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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陳宜靜

    

    自己並非第一次就考上教檢，而是考第二年才考通過教檢。自己非

本科系學生，大學讀經濟，研究所才讀音樂系。所以除了研究所的課，

還要下修很多音樂系要認證的課。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時間規劃。來修師

培的學生其實會比別人多修很多課，會過得很充實。

　　自己在碩三時考教檢，因為課修太多（除了音樂系和師培課外，還

修美術系和舞蹈系還有流行音樂系的課），又擔任系上助教，每天一早

的早自修要到國小指導直笛隊，晚上也有教課，把自己弄到很忙，還要

拚論文，可以靜下心來讀書的時間非常少，且讀書效率很差。第一次教

檢平均只有59分，看到成績非常難過，清楚知道自己外務太多，沒有認

真準備，如果要通過，一定要有所取捨，強迫自己要斷捨離，不要每年

一考再考，既然要考教檢就要下定決心好好準備。

自己準備教檢有以下幾點：

1.參加教檢國文班、教檢加強班

2.善用手機app，下載阿摩、教檢考古題、專注森林

3.組讀書會，可以互相討論、互相督促

　　經過一次挫敗，清楚知道自己哪科較弱，尤其是國文，所以決定參

加教檢國文班。老師會清楚講解考試方向，遇到不會的題目，就從題目

的線索去解題，還有作文的指導，幫助很大，老師會說明作文的架構，

這樣寫起來方向才不會錯誤，至少先拿到基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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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利用自己零碎可以讀書的時間，手機會下載阿摩、教檢app，只

要一有時間就做題目。考古題至少都做三次以上，自己錯的題目就做記號

，不要再犯錯。手機也會下載專注森林，讓自己保持專注，不要一直當低

頭族。一開始可以先從短的15分鐘開始，會慢慢增加時間。每次專注完手

機種完一棵樹，就會更有成就感。久而久之，就不會一直盯著滑手機。

　　跟同學組成讀書會，會一起討論題目，尤其是申論題，大家寫完申論

題後，互相分享自己的答案，這樣解題可以更周到，也可以注意到自己沒

想到的地方。五月後因為疫情關係，很多事情都停擺，這時有更多的時間

讀書，自己擬定讀書計畫，不能因為疫情關係就懶散。先把師培這兩年上

課的課本拿出來複習一次，每讀完一個章節，就把課本合起來，自己講解

課本大致內容，確定自己真的有吸收進去。還有跟昱汝學姊每天都會約線

上討論題目，討論彼此錯的題目，互相講解，這樣效果非常棒，透過講解

後，可以讓自己更確定是否真的已經學會。今年教檢也一起通過，非常開

心。

 

    考教檢並非難事，最主要是自己有沒有那個心，如果要考，就要下定

決心好好準備，趁年輕時多拚一點，一定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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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黃郁茹

    

    大一剛入學時我就已經決定好要成為一位教師，所以在大一時努力

準備師培考試，也如期考上師培。考上師培之後課業壓力增加了不少，

比起其他同學我要用更多時間複習課業，也用了比別人多的時間在為自

己的未來努力。我一度想過放棄，因為這條路真的不好走，當看到大家

都在玩樂而自己卻在圖書館讀書的時候總會問自己，我真的要走這條路

嗎？做這些事情是有意義的嗎？我會不會後悔呢？其實這些問題的答案

自己都知道，只是在看到他人的生活是這麼無壓力這麼快樂的時候自己

內心不平衡罷了。在知道自己的內心開始出現動搖後，多虧家人與朋友

的支持與鼓勵還有自己的堅持才能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順利。

    在大四時我決定離開校園提前進入職場並用實習期間認真思考未來

的路到底要如何規劃，在體驗職場的過程中漸漸地我發現比起在服裝產

業中我更喜歡在校園那種單純、簡單的生活模式，所以在大四下學期終

止實習回到學校裡準備教師檢定考。

  

    在準備教檢的時候，因為自己容易想很多的關係時常陷入焦慮的情

緒中，很長一段時間都睡不著，狀態時常不在線導致讀書過程不是很順

利，加上遇到疫情，考時延期一個多月導致自己幾乎到要放棄的狀態。

後來我找朋友進行開導及溝通後迅速找回狀態，並積極實施讀書計畫，

最後成功考過教師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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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準備教檢：

 1.生活規律並規劃每日任務：

   讓自己充足睡眠7-8小時，每天寫各科至少四份歷屆試題，詳細記錄

   題目中自己不知道或有疑問的各種專有名詞或人名並作筆記多複習。

 2.多給自己正向的想法：

   比起一直擔心自己會考不好，不如想想考過之後我可以做什麼或是可

   以得到什麼獎勵，如果真的過度焦慮可以找專業人士的協助。

 3.提升專注度：

   多運動讓自己身體機能狀態在線，也可以換個環境讀書，像是可以去

   讀書氛圍感強大的圖書館或咖啡廳。

 4.開口問、開口講：

   不會的問題就要問盡量不要用死背的方法，如果遇到你會別人不會的

   也不要吝嗇，在教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可以再複習一次。

 5.不要緊張：

   要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會被辜負，考場會是非常緊張的氣氛，在那樣的

   情況下可以去操場上邊散步邊準備申論題，對緩解緊張非常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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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黃凱揚

    

一、背景：

    我是一位唸資訊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並代課多年的資訊老師，但學

生時期並沒有修過中等教育學程，能去各個國高中代資訊課完全仰賴碩

士班畢業資格；起初代課沒有太多想法，甚至認為這只是人生中的一個

過渡階段，可能最後會落腳於科技業。沒想到一年代過一年，對於上資

訊課的工作熱情不減，心生是否該去修個中等教育學程逐漸在心中萌芽

，於是在2019年5月拿起手機向南應大師培中心洽詢如何成為一位師培

生，在兼顧工作的前提下最後選擇就讀資管系進修部，並且也順利通過

學校教育學程招生考試，開啟了兩年的師培生學習生活，於2021年8月

底通過教檢測驗。

二、教檢準備期：

    回顧教檢準備期，我左思右想主因還是在於平時空閒時間的準備。

因為教檢前半年，我仍然忙於兼顧工作上的教學品質、教育學程及進修

部的課業，時間根本不夠我好好放心準備教檢，甚至我已經準備好再重

考一年的打算！沒想到榜單給出驚喜，瞬間有省下一年時間的感覺。

　　教檢準備期對我而言算是散落在這兩年的零碎時間，稍微有完整的

準備期只有寒暑假。每學期將上過的中等學程教檢考科，不管期中或期

末考，都是盡自己最大努力準備，若某科內容有薄弱的地方，會特別在

寒暑假特別補強。例如：Selman的友誼發展階段論和觀點（角色）取替

論，因為很常記不住且寫考古題又很容易出錯，類似此情況就要好好地

找時間來加強記憶。

       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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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想準備好各個教檢考科，上阿摩網站至少把近五年考古題通通

刷過一遍，時間允許最好是近十年。每刷完某年度的某一考科，排除簡單

的基本題，剩下就是值得注意和加強複習的觀念題，我習慣將這些不太熟

的觀念題整理在word檔，日後不斷複習這些題目即可；課本對我而言只是

工具書，在於某些觀念不懂可以回頭追，否則，準備教檢期間我不太看課

本，考古題的重要性比課本大多了。學程老師所準備的期中、期末甚至是

模擬考，大都是從考古題拼湊出來，平時如果有注重刷考古題的話，其實

在校考出來的成績不會太差，同時也能懂各科考點是什麼。

三、各科準備時間比例分配與教檢分數：

　　★國語文能力測驗(選擇38分+綜合、非選27分，分數65分)

只上過一學期禹齊老師的國文加強班，把搶救國文大作戰勾選過的字或注

音稍微看過如此而已。國文若要念得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經營，這點我

沒做到，教檢當天交給命運決定，若以準備教檢時間佔比，大約是一成。

　　★教育理念與實務(選擇40分+綜合、非選39分，分數79分)

單純刷考古題沒別的，有些不懂的觀念或名詞才會回追課本，若以準備教

檢時間佔比，大約是兩成。

　　★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選擇42分+綜合、非選16分，分數58分)

這考科是準備教檢時間佔比最多，大約是四成。除了刷考古題，我還跟音

樂系才女劉媛媜同學借了教師資格考上榜筆記複印，並努力讀過兩遍，這

本筆記的特色是統整考古題將相同概念整理在一起。此科目最基礎的概念

是從教育心理學而來，也就是說，準備好此科目，也相當於在準備教育心

理學這重要考科。師培中心有開教育心理學加強班，推薦去上當作複習，

有助於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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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教學與評量(選擇42分+綜合、非選26分，分數68分)

這考科是僅次於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教檢準備時間佔比大約是三成。

除了刷考古題還是刷考古題的考科。評量的計算題目在義汶老師的教育研

究法及倩亨老師的多元學習評量都有提到，上課要專心聽，回去複習再仔

細算過一遍並搞懂每個數學公式背後原理。

四、準備心得總結

　　從上可以發現，我一直在跳針考古題，可見考古題的重要性；另外，

投入準備時間愈多，分數並不一定跟著高，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就是一

個明顯的例子，但我相信準備時間如果佔比不到四成，分數會更低，看著

58這個分數只能安慰自己快要到及格分數的邊緣；其他考科反而是準備時

間佔比愈少分數卻愈高！？雖然這說法並不科學，但如果要以科學角度來

看，那就是把每個考科都做好準備，我們並不知道教檢考試當天哪個科目

偏難、哪個科目偏易；哪個科目老師在非選題給分很嚴、哪個科目老師在

非選題給分很佛。會這麼說是因為，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考完當下我算

是有信心這科是能夠及格的，此信心來自平時準備和當下寫考卷的手感，

殊不知該科老師在綜合題和非選擇題給分如此嚴格。所以說各考科投入時

間成本的風險還是得平均分攤，才是比較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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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戴育慧

    

　　要說我是怎麼準備考試的，覺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對我

來說在之前的考試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考試中，很少是事先開始唸書的，

我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應該會在上課的時候得到且吸收，所以即使是一個

禮拜前開始準備，對我來說已經非常難得了，因為自己本身是非常沒辦

法靜下心的類型，這次的考試真的不知道該不該感謝延期的這件措施，

雖然讓我的心情也跟著晃蕩，但是也是有更多的時間去準備。

　　這次的念書時間大概是從原始考試時間的前一個月開始，我利用上

課的課本做自我整理，將書上原本的知識自己再次書寫整理成自己的筆

記，集中同時濃縮，雖然書籍很厚而且數量繁多，找查資料的時候也較

麻煩。在整理完大部分資料後，我借用了同學購買的參考書，那參考書

是同學參與的讀書會中，教學的教師整理的版本。基本上我最後的時間

階段都在閱讀參考書。

　　寫題也是一個重要階段，不過我不是拿來看自我學習成效的，而是

檢視題目中有沒有甚麼知識要點是我不熟或沒聽過的，利用這個機會找

出問題，再次複習與強化。不過覺得能讓我堅持下去的動力其實是分配

了時間跟目標，我給自己的計劃是這樣:固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

一點半開始念書，年一個小時到兩點半，或者給自己「唸完這一章」的

這個目標，不求多，如果我發現自己這注意力及精神下降，我會評估自

己的狀況，可以的話就在堅持一下下；如果不行，就果斷放棄，明天再

補。我發現這樣的念書的成效，比起逼迫自己待在書桌前三四個小時還

有成效，因為注意力能更集中，而且會因為就只有一個小時，會將所有

精力都投入，就會念得更仔細。

       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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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給自己打氣也十分的重要，因為自己是屬於叛逆的類型，一

旦有人催促，我就會更不想做這件事，也會帶來需多的壓力，在這裡感

謝我的父母，所以此時自己對自己的打氣就十分重要，在唸完書後，我

會給自己一點獎勵，例如：喝一杯飲料、吃一塊巧克力、玩一會兒遊戲

等等，但也沒有要一定會了這個而努力，其實就是放輕鬆，也不過就是

每天早上第一句先給自己打個氣。

　　如果有人問說「考試容易嗎？」，我會說「一點也不」，我投資在

上面的精力跟時間是絕對可觀的，或許很多人都會覺得我的計劃沒什麼

，我只能說我是努力了，絕對不是因為聰明，而是我找到最適合我的方

式去執行這項計畫，而不是去規劃一個看似完美，卻無法執行甚至痛苦

度過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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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黃彙婷

    

　　關於學程的課程，我認為在上課的時候認真聽課十分重要，在上課

的過程裡，如果遇到老師在講解某個理論時透過舉例讓大家明白，此時

的我會先專注地聽老師講解一遍，在老師講解結束後，我會在理論旁邊

寫上老師舉例內容的關鍵字，讓自己在課後複習的時候也能快速地提起

記憶。上課的時候我也會把重要的人物與Keyword用紅筆圈起來或是用

螢光筆註記，方便在段考前複習時能夠快速地抓到重點並統整在紙上，

段考前我大致上都會抓兩週的時間去複習，在統整重點時，我不會將重

點寫得非常的精美，只要自己能夠看懂與理解就行了，因為我最後準備

教師檢定時是以word將我的筆記統整起來，所以一開始就不會花費太多

的時間做精美的筆記（不過筆記製作方式因人而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好）。

    關於學程的加強班，只要大家的時間允許，鼓勵大家能參加學程開

設的加強班，除了加深自己對於課程內容的記憶也能聽聽不同老師的敘

述模式，在不同老師的講解下，也會有不同的收穫；除此之外，如果在

家自己沒有動力或是沒有太多時間花費在複習上的同學，參加加強班也

會是一個好選擇，在大家一起努力的氛圍下，就能夠堅持下去，也能趁

同學都在的時候相互討論增進情感。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跟同學組一

個小小的讀書會，定期討論分享，有共同的目標比較不容易怠惰。

　　關於倒數365天的複習方式，我選擇先將學程各科的上課用書都先

仔仔細細的翻閱過一遍，因為這兩年內學的東西真的不少，與其再去買

總複習的書來看，倒不如先紮紮實實的再讀過一遍，我在讀的時候是秉

持著讀過就不再回頭重看同一本的理念，因為如果一再地回頭看同一本

書，就會壓縮到後面複習的時間。

       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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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讀過一遍後，我直接將歷屆試題先寫過一遍，檢視自己讀過一遍

後還有哪些概念沒有理解，透過檢討歷屆試題加深印象，也同時補充課

本可能沒有提到的概念或是人物，在檢討歷屆的同時我也會統計自己每

回的錯題數，針對自己較弱的科目再做加強；讀完一遍也寫完一遍歷屆

後，因為今年是素養導向的第一屆，所以有去書局找了素養導向的模擬

試題與詳解的參考書來看，目的是為了能夠先適應素養導向的長篇試題

模式，讓自己從練習的過程裡訓練自己的閱讀速度，除了素養導向的試

題方式，也要多多關注跟教育相關的時事。

　　在考前一個月到考前一週，我會在做一遍歷屆試題，找出直到最後

還是模糊的概念，之所以做歷屆試題到考前一週，是因為考試當週只會

越寫越慌張，錯太多也只是讓自己自信心下降而已，因此在考試當週，

我只會讀自己整理下來的筆記檔，最後在印下自己的檔案以便考試當天

能夠快速閱覽複習。當然，資訊發達的時代下，我也是手機成癮的人，

因此也可以透過滑社群媒體的時間，看看社群媒體上的教育專頁，小小

的複習一下；提醒如果跟我一樣手機成癮的人，也可以下載ForestApp

來約束自己遠離手機。

　　最後，在準備之餘也不要忘記要適時的放鬆，把自己逼太緊是會有

反效果的!!!也提醒大家在考試前要作息正常，才能在考場上順利發揮

，預祝學弟妹們在明年都能夠順利地通過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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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盧姿錡

    

　　放榜後已過一個月了，還是不太相信自己已經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原因是比我認真準備的人很多，而這次，我只是覺得我的運氣好了一點

點。原本進入師培的規劃是，在106年研究所畢業實習後，隔年就希望

能通過教師檢定，但因為結婚、懷孕而導致計劃趕不上變化…107年的

考試因為懷孕身體不適而缺考，108年、109年則是每天忙於照顧小孩

的生活之中，無暇準備考試，每天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下，越來

越生氣自己，看著同學一個個金榜題名，心底其實很失落，不曉得我

當初的理想能否有實現的一天？

    

    去年，因為小孩2歲了，決定送去托嬰中心，而我找到國小的代課

，在代課時間外，毅然決定去補習，因為已經三年的時間與教育課程脫

節，不知道該如何有系統的將課程內容建立起來，一個人傻傻的念，會

沒有方向，手上的課本和資料很多，但不知從何念起，會慌，而我還得

照顧小孩，能夠念書的時間很有限，所以決定藉由補習來做最快複習的

方式。

    很多人聽到運氣好應該都會生氣，但我當然不是只靠運氣而已，當

初我是為了念教育學程才考研究所，所以進入師培後我一直都很認真，

每次考試我都全力準備，也許是因為這樣，每一科目在校期間都奠定了

較好的基礎，所以當日後複習的時候，就可以事半功倍。

    

       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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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讀書的方式不同，需要自己找到適合的方式。若有三五好友，

可以組一個讀書會，設定時間分享心得和討論問題，也可以互相加油打氣

。很多人會害怕國文，但國文也不是一蹴可幾的，平時可以多看點課外書

籍，累積寫作的能力，之前有報名師培中心開的加強班，禹齊老師對國文

的教學深入淺出，令人印象深刻。而我在準備各科目的過程，會自己整理

重點，除了濃縮內容外，自己寫過一次可以加深印象，就像記憶策略的發

展一樣，經由複誦、組織、精緻化，最後形成記憶。而筆記內容不是只把

課本內容抄寫出來而已，除了關鍵字外，可以善用文字、線條和圖框來整

合重點，另外也可以利用網路收集重點及補充資料。

    而問答題是很多人的魔王關，其實只要掌握答題的內容結構就可以了

，大致上分成三段論，第一段是破題，簡述題意約2~3行，接著第二段是

本文，也就是真正答案的內容重點，可以寫6~10行，最後一段就是結論，

約2~3行就可以了。這是在補習班學到的技巧，讓我這次教檢考試的問答

題寫得比以往好。

    

    在狀況不好或是沒心情唸書的時候，特別是考前一個月時，我會開始

做考古題，考古題不是記下對的答案就好，而是要將別的答案也弄懂，如

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會直接上網查，寫在答案旁邊，這樣才知道這答案

對在哪裡或是錯誤在哪裡。而重複就是重點，若有一直重複出現類似的題

目或答案，就是比較容易考出來的地方。最後我有一個閱題的習慣，我會

看題目兩次，並把關鍵詞圈起來，再針對關鍵詞的題意來答題，這樣可以

避免看錯題意喔！要把握在校的黃金時間，應屆畢業就考上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你所學的都還印象深刻，又比較可以全心準備考試。最後祝福學弟

妹們都可以達到自己的理想，金榜題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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