位也比較有希望備上，私立學

校會持續徵老師，而且越到甄試末期(八月中,底)，私校招考的門檻會越低，很

容易就考進去了，我個人是如此建議，如果是甄試場上的新手，不妨以高中職暖

身 



以國中為主力，以聯甄為副手，以私校為後盾，報考的學校越多，只會讓自己身

心俱疲而已，不如鎖定勝算較大的學校。 

有四種學校，不管招考名額多少、不管校系知名度高不高，只要有開缺就一

定要報考，這些學校包括：1.自己的母校、2.原實習或代課學校、3.離家裡最近

的那間學校、4.大學母校附設的實驗學校。 

   

（11）[甄試必勝講座] 教具篇  

我比較怪異，因為我的教具是不做海報的，一來是因為我有 POP 社團指導

老師聘書，可以佐證我海報設計的功力，這點我會在學經歷證件裡秀給評審看 

並不需要在試教時表現。再者，我個人認為國文科並不適合畫海報，因為 POP 字

體會讓中文字的筆劃和筆順失真，而且除了課文內容的呈現，其他的字眼只要一

上了海報，就會拉低了試教的層次。檢視一下你所製作的海報內容，是不是大致

分成三大類：一類是課文架構(題旨,文體,起承轉合)、一類是修辭,字詞的形音

義 

一類是文體介紹(如詩詞曲的體制,比較..)。別忘了很重要一點，台下坐的評審

多半是執教多年的資深老師，他們要聽的不是每個中文人都懂的東西，以上那些

公式,你講的絕對不會比他知道的詳細，他要看的不是你照本宣科，完全複述參

考書裡面寫的東西，而是試探你知不知道怎麼處理抽到的課文。 

在教學方面：我個人重視的是課前引導和啟發，所以每一課的試教，我都設

計了一個小活動，這個小活動是我主動學生被動，之後下一個發人深省的小結

語，留給底下學生一個思考的空間，同一個活動可以由不同的角度來解釋，所以

我應用的教具不多，但許多課都可以共用。教具方面：我個人的策略是採取"實



物輔助教學"，有的課文教具很明顯，比如說抽到傘這一課，就帶個折傘和普通

傘上台把玩；抽到紙船印象，就帶幾張半開的海報紙現場教摺紙船，此外，我會

事先去圖書館借百科圖鑑，植物,動物,器物,民俗,藝術類都各借一本，在合用的

圖片上用立貼附註課別，抽到哪一課,馬上就可以翻來用。什麼是鞍鞬轡頭、什

麼是趺跏佛像、什麼是沒骨花卉、什麼是雲鬢花黃，任你憑空解釋再用力，不如

直接用圖片秀給學生看來得清楚。與各位分享一個心得，今年我的必勝秘技是課

外書，本來我是想把每一課文章出處的書能找來的盡量找齊，後來我發現太不可

能 

因為那些書目都已經年代久遠，甚至根本就絕版了。我去舊書攤混了幾天，抱回

了一些萬用書可以讓各課通用的，就是像燈塔、圍爐夜話、勵志小品、詩詞曲賞

析等等。當然,有找到相關作者的著作的我也買了，在試教完最後十幾秒時，你

就把書拿出來唬爛說，老師手邊有一本和本課內容相關的書，放在小老師那邊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然後大剌剌走下去，把書放在某位評審的桌上，教他

們不想看也不行， 

 

（12）[甄試必勝講座] 反省篇  

有不少人，包括第一年剛出來闖甄試的我，常很容易犯一個錯誤，考過的甄

試也許是筆試寫不完全、可能是試教時說得不順、或是口試時應答得不得體，因

為是不愉快的應考經驗，所以考過以後就不願再去回想，旁人怕刺激落榜者，也

很有默契不加過問，這樣選擇性的失憶，其實是很可惜,又很浪費的。投入甄試

場混戰的這三年來，我與其他兩位戰友組成情報網，把每一間我們應考過的學校

都做了筆記，舉凡筆試內容，試教抽題的範圍、還有口試所問的問題，整理蒐集

成一個甄試題庫，我們給自己訂一個目標，只要考過的題目一定要查出最完整且

最適切的答案，就我們所蒐集的高中國文筆試題目可以發現，中部各縣市(即中.



彰.投區)的高中，過去兩年傾向於考文學史的申論題，題目不出先秦諸子和唐宋

古文的流變，今年暑假則多轉向課文的啟發教學與賞析。以高中國文甄試的考題

為例，西苑高中考讀孟嘗君傳的剖析與架構、惠文高中考赤壁賦意象的引導教學 

台中高工考詩.詞.曲的解讀與賞析，之前沒有教過這些課文，臨時要寫出淺顯易

懂的引導其實並不簡單，試教的部分：有時我上講台教課時，會覺得講得不是很

順，下台後為此懊惱不已，為避免以後抽到同一課又發生同樣的遺憾，所以每一

課我曾抽過的試教單元，不管當時表現得好不好，我都會要求自己修正錯誤，重

新調整例子、敘述方式、設計活動和作業，規劃板書內容和移動路線,並嚴格掌

握時間，非將該課變成 "完美試教範本" 不可。可惜的是，我從來沒有遇過同一

課抽兩次的好運。 

考過的甄試，不管是不是愉快的經驗，都要記得回想並反省自己的表現，表

現好的部分可以繼續保留沿用，表現不妥的部分要記得修正，期許自己下一個甄

試場上不要再犯。我一直都相信：唯有記取跌倒的教訓，更加小心往後踏出去的

每一個腳步，之前的那一個跟斗才沒有白摔。 

   

其二：國中篇  

我的試教方式是用結構分析表來賞析課文（我一到四冊幾乎每課都有做結構

分析表），有個好處就是：同一套原理，每一課都可以用，因為考試時間迫在眉

睫，沒時間也沒心情去想，生動有趣的活動，只求熟悉課文、講述清晰、順暢即

可。以今天抽到的「聲音鐘」為例（假裝上節課已經把課文上完，今天要帶各位

同學更深入賞析這篇文章） 

1、針對題目意義作一番發揮：為何叫「聲音鐘」？因為作者寫的是小販的 



叫賣"聲"，又為何這些聲音可以當作時鐘來使用？因為小販總是準時地出現（引

伸到這些小販堅守崗位，從不缺席遲到，順便帶大家回憶第二冊的 

那默默的一群，同樣是寫小人物堅守崗位） 

2、開始簡要分析課文結構：其實只是把整篇文章大要順過一遍，並選擇最重要

的一、兩段，大加發揮一番，並丟幾個問題和學生互動（最好能貼近學生生活）

例如：第七段，聲音鐘也有停擺的時候，像賣烤蕃薯的老頭一直，沒出現，就

引起作者極度的關心和不安。我就問學生，如果你家的時鐘壞掉，你會像作者

那麼緊張嗎？為什麼？（引導出聲音鐘是人性的，及作者的關懷之情）又比如：

叫賣聲最平板無奇的蝦仁羹，為何生意最好？（因為料多味美又實在，帶學生

回憶第二冊吃冰的滋味，昔日物質簡陋，但人們講究誠信，不偷工減料） 

3、重點來囉：在最後的三分鐘，除了收束全文，一定要把這篇文章的精神，要

旨不斷地強調。（在作者深刻、細心的觀察中，看見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天天看到、聽到或遇到的平凡人物，但我們卻常常忽略它們的存在和價

值。這些聲音鐘，除了帶來美味佳餚與溫暖的人情，更重要的是它們準時、

認真的生命響聲，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這樣跟大家分享，其實有點慚愧，畢竟只是很普通的教學方式，準備的時候，

教師手冊、動動腦、加上自己動動腦。希望對大家有點幫助！聽我實習學校

的教務主任說我的筆試成績是國文科中的最高分（不知道是否有人與我同

分），不過，多多少少應該可以肯定我紮實的準備功夫，我就稍述如下： 

（背景：去年 11 月開始準備） 

閱讀書目（依序）：1.教育心理學  張春興著 



                  2.教育綜合測驗（含歷屆試題） 戴帥著   志光出版社 

                  3.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戴帥著  志光出版社 

                  4.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歐文/程薇著  志光出版社 

                  5.國中教師甄試精編（上）（下）   螢雪出版社 

                  6.國中教師甄試試題   螢雪出版社 

                  7.其他：各出版商之雜誌（如：新講台、翰林文教等），研 

習資料、網路資訊等。 

P.S.除了 1.和 3.是整本讀完之外，其他都是用來整理筆記的。 

 筆記的整理方式：以「協同教學」為例 --- 

                 1.定義  2.內涵  3.模式 4.實施方式 5.優缺點 

6.配套措施 7.應用 8.實例 

 筆記收集夾：活頁紙卡 + 分類索引片（讓整理過的資料一目了然，搜尋容易） 

 其大綱依不同主題而定，也依你手頭的資料多寡而定。後來並沒把手頭所有的

書讀完，不過，重點與脈絡還大致都滿清楚的。 

   

其三：『教育科目』可依照這樣的方式試試看  

一.原則： 



   1.分點列述，綱舉目張，大標題小標題一定要清楚 ，並縮排。 

   2.題目問幾個問題，記得就要回答幾個問題，並掌握要問的重點。 

   3.拿到考卷可以先審題，把一些立即想到的關鍵字記在每題題目旁。 

   4.簡單列舉題目大綱後，開始不停筆的闡述己見。 

二.前言? 

  1.正式寫入重點之前，寫一小段導論(前言)，可以以現今狀況或是理論名詞或

針砭教育現狀破題。 

   2.前言不宜太多，三到五行就可破題，「以下分成幾個部分，分項闡述（臚

列） 

     探討）如下： 

三.內容：再正式切入文章中心，記得提出相關理論部分，可以理論為標題，或

分成幾方面來探討。大標題下面可以加上小標題，並加入自己的意見。 

四.結論：結束時記得總結。總結可把前言換句話說，或是把因為時間不夠而無 

法在內容上提及的，在此以關鍵字補充，證明自己懂得廣博。 

五.提醒： 

   1.不用把考用書上的標準答案都背起來，記得關鍵觀念再自行發揮即可。 

   2.提出問題時，記得提出解決之道，這是答題的重點所在，教師所重視的是 

     問題的解決能力，而非只製造問題。 



   3.列標題時，即可把關鍵觀念表達出來。標題以下的文字再解釋標題即可。 

     標題如能簡潔扼要，字數差不多，看起來版面會很舒服。 

   4.教育愛是閱卷老師希望可看到的。 

.  5.學生可用「學習者」稱之，我們則為「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學習者」 

     學習的「主體性」。 

六.最後： 如能以把「理論帶進實務，以實務映證理論」的「行動研究」方向來 

思考答案，或許雖不中，但亦不遠矣 

       【三、九十年度高中甄試題目統整---筆試 口試 教育科目】 

                                  (略---彙集於就業輔導組蒐集、整理之口、筆試

題目中)  

【結語】 

   以上林林總總是今年自己教師甄試的心得與準備，希望對學弟妹有一些些的

幫助，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切磋指教。 

另外所想要提出來和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面對師資多元培育，師大已不有以往

的優勢，我們跟別人一樣都要競爭，這是一個衝擊，也是個挑戰，除了自己本身

的實力，身為師大人的氣格外，對於在外邊學長姐是否多保持聯絡的通訊。人不

親，土親，皆是在師大培育出來的，多少都會多照應，考試前的打聽，到方向的

準備，教材的取得，到進入學校後相互的照應，我想這是一體的，因此師大人有

自己的聯絡網，與自己系上前輩的聯繫工作應該要重視。這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此外就是除了專業外，第二專長的長才，要問問自己能給學生什麼不同的東西，

這樣才能從中脫穎而出。 

     最後 謹祝 大家一帆風順……教職一途順利，記著：『強者創造機會，弱

者等待機會』，對自己有信心，對師大也要有信心唷。 

 

* 本文作者為本校國文學系 90 級畢業生，目前服務於國立苗栗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