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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實習導師實習導師實習導師實習    

經過將近一年的導師實習，我與班上的同學已經

建立濃厚的默契與感情，因為他們都很活潑、都很樂

於與我分享。在許多管理上的學習，我也都能適時與

王老師作討論，並且利用適當的班級經營技巧建立班

級秩序與常規。 

從這一年來的學習當中，我了解班級生活教育的

重要，這是身為一個導師要領導班級的重要標準，唯

有在班級成員都具有良好的生活行為之後，才能營造

良好的學習環境，進而使學生培養良好的行為。在跟

隨王老師的學習過程中，我學習到許多班級經營的方

法如下： 

（一） 行為塑造 

    王老師善於使用獎懲原則，並且搭配學校所設計

的行為獎勵卡，利用登記優點和缺點的方式，盡而達

到鼓勵行為表現優秀的同學，遏止同學不良行為的目

的。有些同學是因為早自修遲到，或是聯絡簿忘記簽

名，老師都有一套方法懲罰學生，對於學生很有效用。 

（二） 班親溝通 

    重視用電話與連絡簿和家長溝通的王老師，常常

與家長交換意見，因此可收行為預防之功效，許多學

生的個人行為問題，也都能經由與家長的互動與溝通

中，得到良好的解決。因為我們班是三年級，即將面

對基本學測，所以很多學生的心情常常浮動不安，大

考、小考、段考、模擬考…接踵而至，於是學生經常

抱怨聲連連，我常在連絡簿可以看到學生們反應的心

情，也給他們許多勉勵的話，而成績單也是一個與家

長溝通的好途徑，讓家長更能了解子女的學習狀況。

我覺得國三學生真是辛苦，每天幾乎都要考試，假日

不是補習就是要返校勤讀，真是辛苦的國三生活呀！ 

（三） 果斷紀律 

    對於班級的突發事務，王老師秉持一貫果斷處理

的原則，如果有學生違反班規或是攜帶違禁品，老師

會當下依據班規給予處分。學校會不定期作學生的安

全檢查，我在協助老師的過程之中，更清楚了解老師

的做法，因為班上有些同學會帶手機或是隨身聽等物

品，老師還會利用班會或是導師時間向班上學生說明

同學被處罰的原因，藉此機會讓全班同學了解，以收

警惕之效。 

（四） 目標導向 

王老師習慣設定班級預定達到的目標，並與學生

約定達成之後或是沒有達成，學生可能受到的獎勵或

懲罰，雖然表面看來是獎懲並用，但實際上老師還是

以獎勵為主，盡量給學生有表現的機會，如此更能促

進班級朝向共同目標努力，像是全校的整潔秩序比

賽、運動會、歌唱比賽等，可以更加凝聚班級的團結

氣氛。 

針對以上王老師的班級經營方式，我個人從中學

到不少，也從其他相關網站或書本上找到幾個班級經

營的理念，作為與之互補的做法。 

（一） 和諧溝通 

    一個班級最重要的是和諧的班級氣氛，教師必須

以身作則，在講求紀律的班級條件下，也應該重視與

學生之間的溝通管道，如此可以讓學生也有反映的機

會，才能營造和諧的班級溝通氣氛，俾能盡快瞭解班

級問題，並做適當的處理。 

（二） 需求滿足 

    導師應該了解學生除了課業成就之外的潛在需

求，並利用教學與班級經營時間，適度讓學生能得到

滿足，如此有增強優良行為的作用，也可使其他同學

有見賢思齊之心。 

（三） 團體動力 

    教師可以利用鼓舞士氣，以營造團隊氣氛與動能

的方式，營造群體的榮譽感與追求成就感的力量，讓

班級有共同努力的目標與原因。 

班級經營是每個教師都必須面臨的問題，它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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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愛心、耐心，也需要無比的智慧和學識。傳統的

班級經營以教師為主，教師的權威大於一切，但現在

和以前大不相同，顯得民主多了，所以觀念也要跟著

改變。例如：讓學生受到更多的尊重、師生之間溝通

的管道要更為寬廣、學習變得更活潑等。也正因如此，

老師在班級經營上就需要更加靈活，以求對學生有最

大的幫助。 

經由一年的學習，從中確定了自己的班級經營模

式，除了參考王老師的經營方式之外，我也參酌自己

的狀況與能力，並經由網路上或是書上得到的班級經

營相關知識，學習更多有效的方法。希望將來可以兼

融各種技巧與方法的優點，營造良好的班級經營環

境。班級經營需要家長、老師、學生三方面誠懇密切

的配合，才會有三贏的結果。期望班上小朋友在『愛』

與『尊重』的環境下成長，能明辨是非、有同理心、

負責任、更能團體合作。 

※※※※教學實習教學實習教學實習教學實習    

    這個學期老師持續給我上台教學的機會，從寒假

開始，我就負責三年3班的國文課教學，針對教學內

容有以下的省思： 

1.與學生上課互動的能力。由於這個班級也是滿活潑

的一班，而且很多學生常會不夠耐心而坐不住，可

能上課沒多久就開始與其他同學聊天或是趴在桌子

上發呆，所以我經常利用與學生互動的機會，讓對

方了解我已經在住意他了，這樣使學生上課比較專

心聽講。在誦讀課文時，我會用不定時點名的方式，

點幾個同學來誦讀課文，所以當別人在讀課文時，

每個人都能注意現在讀到課文哪邊了，或是再上課

當中隨時點同學起來回答問題，聽看看他們的想法

或意見，這樣經常可以讓學生有表達的機會並可以

反省自己的做法與別人有何不同。 

2.教材設計活潑化。為避免上課過程太枯燥乏味，我

刻意將上課時間區隔為幾個小段落，作為學生可能

記憶力不集中的時間點，並適時在這些時間點安排

與課文有關的話題或是趣聞，或是引申到時事的討

論，讓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因此與課文作

連結，讓他們可以了解本課學習的目標。 

3.利用走動式的上課方式，隨時維持上課秩序。我經

常在講課時在班級裡走動，讓學生知道我隨時在注

意每個人的動靜，有時我會利用眼神或是手勢給予

注意，使不專心的學生注意聽講。 

4.配合隨堂考試，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由於這班學生

大多是很被動的，所以我幾乎每次都會交代回家作

業，大多是在教完課文一個段落之後，隔天就進行

隨堂考試或是課文應用部分的檢討。尤其是解釋部

份，很多學生都是因為懶得去背，所以我有時把課

文中的解釋分為幾個段落讓他們準備，使學生有更

充分的時間來準備考試。 

5.運用增強原則，使學生產生競爭心理。在每次考完

小考之後，滿分或是表現優異的學生，我會給予一

張獎勵卡，一次蓋一個章，每集滿三個章就會送一

個小禮物，所以讓學生之間產生良性相互競爭的心

態，比較誰的蓋章最多，因此，學生會很努力準備

考試，尤其對於大考常常沒信心的學生，更能把握

每次隨堂考試的機會得到優秀成績。 

    由以上幾點觀之，經過將近一年的教學，我目前

的教學狀況已經改善許多，並且在與黃老師的討論之

後，更能把握教學原則與方法，了解學生心理，在教

學上更能得心應手。我歸納幾個重要的教學原則如下： 

(1)了解學生個別差異，適性教育：經由學生輔導資料

或者與學生平常的晤談，了解每位學生的特點與傾

向，以掌握學生的個別差異。如此，才能對學生的行

為做出最適切的處置，並了解其學習的困難何在。 

(2)建立適切的班級常規：在教學之初，可以和學生共

同制定，建立適切的班級常規，雖然現在班級經營強

調活潑、民主、尊重個人，但班級還是需要適切常規，

以免少數學生影響多數人的學習權利。在班級常規制

定後，要徹底執行，如有不適切的地方，隨時修改以

增進教學教率。 

(3)讚美取代責罵：不要因為學生表現總是不如人意就

不斷責罵他們。每個學生都渴望別人的讚美，所以要

多發掘學生的優點，多讚美他們，在學生犯錯或不認

真時，應該給予勉勵並約定下次要改進的程度。 

(4)引導學生有效學習：多利用活潑方式的教學，引導

學生有效的學習方式，以期有效改變學生不當的學習

法。鼓勵學生廣泛閱讀，發現自己的興趣。啟發學生

多去思考，而不是一味死記。以作業或鼓勵的方式，

交替使用，讓學生養成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的習慣，

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學生是自主的，是有動機的，老師是領導者的角

色，因為學生要學什麼，要創造發現什麼，要完成什

麼，都是不可預測的下一步。如果背後有個推動學習

動機的助力，教師會是一種促進學生進步的動力。不

過，可能在自主的情況下，也有「走偏」的可能，所

以教師應該隨時注意學生背後動機的強度是否有變

化，如果動機變弱了，老師徐要加以引導加強，如果

動機改變了，老師可以運用專業及教育制度的彈性，

給予學生改變學習方向的可能。我希望能隨時檢討自

己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在國文的天地裡學到更多知

識，並且樂在其中。 

※※※※行政實習行政實習行政實習行政實習    

實習已近尾聲，我在教務處的行政工作比上學期

還要少，所以要支援的部分不多。回顧這一年的學習，

我發現從行政工作中所學到的實在很多，深刻了解「從

作中學」的道理。 

◎◎◎◎協助管理三年級夜自習協助管理三年級夜自習協助管理三年級夜自習協助管理三年級夜自習    

    學校排定週一到週五每天晚上由一個實習老師管

理在閱覽室的三年級夜自習學生，由於這裡是很多班

集合起來的學生，雖然不到二十個人，但是有些學生

會遲到或是講話，老師要負責點名及管理秩序，如有

學生未到則要通知家長，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讀自

己的書。 

◎◎◎◎3/103/103/103/10自治鎮長選舉自治鎮長選舉自治鎮長選舉自治鎮長選舉    

    利用班會時間協助學校辦理自治鎮長選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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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都會利用下課或是放學時間來做宣傳，也製作

許多精美的宣傳單，學校還利用兩天早上升旗的時間

讓候選人發表政見，這次的候選人由二年級每班推舉

一個代表，有些班級宣傳很熱烈，除了宣傳的小單子，

還會製作海報，所以那一陣子學校的下課時間都非常

熱鬧。這次的活動其實班上同學在一、二年級時已經

參加過了，所以對於選舉的流程大家大都明白，最後

選出當選人。 

◎◎◎◎3/143/143/143/14防火防火防火防火、、、、防災宣導防災宣導防災宣導防災宣導    

    這次是由訓導處主辦的活動，消防局還把一台消

防車開進學校呢！利用班會時間，全校師生在操場集

合，聽消防員說明有關防火和防災的知識，並且讓學

生有機會可以實際操作滅火器和滅火的噴水柱，讓學

生們共同加強防災和防火的常識。 

◎◎◎◎協助各次段考監考協助各次段考監考協助各次段考監考協助各次段考監考    

    在學校的每次段考中，教務處都會排定老師到各

班級進行監考，負責拿考卷及監考工作。 

◎◎◎◎國三學生多元入學管道說明講座國三學生多元入學管道說明講座國三學生多元入學管道說明講座國三學生多元入學管道說明講座    

    這次的講座利用班會時間，由教務處的註冊組長

為國三學生說明多元入學的管道。由此次活動，讓我

更了解關於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相關內容，像是考試

時間、分發區與登記分發方法等，讓我對於國中學生

升學的進路更加熟悉。 

◎◎◎◎各高中宣導活動各高中宣導活動各高中宣導活動各高中宣導活動    

    先後有彰化的彰化女中、員林高中派幾位老師來

學校宣傳，我也陪著學生聽各校老師的解說，老師們

把學校的特色、教育理念講解的很詳細，希望學生能

確定自己的升學方向，並且設定自己的目標，為目標

而努力。 

◎◎◎◎4/74/74/74/7一一一一、、、、二年級國語文競賽二年級國語文競賽二年級國語文競賽二年級國語文競賽    

    班會時間舉行國語文競賽，分為書法組、演講組、

朗讀組、字音字形組等，在各教室進行比賽，我利用

時間到各教室觀看比賽情形，並學習如何舉辦國語文

競賽。在這次活動裡我有機會協助字音字形組的葉老

師出題目與校稿工作，學到不少東西，之前在國文科

領域會議時還進行過關於出題老師與分組工作人員的

討論，比賽活動圓滿完成。 

◎◎◎◎4/284/284/284/28二年級康樂才藝競賽二年級康樂才藝競賽二年級康樂才藝競賽二年級康樂才藝競賽    

    利用禮拜四下午的第六、七節，二年級學生在校

內的風雨球場集合，由二年級每個班派出一隊比賽，

有的班級是戲劇表演，有的是跳熱舞，校內許多師生

一起觀看這次的比賽，有些隊伍實在是表演得非常精

采，道具製作充分、熱舞的隊伍還穿上相同的服裝，

看得出學生的用心準備。 

◎◎◎◎5/55/55/55/5二年級生涯發展教育二年級生涯發展教育二年級生涯發展教育二年級生涯發展教育「「「「職業試探職業試探職業試探職業試探」」」」實作課程實作課程實作課程實作課程    

    本次活動是讓二年級兩個班級的學生來參加，內

容是調酒的認識與製作，並且讓學生分組製作雞尾

酒，在活動最後還有有獎甄答的活動，學生都非常踴

躍的參與，這次活動讓學生對於未來職業選擇的方向

多一個選擇，我也在活動當中學到對於調酒的知識。 

從平時的行政實務當中，可以累積個人處理行政

事務的能力，經過一年來的摸索與學習，不僅使我更

了解總務處的行政業務，也增進了自己的行政資歷，

對於各處室的活動進行方式也能更加熟悉，相信對於

將來我若有機會從事學校的行政工作，有服務的熱

忱，努力學習，並且能快速學習上手。 

※※※※3/83/83/83/8鄭教授來訪鄭教授來訪鄭教授來訪鄭教授來訪    

                鄭教授當天早上先到員林家商訪視淑鳳，然後下

午來我們學校訪視我和家欣。這可是教授第一次來我

們學校，所以覺得很開心也很期待！我和家欣下午一

點多就去準備點心，並且在前幾天就邀請校長和我們

各自的指導老師一起參加這次座談，我們還印製精美

的海報準備迎接教授呢！ 

    下午三點多教授終於到我們學校了，我們和校

長、指導老師在校長室聊天，老師和教授彼此分享教

學的心得，並且了解我和家欣在學校實習的情況，校

長與教授聊得非常開心，還送給教授紀念品喔！ 

    因為學校是讓我們從學期開始就要教學的，所以

我們的教學經驗已經算是很豐富了，其他時間不是備

課就是在準備教甄的讀書了，教授也給我們精神喊

話，要我們好好加油，也希望校長和老師可以多給我

們指導，希望在實習這段日子裡可以很順利，在教學

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教導學生知識的愉悅。接下來實習

剩沒多少時間了，希望未來的教師甄試可以順利考上

學校！實現自己成為一個優良教師的抱負！ 

 

 

實習心得分享       93級國文科陳怡茜實習教師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母校－屏東女中實

習，不同的身份回到相同的地方，總是會有不一樣的

感受，但一路走來，很感謝學校師長們對我的關心及

照顧，讓我在這近一年的實習生活中，獲得了很多寶

貴的經驗及意見。以下我分別由教學、導師、行政實

習三個部分簡述我這段日子的收穫！ 

一一一一、、、、教學實習教學實習教學實習教學實習    

在教學實習的部分，老師以每次段考讓我上一課

及一次段考文化教材內容的一半為基準，每次試教兩

班學生，讓我能充份的練習、對上課內容做修正，其

間恰好遇到指導老師北上研習，老師請了學校二位非

常優秀的老師－心暉老師、俊谷老師來聽我上課，課

後老師們也給我很多寶貴的建議。我將這段日子來諸

位老師的高見、學生的回饋單、自己上課後檢討等整

理出以下自己需改進的部分： 

1.上課前可先要求學生一起朗讀，老師下台走動，避

免學生做其他事。 

2.課文講解時語調不夠肯定。 

3.上課語調要抑揚頓挫，不要太過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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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講解課文時，對於特殊單字、虛詞等，要記得多講

解，避免一筆帶過。 

5.板書多練習，書寫速度可再稍快。 

6.避免使用簡體字，一筆一劃寫清楚。 

7.講課時語助詞「哇」、「啊」、「嘛」等過多。 

8.製作講義時，注意讓學生填字的空格要夠大。 

9.課堂上發放講義可以在須用到時再發放，避免學生

注意力不集中。 

10.檢討考卷，可以選出字形、音、義等可改錯的地方

讓學生上台訂正，教師再行改正。 

11.試著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可將學生本身經驗和上課

內容做一結合。 

  在每次的試教後，經由反覆的反省、改正，很高

興大部分的缺失均已有所改善，惟需要長時間練習的

部分（如板書、生活經驗和課文的融合等），實在無法

在短期內看到長足的進步，但我仍會好好努力、持續

自我要求。 

二二二二、、、、導師實習導師實習導師實習導師實習    

自己的指導老師為陳枚秀老師，是位年輕開朗但對自

我要求嚴格的好老師，在她身旁學習，我學得了許多

的帶班技巧，茲分述如下： 

1.1.1.1.以身作則以身作則以身作則以身作則：：：：    

擔任導師，因為和導師班的同學相處時間很多，所

以老師本身應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可說一套，

做一套。這樣會造成學生對老師的不信任感。 

2.2.2.2.善用親師函善用親師函善用親師函善用親師函：：：：    

由於指導老師於今年新接任高中二年級的導師，所

以老師利用了親師函的方式和學生、家長溝通，親

師函內容包括家長對孩子的生活習慣、身體狀況、

交友情形、讀書方式、補習時間、升學理想、家長

期望、對老師教學的期望或建議，以及其孩子是否

需要老師特別注意與關懷之處等部分。如此一來便

可在最短的時間了解學生。 

3.3.3.3.親親親親師座談師座談師座談師座談會會會會：：：：    

學校在十一月舉辦親師座談會，我也在旁協助老

師，幫忙紀錄討論內容，老師事後將親師座談會內

容整理後，以書面資料呈現給家長。讓家長更了解

孩子的學習及其在家所能配合的方向。 

4.4.4.4.班級讀書會班級讀書會班級讀書會班級讀書會：：：：    

指導老師為了培養學生的閱讀風氣，特別成立了班

級圖書櫃，每個學生捐獻二本以上的書籍供班上同

學借閱，實施成效非常不錯。老師也會利用國文課

時間，配合課程做「班級讀書會」的成果發表。如

四月份辦了一場「新詩賞析」，班上同學自行分組，

找出自己要報告的作者、作品，並上台賞析，同學

們的表現活潑生動（有演戲、朗誦等形式），全程

學生的表現均以 DV 攝錄，除了可供學生高三推甄

時做為備審資料外，亦可讓學生檢視自己上台的台

風、表現。 

5.5.5.5.訓練學生做事能力訓練學生做事能力訓練學生做事能力訓練學生做事能力：：：：    

指導老師一再的告訴我，要放手讓學生學著自治自

律，剛開始帶班，老師可以從旁協助幹部，但一段

日子過後，就應將權限交給幹部，讓學生全權處

理，事先讓幹部清楚該達到的標準，由幹部來督促

其他同學，這樣可以培養學生的責任心、榮譽感及

團隊默契。 

6.6.6.6.記住學生姓名記住學生姓名記住學生姓名記住學生姓名、、、、嗜好嗜好嗜好嗜好：：：：    

我每週固定二天會在早自修時間到班上，除了讓學

生熟悉我之外，也利用坐在講台上的機會記住班上

每位同學的名字與長相。在去年剛開學時，指導老

師十分貼的將班上學生的資料表及家長回函借給

我，讓我能短時間熟悉全班的學生，我也在三個星

期內將學生名字記住，因為這樣的一個動作，每當

我叫出學生姓名或舉出她們的嗜好時，學生往往一

臉驚訝，外帶驚喜，不相信我會記得她們的名字，

這樣一來，我們的距離往往變得更近。同時也因為

對學生的性向及興趣有所了解，因此對於其未來在

升學的輔導上也就更能掌握。 

7.7.7.7.利用週記彼此溝通利用週記彼此溝通利用週記彼此溝通利用週記彼此溝通、、、、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我由批改週記的過程中，與同學分享一些求學心

得、生活經驗，也幫忙他們解決一些升學問題或其

他問題，在週記中，學生若信任老師，便會很主動

的將內心的想法或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寫出來，如自

己曾在週記中看過學生因失意而有自殘的念頭，我

當時除了在週記上告知自殘的後果及其他舒解壓

力的方法外，也馬上告知了指導老師，老師便於上

課時間分享了自己對生命的看法，藉此導正學生的

觀念，和學生做立即且直接的互動！學生往往也都

能夠接受。 

三三三三、、、、行政實習行政實習行政實習行政實習    

學校在暑假期間，是讓我們每個禮拜至各處室實

習，了解處室的工作，在開學後，我被分派至學務處

實習，學務處和學生之間互動密切，舉凡衛生保健、

體育健身、社團活動、生活輔導……等等均是。平時

除了協助學務處繕打開會資料、報表外，最值得一提

的便是十一月份學校承辦了屏東台東區高中職社團博

覽會，我負責會場各學校影片的播放及剪輯，雖然在

籌備的過程非常的忙碌，也遇到了很多的問題，但最

後總算在大家的配合上，順利完成，讓人非常的有成

就感。收穫很多！ 

同樣在十一月，學校也承辦了南區輔導工作研討

會，我們實習教師們也都參與其中，輔導工作研討會

在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事前我們就協助一些準備

的工作，例如裝資料、做名牌、準備一些要帶過去的

東西，當天早上則需要跟車、點名確定人數，活動開

始後要協助紀錄、錄音、燈控、拍照、及準備休息時

所需要的茶水、點心等等，從這些過程當中，學習身

為一個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應該要注意什麼、幫忙

什麼，回來後，則協助輔導室完成研習記錄的彙整及

繕打，輔導主任也與我們實習教師開了一次小小的檢

討會，我發現我們很容易犯的錯誤就是，當講師講的

太過於精彩時，往往忘了自己的工作，專注於聽講中，

忽略掉了會場的狀況，這是這次活動中很重要的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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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馬來西亞位於霹靂州北部的宜力四里中

學蒞校做為期三天的訪問，很榮幸的由我負起拍攝他

們參觀校園的點點滴滴，拍攝期間，跟著他們和自己

學校的接待學生在校園到處走走、看看，發現學習真

的是無國界，不管是否語言不通、國籍不同、有錢沒

錢、甚至風俗民情差異，只要有心，微笑面對、一切

都不是問題。 

在今年五月份，感謝師長們的看重，讓我負責母

親節表揚大會中電腦方面的工作，雖然頗感壓力，擔

心無法達到完善的地步，但有了之前社團博覽會的經

驗，加上師長的信任，相信這次也能如上次的成功。 

其他方面如多元入學專題講演、社團的選填、教

室佈置、性別平等、校務會報等活動，很高興自己都

能參與，也由其中獲得了很多。 

除了行政歷練外，教務主任為了我們將來的「出

路」著想，也精心安排了每週二題的口試題目讓我們

以文字書寫的方式練習作答，以這種口試筆答的方

式，訓練我們口試及筆試的能力，並在繳交作業後，

亦能給予我們指導、告訴我們以怎樣的方式回答才不

會出錯，對我們日後教師甄試的幫助良多。 

實習，讓我這個「幼稚園」級數的菜鳥老師學到

如何當一位好老師，如何去克服諸多的困難與挫折。

雖然自己也曾徬徨、也曾迷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擔

任起這個誨人不倦的角色，但我相信事在人為，只要

努力去做，夢想便會成真，大家一起加油吧！ 
 

 

面對教師甄試面對教師甄試面對教師甄試面對教師甄試                                            高雄市正興國中校長高雄市正興國中校長高雄市正興國中校長高雄市正興國中校長    周周周周玉霜玉霜玉霜玉霜    

教育部對於未來五年中小學師資供需之推估（20041223） 

※中等學校師資供需推估表 

 國中 高中職 國中 高中職 合計  

 
學生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人

數 

教師人

數 

中等學

校教師

總數 

預估當年

退休人數 

預估當

年教師

缺額 

當年合

格教師

培育量 

當年無法

擔任教師

數量 

累積無法

擔任教師

數量 

預估當年

錄取率 

93學年度 955,494 749,619 49,542 50,525 100,067 5,000 6,844 8,940 2,096 15,096 31.19﹪ 

94學年度 949,922 772,093 49,253 52,650 101,903 4,500 6,336 9,018 2,682 17,778 26.28﹪ 

95學年度 949,736 759,563 49,244 52,386 101,630 4,000 3,727 9,157 5,430 23,208 13.84﹪ 

96學年度 950,723 762,761 49,295 53,189 102,484 3,500 4,354 9,042 4,688 27,896 13.50﹪ 

97學年度 947,823 779,624 49,144 54,948 104,092 3,500 5,108 8,547 3,439 31,335 14.02﹪ 

 
※國民小學師資供需推估表 

 學生人數 
預估教師

數 

預估退休

人數 

預估當年教

師缺額 

當年合格教師

培育量 

當年無法擔

任教職數量 

累積無法擔任教

職數量 

預估當年錄

取率 

93學年度 1,876,597 101,197 3,500 1,608 7,960 6,352 16,352 8.95﹪ 

94學年度 1,827,874 98,679 3,000 482 8,196 7,714 24,066 1.96﹪ 

95學年度 1,802,371 97,120 2,500 941 8,260 7,319 31,385 2.91﹪ 

96學年度 1,752,521 94,636 2,000 -484 7,969 8,453 39,838 -1.23﹪ 

97學年度 1,679,078 90,877 2,000 -1,759 7,178 8,937 48,774 -3.74﹪ 

 
※※※※考試時間考試時間考試時間考試時間    

� 高中職：四月中下旬起 

國中小：七月初起 

※※※※考試方式考試方式考試方式考試方式    

� 高中職：自行辦理（自辦）                   

國中小：自辦、委辦、部份委辦 

� 類型：口試、試教 

          筆試、口試、試教 

� 筆試：1. 只考專業科目 

2. 加考教育專業科目 

3. 兩者都考  

＊＊＊＊九十四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格檢定九十四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格檢定九十四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格檢定九十四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格檢定    

� 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共同科目    

� 國語文能力測驗 

o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作

文，其配分比例為7：3 

o 命題內容參照 

• 選擇題－1.字形、字音、字義2.詞彙3.文法

與修辭4.篇章結構5.風格欣賞6.內容意旨7.

國學常識與應用文8.綜合 

• 作文 

� 教育原理與制度 

o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問答

題，其配分比例為6：4。 

o 命題內容參照 

• 本考科之命題內容以未來教師之基本專業素

養為原則。 

• 本考科命題範圍包括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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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及教育制度四個領域。 

• 教育哲學命題內容包含教育歷程和教育問題

之哲學探討及理論。 

• 教育社會學命題內容包含主要社會學理論在

教育上之應用。 

• 教育心理學命題內容包刮主要心理學理論在

教育上之應用，避免與教學評量、兒童發展心

理學、課程發展等重疊。 

• 教育制度包含本國與各主要國家（美、日、英、

法、德）的教育制度、本國學校制度及本國共

同的重要教育政策法令。 

� 專業科目部分專業科目部分專業科目部分專業科目部分    

� 國民小學類科 

o 兒童發展與輔導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問答題，其

配分比例為7：3。 

命題內容參照 

•兒童發展 

生理：1.身體的結構與功能 2.神經系統（含腦與認

知、腦與情緒） 3.內分泌系統 4.遺傳與行為。 

認知：1.知覺 2.記憶 3.空間能力 4.問題解決與策略

發展。 

語言：1.語音 2.語法 3.語意。 

社會：1.自我的發展 2.自我認同 3.人際關係 4.團體

與社會認知。 

人格、情緒、道德：1.人格建構與發展 2.人格測量 3.

情緒發展與調適 4.道德發展。 

•兒童輔導：1.主要諮商理論或學派  2.輔導倫理  3.

團理輔導、學習輔導、生涯輔導  4.一般治療（應包

含游錫治療、音樂治療、繪畫治療等）5.兒童適應問

題診斷與個案研究  6.心理與教育測驗。 

o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問

答題比例為7：3 

• 命題內容參照 

» 課程設計與發展（包含教材） 

     1.課程原理與政策     2.課程模式與教材     

3.課程實施與評鑑 

» 教學原理（原理、方法與策略）與設計（情境規

劃活動設計） 

     1.教學原理方法與策略     2.教學情境規劃、

活動設計 

» 教學評量 

     1.概念與原理     2.方法與應用 

» 班級經營 

� 中等學校類科 

o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問

答題，比例為7 ：3 

• 命題內容參照 

» 青少年生理與性發展輔導 

» 青少年認知發展與輔導 

» 青少年社會發展與輔導 

» 青少年人格發展與輔導 

» 青少年情緒發展與輔導 

» 青少年道德發展與輔導 

» 其他（如：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理論基礎，青少年

生涯發展與休閒，家庭、同儕、學校、社會對青

少年發展的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犯罪問題與

防治等） 

o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 題型比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選擇題及問

答題，比例為7 ：3 

• 命題內容參照 

» 中等學校課程設計與發展（含理論與實務） 

  1. 課程設計原理  2. 課程發展模式  3. 課程實

施與評鑑 

» 中等學校教學活動設計 

  1. 教學原理  2. 教學策略與方法  3. 教材選擇

與組織 

» 中等學校教學評量  

  1. 概念與原則  2. 類型與方法  3. 結果應用與

限制 

» 中等學校教學情境規劃與經營（含班級經營） 

  1. 班級經營  2. 校內教學情境的規劃，如：教學

群（混齡或領域教學之設計）  3. 社區資源之應用 

※※※※各教育局師範院校師資培育中心的教甄轉貼各教育局師範院校師資培育中心的教甄轉貼各教育局師範院校師資培育中心的教甄轉貼各教育局師範院校師資培育中心的教甄轉貼    

� 桃園縣94年度國中教師聯合甄選筆試考科定為 

� 國語文和教育學科合為一科 

� 再加考專業科目 

� 其中國語文和教育學科合為一科，總分100分 

� 專業科目總分100分 

目前你的心情與定位 

� 你是否看過多少縣市的簡章、甄試要點或作業規範 

� 你是否蒐集過多少縣市的考古題或同一縣市連續

幾年的試題 

� 你是否分析過各縣市甄試的方式有何不同 

� 教師甄選的相關網站是否常瀏覽 

� 是否給自己有個分析表 

� 筆試的方式：縣市統一、聯合或各校自行辦理 

� 考試類型：選擇題、填充題 

簡答題 

申論題 

� 考試範圍是否有規範 

＊＊＊＊教育議題知多少教育議題知多少教育議題知多少教育議題知多少    

�九年一貫課程 �創意教學 �學習檔案 

�教學檔案 �融合教育 �教訓輔三合一 

�教育改革之重點或成效 �多元入學 �多元智慧 

�多元評量 �帶著走的能力 �個別差異 

�合作學習 �課程計畫 �班群教學 �協同教學 

�彈性課程 �統整課程 �把每個學生帶上來 

�一鋼多本 �電腦編班 �校務評鑑 

�教師專業評鑑 �潛能開發教育 

�分散式資優班(資優資源教育) 

�特殊才能教育 �身心障礙資源班 �科學教育 

�小班教學 �城鄉交流 �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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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育（鄉土語言教學） 

�學生偏差行為的處理 �如何與家長溝通 

�級經營 �生涯教育 �兩性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環境教育 �基本學力測驗 

�學習檔案 �融合課程 �六大議題實施方式 

�親師合作 �創造力教育 �學生輔導 

�教師情緒管理 �導師任務與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衝突管理 �學校本位課程 

�課程設計 �課程計畫 �核心課程 � …… 

※※※※列舉筆試試題列舉筆試試題列舉筆試試題列舉筆試試題    

� 高雄市九十一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

筆試試題 

� 單獨招考的筆試試題（教育專業科目） 

※※※※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試題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試題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試題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試題    

� 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與實施，除了七大學習領

域，相關新興議題也隨著時代、環境、文化、生

態等等的趨勢演變而需融入教學，試就你所任教

的領域，將目前所關切的主題【品德教育的實施】

如何融入在你的教學中。 

� 我們都知道：有效的班級經營，影響學生的學習

成效深遠；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理念與課程

目標，你將如何創新有效的班級經營。 

� 三、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教學創新、尊重差異、多

元與包容的課程設計，試就你所任教的領域、如

何建構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策略。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筆試

試題試題試題試題    

� 請比較「國民諸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與「國

民中學課程標準、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在課程教

材、學校行政、教學評量方面的主要差異。 

� 何謂T型性格（Type T Personality）。國中教師

如何辨識與輔導具T型性格的學生。 

� 近年來中輟生問題，一直受到教育當局的高度重

視，不過雖然好不容易使中輟生返校復學，卻常造

成校園內其他困擾，而中輟且再次中輟的可能性也

很高，請問站在教師立場，當中輟生返校後，應如

何輔導使中輟生能安心向學，不再中輟。 

� 維持良好的班級常規，是教學成功的重要條件。假

如您是國中教師，如何做好班級常規的建立？請寫

出您的做法，並敘述班級常規建立的主要原則。 

� 目前高雄市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方式主

要有四大類：分別是特殊學校（如楠梓特殊學校）、

特教班（如前鎮國中的啟聰班）、資源班（如龍華

國中的不分類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請就這四類

教育安置方式，從學生的學科學習及社會技能的學

習方面，評析其優缺點。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口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口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口試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口試

試題試題試題試題    

� 請就您對「九年一貫課程」的瞭解，用一分鐘時間

扼要說明。 

� 當您初次接任新班級任時，對於「班級經營」您最

先想要做的事是什麼？ 

� 「班群教學」的實施你瞭解多少？說一說其優點或

該改進的地方。 

� 如何有效的利用導師時間，以發揮他的功能？ 

� 請您說明新時代新教師的角色是什麼？ 

� 何謂開放教育？您如何實施親師合作，以發揮教育

的正面功能？ 

� 實施成績考查的正面功能是什麼？您如何實施多

元化評量？ 

� 當您新接班級時，請問您如何塑造班級特色，以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 

� 如何設計「學習單」，有何原則？請您以（      ）

科為例，加以敘述。 

� 有人說「現在的老師難為」，，請問您如何「管」、

「教」，以培養學生良好習慣？ 

� 何謂「兩性教育」或「生涯教育」？在班上您如何

實施？ 

� 民主就要講法治，小學階段如何實施「法律教育」，

讓學生從小養成守法的習慣？ 

� 教科書的選用是教師的專業行使，請問您如何選用

教科書？就（      ）為例。 

� 九年一貫課程包含哪些領域或課程內容？ 

� 請問您在班級上如何實施「環境教育」？ 

� 何謂「小班教學精神」？就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有

什麼不同？ 

� 班上有個學生二、三天沒來上課，也沒請假，您是

級任老師，請問您要如何處理？ 

� 善用社會資源，發揮教學效果，為近年班級經營之

趨勢，如何有效運用社會資源，提高教學品質？ 

� 近年來，大力倡導鄉土教材教學，請問國小鄉土教

學之內涵為何？就自然科為例，如何配合教學？ 

� 請您從開放教育之內涵，說明身為教師應有的認知

與態度。 

� 建立教、訓、輔三合一機制，身為教師應有的認知

與態度？以提供學生周延的輔導服務。 

� 如何在自然課實驗中要學生注意安全？ 

� 好老師應具備哪些特質？列舉一、二。 

� 你認為什麼樣的老師是好老師？ 

� 你認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應具備哪些條件？ 

� 您對學校午餐教育的瞭解有多少？請簡單說明午

餐教育的重點。 

� 當您初次接到一個新班級時，您如何營造班級氣

氛？以達到教學順利進行，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

象。 

� 簡單說明（      ）科的評量範圍及評量方法。 

� 你如何調整理論與實務的衝突？ 

� 學習單如何設計？ 

� 假如你現在是本校（      ）科老師，你如何規劃

學習單的應用？ 

� 你覺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可能成功嗎？ 

� 兒童閱讀教育如何推行？ 

� 若有二位家長，為了孩子的成績問題，互覺得「我

比他好」告到你那裡，你該如何化解。 

� 若有家長覺得成績評量有欠公平，你如何對家長解

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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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學校教師會有存在的必要嗎？ 

� 你對闖關評量的看法如何？ 

� 何謂多元評量？你覺得優點如何，列舉一、二。 

� 除了上課之外，您對於搭配上其他課程、支援行政

工作、或當導師的意願如何？ 

� 如果擔任行政工作，您最想進入哪個處室？原因為

何？ 

� 若您進入本校，比較希望教哪個年級？ 

� 若您進入本校，是否願意配合校內的各種規定？ 

� 若您進入本校，將對於本校提供什麼樣的貢獻（您

覺得本校值得任用您的原因為何）？ 

� 請用一分鐘自我介紹。 

� 您在哪一所學校實習？對於該校的看法（該校的狀

況如何）？在該校實習，對於您有什麼影響？ 

� 目前教育部長對於小學教育的期待或重點教育是

什麼？ 

� 談談您對於本校的認識。 

� 您對於中輟生的輔導有何看法？ 

� 你選擇應考本校，最大的動機是什麼？ 

� 若你是班級導師，又需要兼任音樂或美術老師，但

是這些科任又不是你的專長，請問你如何面對此問

題？ 

� 您對於體罰的看法？ 

� 身為一個新老師，若您也是帶一年級的新生，在雙

方都是「新人」的狀況下，您如何帶領這個班級？ 

� 若您新接一個班級，將如何建立一個班的常規？如

何與家長、學生建立關係？ 

� 您如何促進班級的凝聚力與共識？ 

� 男女合班應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 您如何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 您如何面對班上意見領袖及刻意挑戰權威的學

生？ 

� 班上同學有以下情形時，您將如何處理？【任選作

答】 

（1）吸煙 （2）翹課 （3）服裝不整 （4）行為

偏差 （5）特別調皮搗蛋 （6）遲到 （7）性騷擾

事件 （8）不交作業 （9）秩序失控 （10）偷竊 

（11）上課睡覺 （12）打架 （13）師生衝突 （14）

班級小團體對立 （15）單親家庭學生 （16）學習

障礙 （17）愛唱反調 

� 您對於教育部所提出的「青少年輔導計畫」瞭解多

少？針對這個計畫，您將如何規劃與執行？ 

� 您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看法如何？ 

� 請用一分鐘時間，談談「九年一貫課程」的主旨、

精神、內涵及你的看法。 

筆試答題技巧的模擬與修訂成長筆試答題技巧的模擬與修訂成長筆試答題技巧的模擬與修訂成長筆試答題技巧的模擬與修訂成長    

【例】Q：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與資訊化的衝擊。

你是導師，如何營造健康、快樂、安全的優質班級文

化，提昇教學效果。 

     A： 

列舉口試試題列舉口試試題列舉口試試題列舉口試試題    

� 若您是導師，如何做好班級經營？ 

� 您贊成體罰嗎？您對體罰的看法如何？您對於現

行的教育制度（國中、高中職）看法如何？ 

� 教訓輔三合一（友善校園） 

� 多元文化教育 

� 數位化學習 

� 在實習的一年當中，您最感動（最不滿意）的一件

事，舉例說明之。 

� 您是導師，您班上有許多單親孩子，也有許多新台

灣之子，請問您如何進行教學活動？ 

� 大家都說現在的教育是「缺德」的教育，您的看法

如何？ 

� 如何落實品格教育 

※試教評分表 

類別 評分項目 比例 總分 具體說明 

儀表端莊 

表達中肯 
表達

能力 
口齒清晰 

30% 

知識豐富 

觀念正確 

見解適切 

教學

內容 

思維清晰 

40% 

目標正確 

方法靈活 
教學

方法 
技巧嫻熟 

30% 

  

要不要檔案？怎麼建置檔案 

※※※※教師教學檔案內容教師教學檔案內容教師教學檔案內容教師教學檔案內容    

� ＆目錄。 

� Ａ.教師基本資料： 

� 1. 學經歷  

� 2. 教育理念  

� 3. 自我成長或研習進修紀錄  

� B.教學活動記錄： 

� 1.教學計畫 

� 2.班級經營（獎懲制度的制訂） 

� 3.教學活動與檢討 

� 4.教學情境布置 

� 5.學習單 

� 6.學習單（學生作品分享） 

� 7.教學活動照片 

� 8.教學投影片 

� 9.教具（或教具照片） 

� 10.多元評量（學習單、自我檢核表、學生動態資

料，如演講、說故事、發表的資料或照片、學生的

個人學習檔案。） 

� 11.親師合作。 

� 12.親師交流道（給家長的信、各項活動通知單等） 

� 13.其他（學生或家長回饋資料） 

� C.檢討與省思： 

� 1. 評量檢核表  

� 2. 成長與改變  

「竹林七賢」讀書會（自發性－具前瞻與規劃性） 

�時間規劃  �訂定方向 

�讀書方法與策略  �資料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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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配（ 教育期刊、雜誌、時事、資訊） 

�擬定主題、模擬出題、答題 

�任務分配閱覽重點、報告、心得分享 

�聘請專家學者、甄選上的學長、姊經驗分享 

�互為檢核、砥礪  �信心出發、收穫滿懷 

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教師甄試經驗分享教師甄試經驗分享教師甄試經驗分享教師甄試經驗分享    高雄市立陽明國中詹于諄校長 

1.要具備三個條件： 

  (1)要有強烈的求勝動機，下定決心準備。 

  (2)持續的努力與準備。 

  (3)考試的技巧，若無技巧易事半功倍，有考試技巧

準備會較輕鬆。 

2.建議在明年教師甄選前，要排除些不必要的外務，

好好準備一年的衝刺。 

   3.針對筆試的考試技巧： 

(1) 要先有計畫（詹校長準備考校長時，準備了幾

本教育書本熟讀、蒐集期刊 

做資料重點整理、做筆記綱要）。 

(2) 加強文筆書寫。準備一些教育學者的名言，

中、英文都需要，不必太長， 

評分委員會覺得較有內涵。 

(3) 答題要控制時間，例：100分鐘5題，一題

18分鐘。 

4.作答的方式： 

(1)前言，可引用名言或一些自己的想法。 

(2)核心內容，要有層次、提綱挈領地把摘要寫在

前面，是最重要的部份。 

(3)結論，如果時間不夠寫可縮短或不寫。 

5.建議組讀書會： 

   (1)三、五個大家一起蒐集資料，較有效率。 

 (2)讀書會要有生命共同體的認知。 

 (3)定期一起讀書，比較不會有惰性。 

   (4)可做模擬考，考些常考的、考古題等，做些自

我磨練，與大家彼此分享學習狀況。 

6.口試方面的注意事項： 

   (1)注意自己表達的內涵、內容。 

   (2)自己的儀態服裝要適當像老師。 

   (3)可呈現自己的其他專長，如一些資料或獎狀

等，有加分的功能。 

7.試教分面的注意事項： 

(1)對於教材要熟悉。 

(2)教具、圖表不可缺，每個單元都準備兩三個教

具。 

(3)時間要控制在15分鐘內，要呈現出單元的重

點，教學程序的每個動作都要表現出來，時間不

必太長。 

(4)板書要有條理，字體要整齊公正。 

    (5)音量不要太小。 

    (6)視線要環場，不要特定看一點。 

8.考試前要有的觀念： 

   (1)一分耕耘未必能有一分收獲，但不耕耘必定

不會有收獲。 

   (2)不要把全部的心力都在教師甄選上，要多元

發展，可嘗試準備研究所考試、轉換跑道唸

教育學院等各方向。 

 (3)當老師未必是唯一的出路，現在的碩士很

多，若未考上教師，可以考研究所進修，雙管

齊下。路只要方向對，就一定會有出口。 

問：被問到九年一貫政策的相關題目時，要如何作答？ 

      答：九年一貫今年進入第四年，只要在網站上搜尋九

年一貫就會有很多答案。每個人的作答方式不

同，應著重在如何蒐集答案。國中教師甄選的

範圍不大，可收集其他縣市的考古題分類，蒐

集資料，自己練習作答。 

問：如何對板書作準備？ 

答：不須很好看，但要有條理、有系統的寫，不必花

太多時間練習，只要注意不要太潦草、要有系

統。

    
教師甄選教師甄選教師甄選教師甄選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由教師甄試資源共享網站連結﹚ 

如何蒐集並分析考情 
 

■  掌握訊息 
 參加教師甄試考試，一定要確確實實掌握住「整體」

的考情，在經過詳細的規劃評估之後，擬定最佳的考

試策略。而這些情報多數都會在考季期間，密集於全

國教師會網站，各地縣市教師會網站，各地縣市教育

局網站，各校網站中作公布，考生可以上網查詢即得。

在此特別提醒大家的是，在考季期間，考試簡章更新

公布的頻率很快，您一定要記得隨時上網查詢最新訊

息，以免漏掉重要資訊。 

 一般而言，考生應該蒐集的情報包括： 

1. 考試日期：還要特別注意是上午或下午。有時

同一天有好幾家學校同時報名或考試，如果能

安排得宜，說不定可以一天趕好幾場呢。我曾

經同一天報三家，外加考一家呢。 

2. 缺額：要確實掌握您所能考的缺額有哪些，有

無專長限制。例如：在招生簡章中，某校缺額

雖然寫的是9人，但其中卻是載明「英語專長」

5人，「體育專長」3人，如果您是一般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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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會剩下1個缺額可考。如果該校沒有特別

載明缺額，也別高興得太早，奉勸您最好先打

通電話到該校教務處或人事室打聽一下。 

3. 寧可重複多報幾家：如果碰到多家學校在同一

天考試，則缺額情報則更顯重要。舉例來說，

同一天有某A校招考10位教師，另一所B校

則只招考3位老師。照一般經驗而言，A校至

少會吸引超過100位考生來報考，而B校則可

能只有不到30位考生敢來。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反而考B校還來得有勝算些呢。如果您不

敢賭運氣的話，也可以在事先同時報考二校，

到最後一刻再根據實際報考人數決定要考哪

家。 

4. 原實習人數：打聽一下原校實習生有幾位，跟

缺額作個對照，讓自己心裡有個譜。對這些實

習生的各種情報如能掌握愈多愈好，畢竟他們

掌握地利、人和之便，極可能是您最強勁的對

手呢。但也別太擔心，只要您實力夠強，一樣

可以打敗他們的。 

5. 報考人數：在報考時間截止之後，撥通電話到

該校，詢問確切報考人數有多少。或您也可以

選擇在截止時間將到去報名，根據您的號碼，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來報名了。 

6. 學校特色：有些學校專推英語、資訊或是德育

等等，您最好能上網或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蒐集

這類情報。如果能迎合其學校特色，會有很大

幫助的。建議在搜尋引擎裡，以您要報考的學

校當關鍵字，盡可能蒐集資料，將找得到有關

該校的一切資料，全部下載下來，一一存入個

別學校的資料夾中，以充實您對報考學校的認

知，這在口試時會很有幫助。 

■ 列表掌握 

 在此建議考生，要將您蒐集來的考情資料，如各校

校名、缺額、報考日期、考試日期、專長限制、其他

條件等等，一一列表格統一整理。有時考試資訊太多，

萬一您沒有表格化整理，恐怕會有粗心疏漏的情況，

錯過報名或考試日期，就後悔莫及了。 

 
筆試準備要領 

 

 每當考完國小教師甄試的筆試測驗之後，都會聽到

很多考生在抱怨：某某補習班或是出版社的書籍簡直

沒有用處，根本完全沒掌握到考試的方向。 

 其實，不只教師甄試有這樣的問題，包括師資班、

教育研究所等很多考試用書，也都不能精確掌握出題

的方向。筆者當初在考研究所與師資班時，便不敢完

全信任這些參考書籍。我那時採取的策略是蒐購坊間

所有版本的參考書籍，然後根據考古題來對各個版本

作分析整理，而後統整出一套適合自己用的資料。 

 現在各種教師甄試陸續舉辦當中，明年將應戰的考

生，應趕把握住這個機會，用盡一切方法蒐集今年的

考古題，以為明年所用。考生可以循以下幾種管道來

蒐集考題：其一，向今年剛應完的考生口頭詢問取得，

其二，上全國教師會選聘服務網站查詢，您可以上去

留言版看看有沒有考題已被張貼，或是主動貼留言來

徵求考古題。錯過了最近的時機，要再取得考古題就

很不容易了。其三，有些縣市的聯合甄試筆試科目，

是委託該縣市師範學院教授所出題，您可以試著從這

個管道去蒐集對您有利的考試情報。在此提醒考生的

是，因為各個區域、各所學校的筆試範圍差異很大，

所以蒐集來的考古題僅能當作參考之用，或許換了個

考區就未必符合考試趨勢了。 

 以下針對各個考試科目的準備，提供一些該注意的

要項，供諸位準老師參考。 

■ 國語文 

 國語文的準備方式可以比照國小師資班來準備，而

且一般來講不會比師資班還難。 

 聲韻學方面務必熟練，這幾乎是必考的題目，考生

最好能夠用表格化的方式來背誦記憶，比較不會搞混

了。國學常識方面，如果考生時間充裕的話，不妨精

讀高中的國學常識。閱讀測驗方面，原則上可以以大

學國文選為準備範圍，考生可以精讀各類考試都常考

到的幾篇重要古文，例如勸學解、秋水等等，並確實

讀懂每一個字的意義。 

 有些教師甄試還會考作文呢！（如2003年北市國小

聯合甄試）考生於寫作時，要讓字間保持足夠的間距，

不要寫得密密麻麻的。字體寫不漂亮沒關係，但一定

要端正勿潦草。平常應多讀一些不錯的散文，甚至背

誦佳言名句。有時間的話，甚至可以每天抄寫幾段不

錯的文章，以增加自己的作文功力。千萬不要輕忽了

作文，作文一旦考不好，那國語文這科鐵定是完蛋的。 

 除了古典文學之外，考生也當注意一下近代文學乃

至當代文學。近代文學方面，對於民國初年的文學家

及其作品，應該有個基本認識。近來各類考試悄悄吹

起一股「本土化」的風潮，就連國語文這科也不例外。

因此，對於台灣本土作家（包括日領及戰後時期）的

生平及作品，都應加以熟悉，在此推薦「台灣文學步

道網站」，內有豐富資料，非常值得參考。 

 對於鄉土母語部分也要注意。2004年北市國小聯合

甄試，就考出閩南語諺語的考題。考生不妨蒐集一些

閩南語諺語的資料，並明白其對應的國語意義。另外，

如果懂得閩南語八音（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下

上、下上、下去、下入，可參考彙音寶鑑）的原理，

對於平仄的考題，就能得心應手。 

■ 數學 

 一般來說，數學考題不太會出需要繁瑣計算的題

目，而是著重解題的小技巧。也就是說如果您用了正

確的解法，其實很快就能得到分數的。考試範圍原則

上是以國高中的簡單數學為主。在坊間有很多升高中

或大學用的數學總整理，這類書籍都會將一些題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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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技巧做有系統的分類很適合準備考試之用。 

 考生在拿到考卷之後，可先別急著解題。首先，應

細讀試卷規定，並將時間作個合理的安排。然後，從

分數比重較重，且較簡單的題目先做起。當遇到不會

的題目時，也不必太緊張，暫且將之擱下，趕快繼續

解後面的題目要緊。 

 當整份考卷都已經寫完畢之後，如果還是有些題目

解不出來，可別留著空白，考生可以用點投機的方法

來試試運氣。若考場沒有特別規定的話，建議考生最

好準備一份較精密的圓規與直尺。有些幾何題目，甚

至可以直接用圓規與直尺量得答案。選擇題則可以把

四個答案選項代回去驗算，而得到正確的解答。如果

連這些招數都沒用了，建議到時間截止前的五分鐘

起，開始來個最後賭注。一般來講，這類考試的答案

都是很簡單的形式。以填充來講，常常會是出現0、1、

10等等簡單的答案。而剩下來的選擇題，也通通寫一

個答案。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搞不好還會矇到分數

呢。 

■  教育專業 

 教育專業的範圍很廣，通常包括教育心理學、教育

哲學、九年一貫、教育改革、特殊教育等，有時還會

考教育時事。關於教心、教哲的準備方向很明確，一

般考生應該都能掌握。 

 教育法規，如：憲法中關於教育的條文、教師法、

師資培育法、九年一貫實施細則等等，也都非常重要。

這部分在 2004 年北市國小教師聯合甄試就考了很多

題。 

 九年一貫課程方面，對一些專有名詞應加以熟記。

教育改革方面，應注意統整教育、協同教學、小班教

學等等重要議題。打從前幾年起，許多縣市便規定要

成為該縣市教師，都得修過基本的特教學分，可以得

知特教被受到重視的程度。2003年台北市國小聯合甄

試居然還考了一題「請問現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是誰？」

的題目，算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鏡。因此，考生對於這

些時事，還是要放點心思。 

 此外，考生平常要多閱讀教育類期刊論文，除了可

以讓您掌握主流議題外，在回答申論題時也較能言之

有物。而且多多閱讀專業期刊，對您在回答口試時也

很有幫助。 

 
口試準備 

 

■ 儀容端莊 

 原則上，男老師雖不必像到一般職場面試那樣得穿

西裝、打領帶。但至少也得穿個稍微正式點的衣服。

上衣方面，襯衫或正式的休閒衫都可以，不宜穿無領

的Ｔ恤。至於下半身則最好穿正式的西裝褲或休閒

褲，不宜穿牛仔褲或短褲。鞋子方面，以皮鞋、休閒

鞋、運動鞋為宜，千萬不可穿涼鞋去赴試。 

 女老師方面，最好穿正式一點的套裝或洋裝，並薄

施脂粉，也可上點口紅。 

 其他諸如指甲要記得修剪，頭髮要梳理整齊，鬍子

要剃乾淨，衣服要燙平整等等小細節，在此應不必贅

述。  

■ 熟悉熱門議題 

 在面試之前，您應該先做好一些基本的家庭功

課，那便是要熟悉幾個熱門的教育話題，例如：九年

一貫、協同教學、班群、小班教學、多元智慧、鄉土

語言教學，乃至軍教課稅等問題。您可以透過各種管

道去蒐集相關的資料，盡可能去熟悉這些議題的內

容，以及了解目前有哪些聲音。以九年一貫為例，關

於什麼七大領域等等名詞解釋，最好能稍微背記一下。 

 至於其他口試的題庫，在坊間書局，或是網路

資源中，都有為數非常可觀的題庫。您可以去蒐集這

些題庫，將它們列印下來。您自己先想想可以怎麼回

答，然後去找幾位有教學實務經驗的老師，當您的顧

問，共同確定各題的標準答法。 

■ 善用履歷 

 有一次，我參加某校的教師甄試。進入口試階段，

打從我一踏入試場，評審們便不斷環繞著我的專長、

背景在發問，相談甚歡。而我的下一位考生則都是被

問到「請問你會怎麼教梯形面積？」等等僵硬且很難

回答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二位考生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待遇呢？

原因出在我準備了一份編輯得宜，「一針見血」的履

歷表。 

 為什麼我說自己的履歷是「一針見血」型？我的履

歷只有薄薄的三張，字體頗大，分為個人基本資料、

自傳、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等幾大部分。寫作風格是

言簡意賅，採條列式說明，不做長篇大論的繁文贅述。

在特別需要強調之處，還以排版技巧來強調出來。評

審們即使是走馬看花，也能馬上看出我的訴求是什

麼，效果非常好。 

 在試教、口試二個場合中，我都在一開始便發給每

位評審一份印刷精美的彩色履歷。一開始便照著履歷

簡單介紹自己，評審也被我引導著照著我的履歷看。

正因為編輯排版得宜，很容易在第一時間即吸引評審

的目光。在多場考試中，總能讓評審將發問集中在我

的履歷範圍之內，也因為如此，我回答起來就特別得

心應手，比較不會被問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 安全答法 

 很多關於教育理念或班級經營的問題，眾家觀點見

仁見智。除非你能確實掌握該校的偏好，不然還是採

取「安全式」的回答方式會比較保險。在此提供三張

安全牌：依法辦理、堅持教育理念、堅持道德。  

 「依法辦理」，「照規定辦」都是很安全的答法。

尤其是當您被問到萬一擔任行政職務時，面對某某事

情該如何處置時，即使您心裡另有彈性的處置方法，

還是建議您緊咬著「依法辦理」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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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如果您擔任註冊組長，有家長要求自己

的孩子要指定老師，你怎麼辦？」還是那句話：「依

法辦理。」記得，或許您在口氣上可以婉轉點，但「依

法辦理」的這個底線千萬不能失守。 

 另外，打「堅持教育理念」以及「堅持道德」二張

安全牌，也能解掉相當多的問題。例如評審如果繼續

追問：「那萬一家長不惜動用議員、立委來關說的話，

怎麼辦？」您的最佳策略還是繼續堅持立場，並順勢

打出另外兩張牌。此時，您可搬出一些「冠冕堂皇」

的答法。「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該身教重於言教，如

果我不能堅持原則，那就失去了從事教育的意義了。」

「教育是良心事業，對孩子的道德要求，更甚於對他

的課業要求，我覺得我的堅持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示

範。」 

 當然，上述的答法在實務上是不可行的。所以，在

明確表達完底線立場後，您可以再做一些補充說明。

「當然，我知道家長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無非也是為

了孩子好，我會試著多花一點時間，跟他好好溝通，

希望取得他的諒解。」  

■ 善用資源 

 關於口試的題庫，您可以上去各大搜尋引擎輸入關

鍵字尋找，或是去書局找找看有沒有相關書籍。此外，

您還可以問問有經驗的正式老師。其實，在考季期間，

有其他同學會先考完某些學校，您可以問問他們該校

考過哪些題目。甚至在同一所學校考試時，您也可以

問問剛考完的考生，剛剛甄試委員問過什麼。（如果

他們肯跟您講的話） 

 蒐集了一些題目之後，您可以找一位正式老師來幫

您模擬一下。您可以針對這些問題做些回答，讓這位

正式老師聽聽看，看看有沒有回答不妥獲可以改善之

處。 

 建議大家在考場預備時帶一些教育類的書籍去看

看，讓自己融入教育的氣氛中，以讓自己在口試時能

回答的更具專業的架勢。 

■ 其他事項 

1. 在試場上，免不了一定有遇到很多一同來考試

的同學故舊。記得，跟它們禮貌性地打個招呼

就好，別浪費時間哈拉。打從你一大早進入甄

試學校校門口起，你就要讓自己進入備戰狀

態。在等待的空檔裡頭，你要不斷地在心裡頭

模擬試教及口試的表達方式。  

2. 要根據各校需求，將自己專長中符合該校的部

分，特別包裝推銷出來。  

3. 如果您聽不清楚評審的問題，您可以要求他重

講一次，務必要避免牛頭不對馬嘴。  

4. 回答要具有專業的架勢，多用教育領域的專業

名詞或陳述法。例如：「根據多元評量的精神，

我認為過多的抄寫作業，並不能有效達成學習

的成效。」而不要答成：「我覺得寫太多作業，

對孩子沒太大幫助。」 

    

有關教師甄試參考網站有關教師甄試參考網站有關教師甄試參考網站有關教師甄試參考網站：：：：    
一一一一、、、、應考策略應考策略應考策略應考策略     

竹蜻蜓的天空 http://www.ntctc.edu.tw/edison/ 

這是一位初任教師的個人網頁，其中有教師甄試的部分，包含他個人應試經驗的分享，以及口試題目

的收集，對教師甄試提供基本的概念。 

夫子宅急便http://www.taconet.com.tw/n59005/ 

這是一位初任教師的個人網頁，其中有教師甄試的部分，包含他個人應試經驗的分享，各縣市教育局

網站，實習老師及代理代課老師間的比較，提供基本的教師甄試概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就業輔導組 http://www.ntnu.edu.tw/csd/dops/ 

本站有教師甄選資訊及管道（傾向於中學），在應試實務方面，有幾位新畢業教師應考心得分享，雖

然提供的也是基本的原則，但由於是學校單位的網站，就網站而言，內容比較豐富。 

教師甄試資源分享網站 http://home.kimo.com.tw/formosakaku/ 

一個新手教師的經驗談，還不錯的網站。 

二二二二、、、、甄選訊息甄選訊息甄選訊息甄選訊息     
全國教師選聘服務中心http://www.ntnu.edu.tw/csd/dops/ 

師大的網站，內容包含缺額公告，也連結到各縣市甄選訊息網站，值得一逛。 

全國教師會選聘服務中心http://www.nta.tp.edu.tw/exam/ 

全國教師會架設的網站，有豐富即時的各校缺額公告，讓我們感受到基層教師的熱心與專業活力，大

力推薦。 

全國教師會選聘中心留言版http://www.nta.tp.edu.tw/square/employ/gbook.asp 

許多想參加介聘調動的教師的訊息發表，疑問、意見交流園地。 

流浪教師協會http://163.17.53.11/nta/index_next.htm 

許多想參加介聘調動的教師的訊息發表，疑問、意見交流園地，各縣市甄選即時訊息。 

教育簿─教師的天空 

就網站而言，「全國教師會選聘中心」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就業輔導組」的內容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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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章法令規章法令規章法令規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適用新制﹚ 
92年12月16日 九十二學年度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92年12月23日 校長核定實施 

93年3月1日 校長核定修正第六條條文 

93年5月20日 校長核定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94年2月23日 九十三學年度實習輔導委員會議增訂第十一條、十五條條文，

修正第十二條條文 

94年3月7日 校長核定實施 

94年10月5日 校長核定實施 

第一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品質，增進實習輔導之效能，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訂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課程係指師資培育法第八條及其細則第三條第四款所稱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

程。 

第四條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上學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卅一日止；下學期自二月一

日至七月卅一日止。但實習學生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經教育實習機構及本校核准者，

得不受前述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及實習起訖年月之限制。 

第五條  實習學生欲於上學期實習者，應於每年三月底前提出申請；欲於下學期實習者，應於前一年十月底前

提出申請。其申請方式如下： 

一、應屆畢（結）業生：向實習輔導處提出申請。 

二、非應屆畢（結）業生：繳交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出具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證明，向實習輔導處提出申請。 

三、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者：繳交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

證明，向實習輔導處提出申請。 

第六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具教育實習專業素養者。 

二、有能力且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

（含臨床教學）。 

第七條  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之鐘點費，每週以每輔導六位實習學生為一小時計，最多以三小時計。其鐘點

得比照導師費不計入超支鐘點費，其不計入超支鐘點費時數，亦以三小時為限。實習指導教師並得酌

情報支實習輔導差旅費。 

第八條  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轉達實習學生之意見予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至少一次。 

四、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七、評定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八、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第九條  教育實習機構以辦學績優、易於到校輔導之簽訂實習契約學校為原則。 

第十條  實習機構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其遴選原則如下： 

一、教學成績優良，具教育實習指導熱忱及能力。 

二、具學科或領域專長之合格教師。但新增類科或稀少性類科無足夠合格師資可供遴選者，不在此限。 

三、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但如有特殊情形，經教育實習機構主動推薦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實習機構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14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六、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本校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第十二條  實習機構輔導教師經教育實習機構遴選完成後，由本校發給聘書或感謝狀。任實習輔導教師滿半年

以上，輔導績效良好，有具體事實者，由本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並建請其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

給予獎勵。 

第十三條  教育實習之輔導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平時輔導：實習學生須配合教育實習機構全時之作息，由實習機構給予輔導。 

二、定期輔導：實習學生應定期每月一次返校參加座談或研習活動並接受實習指導教師輔導。 

三、到校輔導：實習指導教師應適時到教育實習機構指導實習學生。 

四、研習活動：參加由教育部、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

構及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活動，並從其作業規定。 

五、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供實習學生參閱。 

六、諮詢輔導：由本校設置專線電話、網站等，提供實習諮詢輔導。 

第十四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開始後一個月內，與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依本法相

關規定研商訂定教育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基本資料。 

二、教育實習重點項目：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其中應以教學實習

及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其比重以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導師

（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占百分之二十、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 

三、教育實習重點項目之目標、實施方式、活動內容及實施進度。 

第十五條  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中等學校部分，應涵蓋其主修專長之學習領域；國民小學部分，應涵蓋七大

學習領域；特殊教育部分，應涵蓋不同學習領域。 

第十六條  實習學生於上學期實習者，應於該年八月二十日前；於下學期實習者，應於該年三月十日前，視不

同實習階段繳驗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等證明書；否則視同自始不具備實習資格，

由本校撤銷其實習資格。其已繳費者，全額退費。 

第十七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為之，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以總成績六十分為及格，

成績及格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不及格者，應重新實習。重新參加教育實習者，應依規

定重新申請實習及繳費。 

成績不及格者，得經原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後在原校重新實習，或由本校輔導至其他教育實習機構重

新實習。在原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第十八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於實習結束之前完成： 

評量項目以教育實習重點為準，評量項目及比例如下：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實

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

績百分之二十、研習活動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評量表格由本校另訂之。 

第十九條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良好者，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得給予獎狀或獎勵函。 

第二十條 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開學後前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節數如下： 

一、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節數之二分之一。 

二、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二節。 

三、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依前二款之規定辦理。 

實習學生除前項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開學上課期間行政實習每週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第二十一條  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安排之座談或研習，參加座談或研習時給予公假。 

第二十二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期間繳交本校規定之實習作業或報告，並於實習期末整理成個人實習檔案，繳

交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評閱。 

第二十三條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得依相關規定參加學生平安保險。 

第二十四條  實習學生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專任教師在場指導。實習學生並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一、獨任交通導護。 

二、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代理導師職務。 

四、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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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實習學生之請假，事假以三個上班日為限；病假以七個上班日為限（連續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

生證明）；婚假以十個上班日為限；娩假、流產假、喪假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

假。 

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未准假不到者，以雙倍計算。總請假日數超過十個上班日者，

其實習成績不得超過八十分；總請假日數超過二十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分；總

請假日數超過四十個上班日者（娩假超過四十五個上班日者），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欲再重新參加教育實習者，亦應依規定重新申請實習及繳費。 

第二十六條 本校應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會商擬訂實習學生應享之權利及應盡之義務，以為簽訂實習契約之準

據。 

第二十七條 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其收費標準比照本

校當學期教育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中途中止實習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五條附表 

高級中等以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幼

稚

園 

國語文

能力測

驗 

（含國

文、作

文、閱

讀、國

音等基

本能

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含

教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教育

哲學等；「教育

制度」含與本教

育階段相關制

度、法令與政

策。） 

幼兒發展與輔導 

（含幼兒生理、語

言、認知、社會、人

格、情緒、道德等領

域之發展、保育與輔

導等。） 

幼稚園課程與

教學 

（含幼兒教育

課程理論、課

程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

教學環境規

劃、教學評量

等。） 

一、幼稚園檢定類科修正如下：  

(一)應試科目二「教育原理與制度」

範圍調整為：「教育制度」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度、法令與政

策，俾使語詞排序符合邏輯性。 

(二)應試科目四「幼稚園課程與教

學」範圍中「教材教法」，調整為

「教學原理與設計」。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班

） 

國語文

能力測

驗 

（含國

文、作

文、閱

讀、國

音等基

本能

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含

教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教育

哲學等；「教育

制度」含與本教

育階段相關制

度、法令與政

策。）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與

輔導 

（含評量策略、評量

工具、結果解釋與應

用、特教學生鑑定與

安置、各類特教學生

身心特質、輔導、相

關專業服務、家庭支

援等。） 

特殊教育課程

與教學 

（含特殊教育

課程發展與設

計、教學原理

與設計、教學

環境規劃、個

別化教育計

畫、教學評量

等。） 

二、特殊教育學校（班）檢定類科

修正如下： 

(一)應試科目二「教育原理與制度」

範圍調整為：「教育制度」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度、法令與政

策，且使排序符合邏輯性。 

(二)應試科目四「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範圍酌予調整，以符實際

需要。 

國

民

小

學 

國語文

能力測

驗 

（含國

文、作

文、閱

讀、國

音等基

本能

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含

教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教育

哲學等；「教育

制度」含與本教

育階段相關制

度、法令與政

策。） 

兒童發展與輔導 

（「兒童發展」含生

理、認知、語言、社

會、道德、人格、情

緒；「兒童輔導」含

主要諮商理論或學

派、輔導倫理、團體

輔導、學習輔導、兒

童適應問題診斷與

個案研究、心理與教

育測驗。） 

國民小學課程

與教學 

（含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與設

計、教學原理

與設計、班級

經營、教學評

量等。） 

三、國民小學檢定類科修正如下：  

(一)應試科目二「教育原理與制度」

範圍調整為：「教育制度」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度、法令與政

策，使排序符合邏輯性。  

(二）應試科目三「兒童發展與輔導」

範圍，按其身心發展階段別，規

定其含括範圍。  

(三）應試科目四「國民小學課程與

教學」範圍酌予調整，以符實際

需要。 

中

等

學

校 

國語文

能力測

驗 

（含國

文、作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含

教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教育

哲學等；「教育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青少年發展」含生

理、認知、社會、道

德、人格、情緒；「青

少年輔導」含主要諮

中等學校課程

與教學 

（含中等學校

課程發展與設

計、教學原理

四、中等學校類修正如下： 

(一)應試科目二「教育原理與制度」

範圍調整為：「教育制度」含與本

教育階段相關制度、法令與政

策，俾使排序符合邏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