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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尋找自己探索與了解

    教學的意義感要靠自我追尋，向內在尋求。

無論師培生、在職老師、或是師培的老師，有教學經驗或是無教學經驗

的，都得要去思考教學對自己的意義感。

    就我個人的教學經驗來說，我會覺得，若有跟自己產生內在的連結

，最後就會覺得每天都是為別人而活，感覺會像行屍走肉，每天處理不

完的事情，這些事情讓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忙碌，再加上有時候生理的

疲憊，會讓我們教學陷入在一種困境，它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美好樣貌

，也就是說，表面上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會漸漸變成是一種應付式的心

態。還是你每天可以用一種全新、愉悅的心情，或者是說這件事情。當

你發現說，他對你或者是對孩子有什麼意義的時候，我覺得內在會有一

種力量會被啟動，像是心靈的某種動力開關被打開。

     那種動力是心靈深處的，所以我們才說身心靈，也就是說是身體，

帶動心理，然後心理啓動那種靈動，你才會覺得這件事情(教學)是越做

越有趣。

    在教學或研究領域上，以前我是聚焦在創意教學，為什麼我們要做

創意教學，以前有段時間，我沒有太去思考這件事情，我可能覺得它很

很炫，很特別跟別人不一樣，那就是創意，可是後來我慢慢覺察說，其

實做自己需要的、環境需要的、對孩子需要的並考量孩子的學習需求而

產生了改變，那才是有創意。

    我長期在創意教學上努力，這些年來我重新定義教學、創意教學，

以前是明顯有一些外在的標準，現在我嘗試著依自己的標準，重新定

義創意教學，是「可以在生活中覺察自己的不足、你的匱乏、你的枯竭

、你的問題，然後開始找方法，那種方法可能是楷模學習、向外尋求、

看書亦或是看電影，和社群朋友交流互動，甚至是旅行」我覺得方法都

很好，重點是貼近自己與問題的需求，然後達到問題解決，那才是適合

的。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當你所擁有很多的新訊息感受，他們有沒

有跟你原來的問題產生連結，才是重點。資料當然可以收集很多，豐富

自己的知識庫，但是如何咀嚼跟消化，最後成為自己的一套，如何重新

再出發成為設計教學的養分，我認為得下功夫，像是練功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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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迎向更好的自己

    不管是對職前教師或現職教師來說，當我為修習家政專長的在職教

師們規劃「輔導原理與實務」這門課時，我的思考起點是他們為什麼需

要輔導原理為何需要具備?

     我覺得要讓學員有動機的主要機制是讓他要有需求感，所以我的

想法是，帶領他們在自己的教學場域裡去發現問題，如果是已經有教學

經驗的，就可以引導他們去思考教學現場跟自己教學上的問題，所以我

會設計學習單，一個是讓他們去發掘自己教學現場的問題，另外一個是

發現自己生命問題或生活困境，從這個點切入，主要是引導他們去發現

問題，讓他們覺得對輔導是有需求感的，不管是面對自己的生命或者教

學。

    為什麼我會引導他們做手作的思考或者是拼貼，是因為，這門課的

對象是家政專長的老師，那我們一般在教學現場看到家政課的老師，他

們大部分都是給孩子做手作材料包，可是其實我很批判這種作法，我常

常跟我身邊的家政老師說，如果只要求孩子做好作品拿來評分，我覺得

，這很沒有意義，你是有使命感的老師，若你不應該讓家政課成為只是

成果導向的，所以我才會思考讓他們透過拼貼的方式去表達出跟自己有

關係的場景、內在的心情或者是投射到你想做的事。

    這麼做的用意，是希望透過手做的歷程「拼貼」，經由色彩繽紛使

上課視覺心情愉悅。基本上，我覺得家政課裡或是我們在設計課程也可

以有這樣的思維，我們找一些隨創活潑的媒材。孩子看到老師準備的教

，心情會很好，會轉變，當然這活動過程中要有清楚的教學目標，可以

輕鬆，有逸樂幽默的氛圍，但不能只是玩樂。經由這個活動，你要讓孩

子可以什麼學習目的?所以我透過這個活動，其實是要讓他們透過表述

自己，去思考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然後更進一步的往內心挖掘，

甚至可以跟別人分享創作過程，在表述的過程中也是一種內在的自我探

索。然後在分享的當中，他也會重新覺察自己，有的老師會覺得自己沒

能力、沒有用，但透過這個分享與回饋，可以吸取好的經驗與正能量，

從同學的回饋當中重新塑造一個全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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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過程，學員再次回歸到他們的教學崗位上，

會有一個全新的思惟，有別於過去的思維帶領孩子進行手作，創作。要

問自己我要達成哪些教學目標？然後這件事對孩子是否能有屬於他們自

己的意義連結?

    例如，將來想帶孩子做烹飪，你可以試著去思考烹飪在生命中的意

義是什麼，它可能是一種家庭連結的力量，帶領孩子找到家的味道，並

與家人的情感產生連結。我覺得不要讓它只是變成好吃不好吃，色香味

俱全，而是說，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可以帶孩子去找到烹飪這件事情

的意義，但我常在想如果我以前中學時遇到這種老師該有多好~

     我不禁回想中學時期，老師帶領我們做一件圍裙。那時候，我們

很拘泥。或者是說，我們會被自己牽制住，總覺得自己手藝不好，可是

手藝不好，不是我的錯啊!我意思說，這件事情是任課老師要去思考課

程中要讓孩子學到甚麼。孩子應該要有知的權利，要讓孩子知道說透過

手做，可以學到耐性也可以學到自理的能力，然後再進一步擴展到幫助

別人，甚至透過手作發現自己的專長。那也有可能什麼都沒有也無所謂

，我只是透過這個專注過程跟自己獨處，或是與家人連結都是一種放鬆

的過程。教學不一定要有什麼聽起來很了不起的目的，而是你要讓孩子

可以在做這件事中，對自己有一個內在的連結思考，它的意義，能夠幫

助自己甚麼?能夠幫助自己跟外面社會有什麼連結?我覺得這部分很重要

，可是我們的課程很少有這一塊。雖然很多人覺得設計思考好像是新瓶

裝舊酒，但我會覺得說如果真的去力行設計思維這件事情，讓每件事情

產生自我與社會的連結與意義，是創意思考中蠻關鍵的一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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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認為當你有一個更新的圖像或嶄新的自己，透過往內求然

後再往外聯結，去建構一個更好的自己意象，當你回到教學崗位上面對

學生、家長或面對自己的家庭，皆會成為更好的自己。重新賦能，成為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老師，更好的…。

   與大家分享我教學設計的思惟與教學過程舉隅!也與師資生，實習生

共勉。永遠記得自己的初衷，懷抱夢想，成為生命的實踐家，也時時提

醒自己身為教師可能的影響力，我們要善用它。每天都要比昨天更成長

，更興奮，不僅成就更好的自己，而是要影響孩子們使他們都成為更好

的自己，珍惜生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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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實踐-拼貼創作

創作者　李０芳

作　品　好想旅行

理　念　今年暑假，七月中開始上家政第二專長，八月又開始教育

　　　　局上班，於是我的生活夾雜在上班上課中，二頭無法兼顧

　　　　痛苦中掙扎著，這幅畫想表達好想旅行，放空，好好休息。

創作者　林０伸

作　品　理想家

理　念　很想和家人一起到戶外度假，將度假的風景帶進夢想家

　　　　裡頭，屋外都是綠地，很悠遊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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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　田０如

作　品　力量

理　念　想表現人生的事件令人心碎，但利用這些破碎一就可以拼

　　　　出美麗的圖畫，對我來說，鼓勵人的動力來自內在的光，

　　　　光代表黃色，也就是從樹中的縫隙透出來，是力量。

創作者　王０淳

作　品　自由

理　念　為生活、為工作忙碌不堪，想放空出去休息走走，對教

　　　　學有種無力感，想逃避，做自己想做的事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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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　劉０加

作　品　隨心所欲

理　念　直覺，只想以快速方式完成作品，以現有媒材創作，完

　　　　成作品後發現，竟然像隻鳥。

創作者　王０方

作　品　天堂鳥

理　念　做了一隻鳥，想要和鳥一樣自由在在的飛翔，旁邊還有

　　　　一個沙發可以休息，自由創作得到心靈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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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　邱０真

作　品　家

理　念　家中成員各自獨立，但卻又緊密連結，牽一髮而動全身。

創作者　陳０美

作　品　希望家

理　念　家，希望是中心，孩子個性不同，不管飛多遠，都至少有

　　　　一個地方可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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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　謝０恩

作　品　念　

理　念　再剪貼時充滿愉悅，因為挑的是粉嫩色，看起來是舒服的

　　　　，想做些像櫥窗風景的層次，把生活的圖案剪貼進這些方

　　　　塊虛實中，這是我最懷念的生活光景。

創作者　郭０臻

作　品　保護

理　念　外面是花花世界，利用拿到的媒材創作，想表達外面世

　　　　界無論如何發展，我都會保護這家，不受影響及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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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　王０明

作　品　在微笑的背後　

理　念　雖然身處在多采多姿的世界中，但生活的帶給我只有無法言

　　　　喻的疲憊感，如同圖上那一朵朵鏤空的窗花般，那樣的空洞

　　　　，我一如往常地保持著微笑，但我的內心世界早已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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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實踐-九宮格創作分享

姓　名　王０淳 科　別　數　學 年　資　２０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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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張０齡 科　別　歷　史 年　資　１５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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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田０如 科　別　生　物 年　資　１７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③

13



姓　名　李０芳 科　別　美　術 年　資　２５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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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０妃 科　別　化　學 年　資　２７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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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戴０靚 科　別　生　物 年　資　１４年

九宮格

創作分享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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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是必要訓練，包含一分鐘、三分鐘，以及口委最後可能提

出的結論介紹。

（一）自我介紹就像是個故事的敘述，好的自我介紹能引起口委後續詢

　　　問的動機，讓考生引導口委向自己設定的議題前進。

（二）連續性一般考生的自我介紹，莫非學歷、經歷、成長歷程等。在

　　　三分鐘的敘述中，敘述以上的目的為何﹖主要是讓口委了解你的

　　　能力，由自我介紹讓口委知道為何你具備成為一個老師的特質。

　　　所以，一般三分鐘自我介紹可以這樣切割。

00:00-00:30 問好與說明學歷

00:30-01:30 說明經歷(含求學學校、實習學校參與過的教育訓練)

01:30-02:00  透過上述學歷與經歷，綜合出自己具備的能力與教育

特質

01:30-02:00  為何參與本市或本校的教師甄選，自己的能力與經歷

能呼應本市(本校)的教育發展目標。

（三）其他重點，服裝、表情、肢體動作、音調、語速等。可透過模擬

練習，學習其他同儕優異的地方，內化為自己的能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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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甄選之準-面試



一、重大議題

　　重大議題的處理程序與內涵，如性平事件、霸凌事件、家長溝通、

親師衝突、親生衝突。

（一）程序問題為首要重點，如進行責任通報、尋求行政處室支援。

（二）不變的本質是持續與行政團隊合作，進行關懷與輔導。

三、動機與教育問題

          可區分為市級教師甄選與各校自辦的教師甄選。

（一）市級教師甄選口委通常為一位大學教授、一位資深教師與一位本

市校長。大學教授為召集人，提問教育專業。資深教師會對教學

與班級經營提問，校長主要是控場人員，提問報考動機或本市教

育發展重點。所以考生必須先做功課，如瀏覽市教育局網站，了

解該是教育發展願景、目標，市長或教育局長的教育宣示等等。

（二）各校自辦教師甄選比較單純，通常為學校主任與資深教師，有時

會有教育背景的家長參加。提問內容也比較單純，但依然建議上

該校網站了解學校發展特色、願景、團隊等等訊息。

18

不會答時請不必慌張，口委不同立場的質疑請

勿強辯，畢竟沉穩、包容、乃是一位教師的基

本特質。

①口試要不斷練習，吸收同儕優點化為自己的

能力。

②口試不過就是在聊天中，觀察你是否能成為

一位教師而已。

小叮嚀



陸、教師甄選之準-口試

     

    各位同學大家好，為師是一條美好的道路，但這條道路，如同需先

經過荒野，才能見到美麗繁華的城市一樣，相信會遇見，加油!

一、口試：筆試只是檢定你經師能力，而口試就是在篩選出你是為人師

，還是雀屏中選的良師(傑出)。

二、醞釀期(根本)

（一）找到初衷：真心問問自己，是否要從事教育工作，因為這份初衷

崇明國中‧陳威介校長

，除了讓你戰勝困境，也能不讓你迷惘，更能讓你在口試時，有

故事可詮釋，會令人動容與加分。

（二）擁抱理念：理念就像光，會照亮我們，也能照亮世界，想像一個

教育願景或你的教育理想，能說得清楚，才能讓人聽得明白。因

為理想就是目標，清晰可見的目標，會讓人相信你的努力與企圖

心。

（三）點亮自己：亮點與特質是找老師重要參考，而特質，可來自觀察

與體悟，可從生活經驗，也可從學習歷程，或者是興趣喜好，或

是逆境或困境的突破，來找到自己的亮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是

一份生命的力量，更是生命的智慧。

三、準備期(發芽)

（一）企圖心：懷抱捨我其誰，強烈企圖心與動機。

（二）實踐力：周詳的學習成長計畫與妥善的時間管理。

（三）結善緣：積極與虛心求教，請益吸收前輩應試經驗、教育理念、

教師專業。

19



四、決勝期(口試)

（一）服裝儀容樸實大方，舉手投足都是自信的質展現。

（二）態度自然、謙虛、有禮，勿過度拘謹。

（三）掌握1~3分鐘的自我介紹(你是誰，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讓人知道

（四）回答把握問題重點，簡短有條理，勿過度冗長。

（五）多做口試題之模擬練習，豫則立。

（六）準備個人書面教學檔案(有特色、有內容) 。

（七）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請評審指教。

五、結語

（一）機會是留給做好萬全準備的人

（二）把握任何一次應試的機會，全力以赴

（三）相信一定會遇見。

亮點與理念。)

重要事項 ( Important matters)

110/
6/5(

六)

教師資格

考試

  校
長與同學們共勉

人生不一定每天都美好，但每天，都有美好在等待，努

力追求那美好，面向陽光，陰

影就在你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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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筆記欄



師資培育學訊
Newsletter of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O.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