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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甄選口試分享 

蕭偉智 

特教系 95 級  

台北縣文山國中教師 

 

有人說口試像聊天，但我想在緊張時刻，很難像一般時刻那樣從容自若，所以

有些問題還是可以事前準備會較好，所以想把個人經驗作綜合整理，僅供大家

參考看看！ 

                                                                                 

★思考看看… 

◎ 我們總以為自己回答的很不錯，但每位應試者的內容 80%都會相同，不外乎

溝通、教學、相關服務、社區。如果你是評審，你是不是聽到第三遍就膩了？ 

◎ 口試前 5分鐘就定分數？！ 

◎ 口試最怕哪些問題？ 

◎ 我真的有像筆試或試教一樣地準備嗎？ 

 

★前人經驗：談成功  匯豐銀行副總裁－楊琇惠（2006.04） 

◎ 人的身價是無限的，因為潛力無限。  

◎ 差異化：要有效率地讓他人察覺你的存在。 

--「chanel 小姐」故事 

楊總裁考 EMBA 時，從報名到考試（冬天到夏天）都穿同一套白色 chanel

套裝（冬裝），雖然考試時很熱，但達到差異化，從審理報名者到面試委員

都知道有這麼一號「chanel 小姐」。 

--「卡片」 

她會告訴行員，要作出差異化。在客戶生日或重大節日送卡片  

不夠，在認識客戶一週年送卡片：「XXX，今天是我為您服務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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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希望未來能為您繼續服務！」這才是差異化。 

◎ 對於老闆而言，要找的人不是頂尖優秀的，而是「合適」的人。 

 

★口試 

◎ 口試「差異化」 

只要有一丁點不同，你就會意外的收穫 

 

壹、口試前心理建設 

一、大家都太強了，我怎麼跟人比？                                      

    這一個部份，我想跟大家說的是心理素質部份：在考試階段，往往大家都

會被驚人的報名數字嚇到，或是同場複試有同班同學，或是某一位一直中榜的

考生又出現了，這時候你可能會想： 

 

  「他們這麼優秀，我真的想不出來我有哪一點會贏過他們？」 

  「我上一場口試分數超低，口試是我的致命傷」 

 

    雖然不否認的確有些人似乎天生口才佳、表達流暢、邏輯組織能力強，如

果你是這樣的人，那就要先恭喜你！但如果我們不是這樣的人那是不是就別考

了？當然不是，從口試的評分項目來看不外乎學歷、經歷、教育理念、班級經

營、教學知能、表達能力、儀容舉止、行政管理等方面，由此可知表達能力也

只是其中一小部份，答題的內容才是真正一回事，所以別再為了「自己不會說

話」而苦惱。 

 

二、大學或實習表現優秀就會考上？                                        

    第二，我必須再說的是：「考試」這種事情沒有一定，大學或實習的表現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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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機率沒有絕對正相關（還是那句老話，努力不一定會成功，但要成功必須

努力）。而我們要相信自己是很強的！憑良心說，在教育這個圈子，不會有太

多人比我們強，比我們強的都去台大了，師範體系裡頭，我們好歹也是龍頭，

別被自己班上的人嚇著了，以為全世界的考生都是這麼強！雖然我們先天佔了

優勢（台師大），但後天還是要努力才有辦法成功！ 

三、我該怎麼面對好友同場競爭？                                        

    「平時是好友，踏入戰場就是敵人！」不是要我們反目成仇，只是要告訴

大家，你一但踏入口試試場，就得盡力表現自己！「來考試，不想上，考心酸

的嗎？」然而，當你口試完，就要變回好友，告訴自己班上同學評審問了哪些？

評審態度？評審口味？以及相關注意事項。 

 

貳、口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是評審口試我，還是我口試評審？                                    

    這一個問題其實要處理的是「主控權」的掌握！ 

    關於這一個能否主導口試的秘密武器，一般來說可以分三種：個人檔案、

你與學校的關係、答題技巧。 

    當你可以吸引評審的注意，而一直問你早就準備好的東西，當然你的口試

分數一定在水準之上，這就是我所謂的我口試評審。如果可以讓評審一直問你

的學經歷、社團經驗或成長史不是很爽嗎？一方面答題容易、一方面又可以消

耗時間。不然評審萬一對你沒興趣，拼命問你一些超難的專業問題或是一直刁

難你，這就會自己容易亂了陣腳。 

  （一）個人檔案： 

    PPT 板上雖有人（是每年）只憑薄薄 3 張 A4 就考上，他們認為其實沒有個

人檔案也還好，但我們想想如果 80%的人都有精美的個人檔案時，而我們沒有那

氣勢就顯得太弱了，因此建議準備（一）精裝本的個人檔案（不用為了頁數在

煩惱，頁數少就印單頁，頁書多就印雙頁）；（二）簡易摺頁（內容取自個人檔

案，選出最精要與厲害的部分）。這些部份，可以參照歷年來學長姐所流傳下來

的各式各樣個人檔案。需注意到，個人檔案的顏色、排版、字型、字體大小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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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花俏，評審大多有一定年紀，以易讀性為重。 

 

  （二）與學校的關係（獨招）： 

    舉例而言，我個人考淡水商工時，就附上了一份大四到淡水商工的行政實

習報告，讓口試評審知道我來過這間學校，是跟其他考生不同的！讓自己贏在

起跑點，表現出我已經是學校的一份子！當然，凡事沒有那麼幸運，如果壓根

都沒有聽過或來過這間學校呢？我想我們必須蒐集一些資料： 

    1、學校起源或辦學理念 

    2、學校特色與個人專長如何相符合 

    3、學校目前招考的需求（專任、導師、行政） 

    4、與臺師大關係 

  （三）答題技巧 

    關於這個部份是很技巧性的引導評審跳入你的「陷阱」。通常這技巧可以應

用到「自我介紹」部分，我們可以特別強調一些自己與時下特教準教師不一樣

的經驗或專長（這要靠大家自己去想想自己「特殊」的部份），但是不要就一股

腦說完，留個伏筆，讓評審追問下去。 

    事前準備，你就可以將「主控權」暗暗放在手中，你就會覺得一切如有神

助，你就會喜孜孜地踏出試場，就等放榜而已。 

 

二、我到底該說些什麼？說到痛哭流涕？自我昇華？                         

    其實口試時間大約 10 分鐘，評審老師聽了一整天的回答，理應非常疲累與

不耐煩，所以總是想聽到些「重點」，所以建議大家說出一些具體的回答與作法，

別「一直」在情意面打轉： 

◎反例： 

    評審：「你說說看你有那些特質或專長可以從事特教老師？」 

    考生：「我從小就很喜歡小朋友，所以喜歡跟人接觸，加上我極 



 

 5

           度有愛心、耐心、細心，而且我非常喜歡教師這個職業， 

           它可以讓我發揮幫助 人的特性…（大哭）」 

 

    相信大家也覺得太扯了，怎會這樣回答！但是，一到考場，腦袋空空，有

80%的考生都是這樣說的！這樣的回答平淡無奇，一方面也浪費自己表現的時

間，一方面也增加評審的負擔。 

◎正例： 

    評審：「你說說看你有那些特質或專長可以從事特教老師？」 

    考生：「我喜歡接觸人群，我有三心：愛心、耐心、細心，所以   

           我在大學四年期間實際從事了志工活動長達 XXX 小時， 

           無論是校內的身障體驗、校外的資優生營隊、唐寶寶夏 

           令營，甚至亞太資優會議或亞智盟會議，我都認真參與！ 

           我相信能夠將個人特質落實於教育這職業，才能夠成為 

           一個好的教師，所以我把特質化為行動，我已經準備好 

           成為一個好的特教老師。」 

    口試不外乎看「人格」與「能力」，但人格總不能只是痛哭流涕來表現，利

用一些小技巧點出人格並帶入具體例子，如此他人才會覺得誠懇跟印象深刻。 

 

三、毫無頭緒中找公式                                                   

    其實口試有些固定公式，個人經驗大家參考看看： 

（一）關鍵： 

    1、請說出具體作法：直接切重問題，別從頭到尾只說我會給「相 

       關支援」、「教學輔導」等詞彙。 

（評審心想：到底哪些相關支援，能不能說一些實務的例子？） 

說
出
具
體
證
據

說
服
評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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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別用懷疑的語氣「我會這樣做 XXOO，應該是這樣吧？」 

（評審心想：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阿？） 

  （二）模式： 

    1、理念：關於 XXXX 問題（重複問題，讓自己好好整理思緒）， 

             我相信…（不一定每個問題都要這樣起頭） 

    2、作法：我會有以下幾點作法（層面要廣），大致上不脫：學生、 

             同儕、家長、原班導師、任課教師、行政、校外資源。 

    3、總結(可不作)：所以針對 XXXX 問題，我會從（講大標的幾點） 

                    結尾。 

                                                                             

 

參、關於口試類型與應答 

一、個人自我介紹與優勢                                                

    關於這一部份，「不是大好就是大壞」。回答得好，加許多分；回答不好，

那就代表你對自己都不了解，那如何成為一個教師呢？ 

    一般人的回答可以分作「情意特質」與「專長履歷」部分，前者例如：我

是個喜歡和人相處的人、我有熱忱與服務的心；後者如：證照、得獎、社團等。

對於此，建議以「具體事蹟」作開頭，最後引導情意面與教學面。 

 

相關口試問題 

※請你自我介紹？ 

※上一位是你同班同學，他/她表現很優秀，你告訴我一些理由，讓我錄取你而

不錄取他/她？ 

※你有什麼專長或特長？ 

理念 具體作法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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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例： 

「我大學修畢 XX 組課程，具有特教專業，也有愛心有耐心，所以  

  我相信我比我同學優秀，我一定可以成為更棒的特教老師。」 

 

   

 

◎ 正例： 

「我相信我同學也是一個很棒的特教老師，他在很多地方有我沒 

  有的優點。然而，貴校的需求是需要一個 XXOO 的教師，而我 

  符合這樣的需求，因此希望貴校能夠錄取我…」 

接下來就看個人專長接下面的話： 

   體育：我有體育專長，我相信身障學生的也需要適切休閒活動， 

         所以我能在適應體育方面比其他教師有更多經驗與課程設 

         計概念。 

   社團：我有長期團隊合作的社團經驗，無論是工作人員或領導者， 

        我都能體會每一個職位的辛苦，因此我更能以同理方式來進 

        行合作分工，這也符合特教團隊的需求。 

   烘焙：我擁有烘焙證照(專長)，所以在職業課程領域，我能馬上上 

        手替學生規劃個別化的課程，包括職業技能、職業態度、職 

        業性向、職業知識等方面。讓學生將能力帶走並且培養獨立 

        生活的能力。 

                                                                             

大家都有這些，不然

幹麻當特教老師？ 

會攻擊他人的老師，那我該如何相信你在團隊

之中可以扮演「助力」而非「阻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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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自信與自傲只隔於一線 

    自信：說明自我才能，並導入為學校、團體或學生貢獻哪些具體 

          事務。 

    自傲：只強調自己多厲害專長，萬事我都沒有問題。 

 

二、看似容易，但超可怕的個人經驗                                      

    關於此部分，常常會有陷阱，評審會引導你去說某一段「故事」，但人總是

會不自覺侃侃而談並敘述細節，弄得自己很愉快，評審聽得很痛苦（因為故事

中的人事物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所以建議以 1 分鐘敘述事情，再從中講述個人

在事件中獲得哪些事情。 

 【公式】 

  （一）理念：我總是在這些事情中獲得成長與經驗。 

  （二）事件敘述：簡單的人事物交代，不需詳細點出人名之類的。 

                  建議說的事件是那種有所兩難或有所挫折的事 

                  件，因為從挫折中成長的故事最八股也是最保險 

                  得分的回答。 

  （三）事件感想：先說情感面，再說對於我日後擔任特教老師或個 

                人特質的具體影響，不要只說「對我影響很大」 

                之類的話。例如：經過這樣的事情後，我從中思 

                考，以後我遇到我會 XXOO（作法）。 

                                                                            

三、特教專業問題－多看多做有保庇！                                           

      這部分問題差異性較大，大約可分為三部分： 

（一）鑑定與安置：各類鑑定標準與鑑定實務（例如：如何排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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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不利因素、學情障&自閉症鑑定）。 

（二）課程與教學：課程設計、教學專長、教材製作、教具製作、 

      教學實務。 

（三）輔導：行為處理能力（情障、學障、自閉症）、性教育（智 

      障）。 

    前兩者，沒有辦法靠硬掰，自己要多唸書，實習多接觸或參與處理這樣的

實務。當真的沒有經驗時，問問班上同學是否有經驗可以分享。關於第三者，

也是有實務上的陷阱，需要從多方面角度來作回答。 

 

◎ 正例： 

   課程類 

    「功能性教學是一種著重教導學生在目前或未來生活中的技能 

      ，透過各類教學法，以系統性方式安排課程，讓學生將能力 

      帶走，例如：我之前上過的某某課（簡單敘述課程內容）。」 

   輔導類 

      亞斯伯格/自閉症/情障的情緒行為問題。這一題很經典喔！ 

  （一）理念：我相信事情一定可以被解決，但不是我一個人的力量， 

             而是以團隊的方式來處理。 

  （二）作法：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會從五方面來著手： 

    1、對學生： 

    （1）針對學生問題提供社交技巧、情緒行為、行為改變、藥物    

         評估處理等。 

    （2）分析行為功能（功能性評量），找出行為前因，並建立替代 

         性行為與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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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估學生狀況，引入校外資源，例如：巡迴輔導、心理治 

         療等。 

     

2、對同儕： 

  （1）找尋班級小義工，教導小義工如何幫助學生。 

  （2）進行特教宣導，建立與自閉症/亞斯伯格相處態度。 

    3、對導師： 

  （1）同理導師的辛苦，並給予導師看見特教組的具體處理作法， 

       並告知導師可能成效，建立導師信心。 

（2）提供特教專業知能成長機會：研習、座談、書面資訊、諮 

     詢等。 

    4、對家長： 

    （1）邀請家長與導師召開輔導會議，了解學生的教育、醫療史。 

    （2）與家長定期連絡，追蹤學生狀況。 

    （3）提供家長行為處理策略，在家庭中落實執行。 

    5、對行政人員： 

    （1）增進行政人員對於該生的認識。 

    （2）建立全校性身心障礙學生危機處理流程，分層負責。 

     所以針對此問題我會從這五方面：學生、同儕、家長、導師、行政人員方

面做處理，一方面解決問題，也可以建立學校本位的正向性行為支持模式，日

後有類似情況也會容易處理。 

                                                                             

四、難搞的行政溝通問題－團體多元力量與行政倫理                               

    關於此，評審一定會說了一個很現實的不配合情境，但是我們的信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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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要留意不是一個人解決問題，而是用團體力量解決問題且

遵循行政倫理（不要越級處理，學校害怕這種老師！）。 

  【公式】 

（一）理念：我相信問題都可以被解決，我們都是以學生為出發點，  

           只是作法不太相同，但基於有相同目標，所以一定可 

           以有所解決方式。 

  （二）作法： 

    1、軟性溝通：請資深老師與單位主管協助、參加教師社團或普 

                 通班活動增加與行政接觸時間、多加入些學校非 

                 正式組織活動，增加人脈或交情。 

    2、書面資料：召開會議以書面資料作為依據，日後行政遇困難 

                 時有所依據。 

 

相關口試問題 

※ 你身為一個特教組長，發現校長不支持特教，你將如何溝通？ 

※ 你身為一個特教組長，教務主任認為為了資源班學生區塊排課很麻煩，不想

做，你該怎麼辦？ 

※ 你想為特教學生申請相關服務例如：職能治療，但學校跟政府沒有錢，你可

以怎樣做來符合學生需求？ 

※ 當你發現普通班老師沒有人願意班上安置身心障礙學生，你將如何處理？ 

 

 

 

◎ 反例 

直接跟校長說明

 越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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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校長不支持特教，我會跟校長說明特教趨勢、發展與特殊  

  學生的需求，而特殊教育的推廣也是學校教育的一項指標，我 

  也會給校長具體承諾，我將如何規劃特殊教育。」 

 

 

 

◎ 正例 

「如果校長不支持特教，我會跟輔導主任溝通討論，取得共識之   

  後，再與輔導主任共同向校長說明特教趨勢、發展與特殊學生 

  的需求，而特殊教育的推廣也是學校教育的一項指標。我們將 

  會在特教推行委員會計畫特教業務並與各處室協調合作。我也 

  會承諾學校預計的具體特殊教育成果。」 

 

 

 

 

五、親師溝通問題－家長也需要個別化溝通方式！                          

    這個部分常常會遇到兩種問題：家長不管孩子、家長難搞等。而這個部份

又會牽涉到地域性問題。我們不能把實習的經驗套入每一個地區，有可能你在

台北市都會區實習，但你報考縣市的家長都是從事農業居多，回答時可能就必

須調整，家長也需要個別化溝通方式。 

 

※家長也有資優生、身障生與普通生，有些懂得太多，有些懂得太少， 

  有些懂得剛剛好。 

※我是特教老師，先找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我是特教組長，先找輔導主任 校長 

遇到推行校內特教困難時， 
請記得提出「特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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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都會區：某些家長學歷與知識可能比你高。 

  （二）鄉村區：特教概念較少，無法聽懂特教用語，甚至不太會說 

                國語！ 

    1、中南部：閩南語居多。 

    2、桃竹苗：客家語居多。 

    3、東部或山區：原住民居多。 

  （三）原住民：隔代教養或單親家庭普遍、家中不希望小孩升學而 

                是工作優先或可能沒有特教概念。 

    因此，建議回答的這類問題可以從幾個方向去思考調整： 

  （一）語言：國語、閩語、客語、原住民（如果不會說，怎麼辦？）。 

  （二）內容：學術用語、教育用語、日常用語。 

  （三）作法： 

    1、暑假的家訪：了解孩子家庭的需求，給予可能解決方式，以 

                   建立良好互動關係。 

 2、開學後：IEP 會議、聯絡簿、班親會、提供資訊（書面與非書 

            面）、提供可參與家長團體等。 

 

相關口試問題 

※ 你如果是導師，你如何與家長保持密切聯絡？ 

※ 你今天發現家長都不願意到校參與孩子的教育事務，例如：IEP，你該如何解

決？ 

※ 我們學校的學生以原住民居多，你在台北實習，你將如何與我們這裡的家長

溝通？ 



 

 14

※ 我們學校學生很多都是單親家庭，家長每天工作忙到很晚回家，根本沒有時

間照顧或教育孩子，因此孩子的問題行為一直改不掉，身為導師的你該怎麼

辦？ 

※ 學生家長對於身障孩子很失望，不想管孩子，你要如何和家長溝通，讓家長

和你合作來教育孩子？ 

※ 家長對於你的教學質疑，認為不適合他們孩子，跑來向輔導主任或校長抱怨，

你將如何處理？ 

※ 你上課上到一半，家長生氣地衝進教室要找你理論，你將如何解決？ 

 

肆、口試，我還可以作什麼？ 

一、從容：堅定眼神、控制說話速度與音量、抑揚頓挫、自信心。 

二、笑容：進場、聆聽問題、回答、離場（但別像個傻子一樣笑）。 

三、禮儀：敲門進入、問好、發檔案時說：「辛苦了各位委員！請參    

    考」收檔案與離場說：「謝謝！」。 

四、坐姿：椅坐五分、雙腳合併、抬頭挺胸、雙手平放大腿上。 

五、正向：積極、具體明確的話語等（忌也許、可能、應該吧）。 

六、沒有辦法列點回答，請不要刻意列點，可能會弄巧成拙（開頭說有五點，

最後卻只生得出三點）。 

七、努力蒐集前人與友校曾經 PO 過的分享文章或題目，別讓自己踏上錯誤！ 

八、及早準備好「一分鐘自我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