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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一顆希望的種籽
經歷過風雨的洗禮
它將茁壯成一棵大樹
而這就是最平實而偉大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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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與做人
銘傳大學 鈕則誠教授

教程的實習老師編報紙，指定我這個指導老師寫文章。我雖然當了多年教
師，卻未曾有過實習經驗，因此只能以一些自以為是的想法濫竽充數。好在我最
近連續花了三個禮拜，先後走訪大桃園地區十一所中學或職校，這些都是由我指
導的十五位實習老師，一年中「立身行道」
、
「安身立命」之所在。銘傳兩座校區
分別位於臺北福山與桃園壽山之上，創校四十七年的優良傳統即是「上山修道、
下山行道」
。大學之道無他，
「為學與做人」而已。為人師表的實習教師，於此更
需要了然於心，日益精進。以下我便以自己當了二十一年老師的個人體驗，不揣
淺陋聊以發揮，希望有助於各位辛勤的實習老師。
一、為學之道─在不疑處有疑
包括在空中大學的半年教學，我教「教育哲學」至今將屆兩年四學期，始終
秉持著一個理念，即是將哲學思考的精神傳播給念教育的同學。也許是受到刻板
印象的影響，不少同學將哲學視為「玄之又玄、不知所云」的學問。當然這不是
同學的錯，而是哲學家之過。因為歷史上的確有些哲學家的最大本領，正是將簡
單道理說得極為複雜，讓人聽不懂，卻自以為是。為了消弭這種弊病，近十餘年
西方已有「應用哲學」應運而生，希望馭繁於簡，並將教育哲學納入其中，使哲
學為教育所用。
應用哲學的最大特色乃是講究批判性思考，亦即講理的、邏輯的思考。人云
亦云、隨波逐流是一般人的通病，為人師表可不能如此隨俗，因此要學會「講理」
；
先跟自己講理，再教別人講理。人類幾千年文明告訴我們，萬事萬物中都有個道
理在。大家來學校唸書，主要就是學習這些道理。任何道理不能別人告訴你就相
信，而是必須在自己的頭腦裏想一遭，確定沒有問題才相信。這便是我所說的為
學之道─在不疑處有疑。當老師不止教學生知識，更重要是教他們思考，思考如
何去發現知識、汲取知識，並且懂得批判知識。
二、做人之道─為而不有
實習老師到了各地中學或職校去「學以致用」，有時會感到「書到用時方恨
少」
，只好臨陣磨槍，匆匆上場。事實上，實習一年的歷程，既屬於為學的印證，
也蘊涵做人的工夫，二者理當無所偏廢。所謂做人工夫，即是確實扮演好你在實
習學校中的角色，主要包括教師、導師、職員三者。過去大家在銘傳的身份乃是
「全職學生」
，角色十分單純，甚至可說是大學這個組織的「服務」對象。如今
到了實習學校，身分一下子轉換成教師和職員，有些同學會不太適應。不過無論
如何大家都必須清楚體認，如今已經身為實習學校組織成員之一。而整個學校組
織的存在目的，即是教育每日所見的這群中學生。
自己的角色從「大學生」轉變為「中學教師」，一開始也許有些困難。不過
現在實習期已經過去一半，再不適應也說不過去了。寄望大家都能夠充分融入自
己所服務學校的組織文化中，學習如何做好稱職的教師和職員。對於在實習學校
裏的待人處事之道，我的經驗傳承是─為而不有。意思就是多付出、不居功。因
為你在學校一年只是過客，沒什麼好斤斤計較的。努力付出的回饋可能是豐富而
珍貴的社會經驗，這些才是各位日後爭取成為正式教師的重要本錢。但願年輕朋
友都能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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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語錄

實習生活有了同甘共苦的好麻吉！實習！萬歲！
永平工商 日文科實習老師 黃琬真
可以讓實習的這一年，過的很空虛，也可以過得很充實，全都看心態
怎麼想！
新生醫校

資處科實習老師 黃有川

實習是給自己一個全方位的磨練機會，相信以認真的心去面對任何問
題，一定會有所領悟的。
育達高中 商業經營科實習老師 姚永芬

我的實習語錄----"老師好"這句話,不但是學生尊敬教師的表徵,也
是教師不斷充實自己的原動力!
桃園治平高中 日文科實習教師 林美雲
機會是留給準備好的人，是故深植自我的實力，方能掌握良機。
龍潭國中 英文科實習老師

楊振忠

「當你有辦法時，別人就拿你沒辦法 」
，想成功就要拼到底，每一關
都比人強。祝大家明年高分通過教師甄試，成為教職新鮮人。
南崁高中附設國中部 英語科實習教師 葉美雲
實習是一段歷練的過程，而在其中所得到的啟悟，都將轉化成在教育
工作上源源不絕的動力。
育達高中 國文科實習老師

郭玲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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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老師來信
老師：
請問如何訂定班規和實際執行的
方法?
實習老師敬上

設定班級目標，訂定班級公約
銘傳大學施明發教授
壹、班級目標
一、定義與功能
班級目標是指一定時期內班級所要達到的成果。
二、原則
（一）目標具有理想性但是也要有可及性---天邊的彩霞不如窗前的玫瑰
（二）班級目標要與學校教育目標相結合
（三）目標是師生雙方共同訂定
（四）目標的書面化----公約、班規、班訓、班旗、班歌、各週行事曆。
（五）避免事項
1、不能訂太多的目標
2、不能訂太高遠的目標
貳、班規：
一、意義及重要性
班規的制定是一種師生間的默契，使老師與學生之間有共同的行為依據。班
規的制定是在維持班級的讀書與生活環境。
學期初須制定班規，這是個帶學生重要的關鍵，老師的期望、要求須期初就
能傳達學生，學生才能配合。班規制定後要確實執行班規，使教師能夠有效
的掌握教學情境。而且教師亦須時常進修、研習以增進行為紀律的管理技巧。
二、事前思考的問題
（一）教師制定或學生制定？(學生一定要參與)
（二）重視原則或重視細節？(原則更重於細節)
（三）一次革命或長期抗戰？(效果落實靠執行)
（四）為學生定或為老師定？(雙方共同來遵守)
三、班規（班級常規）的訂定原則
（一）常規必須符合老師教學或學生學習需要

4
（二）常規的訂定需經由團體討論，師生共同協議來達成
（三）常規必須是明確、合理而可行的
（四）常規必須考慮學生的認知及道德發展層次
（五）常規必須盡量簡單明瞭，且每項條文只表明一項具體行為
（六）常規必須保持彈性
（七）常規的描述要盡量用正面語氣來說明，避免負面的描述
（八）常規必須書面明示，並應協助學生認清每條規則所代表的行為期望
（九）用語不可太古板，應摻雜一些趣味。
四、班規的使用期限：班級常規的訂定不一定要整學期都一成不變，也可採取活
動式的生活公約，也就是每週或每二週更新一次常規內容。舉例來說：剛開
學時，師生可以訂定「離開座位要將椅子靠攏」的規定，並配合增強措施來
使學生遵守，等到學生養成良好的習慣後，再訂定新的常規，逐步使學生達
到要求。
五、班規的類型
（一）具體條列式的班規：
1、正常型的班規：用語正規
2、詼諧性的班規：用語亦莊亦諧。
（二）原則規範性的班規：班規的內容不說明具體行為只點出大方向，例
如：「誠實」
、「有禮貌」
、「守秩序」等。看起來非常籠統，不明瞭其
涵義，但若老師清楚的說明，其實也能達到功效。
六、實例（教學實習同學余柔玄參觀教學紀錄）
一、上課不可遲到、早退。二、準時交作業。三、尊敬師長。四、上課認真。
五、友愛同學。六、認真打掃。七、守秩序。
教室有兩個標語：一、把握現在、創造未來。二、世上沒有完美的幸福。
壽山國中 109 教室生活公約：一、上課不可以遲到。二、做好自我本分。三、
不可忤逆師長。四、不缺交作業。五、尊師重道。
七、結語
（一）不同的班級所訂定的班規，有著很大的差異，這與老師的教學經驗
和人格特質、班級風氣，學生成長背景都有密切的關係。
（二）儘量避免以強制性的方式強迫學生做什麼行為，要由師生共同制
定，並以契約的方式訂定，以符合民主時代的方式等。
（三）學習是以學生為主體，老師只是站在引導和輔導的角色來幫助學生
制定班規，所以不應當有太多的介入
（四）能兼顧活潑與實用性，獲得同學的喜愛與認同，同時也願意樂意去
配合執行。
參考資料：台灣心理諮商網---班規的實例評論
<屬於我們的實習信箱>
將你的疑惑投入實習信箱
經由師長們專業的引導
你將得到莫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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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的理念
桃園縣育達高中國文科
趙憶珊老師

目前在多元教育體制下，各校各班各有特色，談經營不如說是對教育的熱忱
及期許。而有愛仍嫌不足，仍須有方法及技巧。否則棟樑易成朽木，仍是「師」
者最大的傷痛。
首先教育「愛」是必須的，因材施教恩威並施亦為必然，而「勤管慈教」也
是為人師表該學習的班級經營理念。以下的方式只是分享，方便各位進入教學領
域的參酌：
一、注意新生入校的個別差異—
不只是入校成績而是個人檔案的建立如下：
照
生
性
家
興
專
好
入校 科別 入學 電 重要
單親
片
辰
別
人
趣
長
友
動機 選項 成績 話 聯絡人 否
以上只就個人的經驗作分享，也可因各班情形不同再作細分，如應英班，該
調查各學生英文程度可否擁有他國語言及生活背景等，而資管科可否已具有
丙、乙檢定證照或其它競試成果；廣設科可否已有參賽成果甚至可在新生訓
練時作一班上特殊才藝的交流；普通科的同學，更可作分析表，如在興趣欄
上再細分理化組及史地組的取向，以便在他日分班作參考，而重要的電話連
絡更不可忽略。全班人手一份，一定要為重要連絡事項的指標。如此師生及
學生家長才可有更方便的溝通管道。
二、多與學生家長作溝通—
在新生家長座談會舉辦之前，最好能一一電話邀請，請學生家長勢必能抽空
參與，因為一次見面，則方便於他日的協商及溝通，而育達高中本導師制，
一般帶班本三年一輪，因此與學生及其家長之互動關係，一定要積極主動，
贏得雙方信任，尤其在連絡中一定要明確讓家長了解自己的帶班理念及希望
的配合，而善意的釋放真誠的對待，必得善意的回應。
三、站在客觀的意念上—
不必有先入為主的觀念，孩子進入教育殿堂本是學習應對進退處事之節，而
非訓練成知識的奴隸，故需因「材」施教，高一入學就要一對一懇切面談。
了解該生的學習心態及適應狀況，因為預防勝於治療，贏得真切的信任才是
帶班成功的先決條件。
四、賞罰要公平、公開、公正、透明—
可在班上進行全體諮商，甚至於給所謂犯錯孩子一個公開申訴的方式，讓孩
子們在公開，透明下看到自己的立場及處事方式與他人又有何異同，如此再
談及懲處可能更為貼切些。而為師的立場一定要公正，因手心，手背都是肉，
不可分功課好壞，該以「品德」作論述，更不可私下議論，以免同學間以訛
傳訛，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傷害。
五、教育的目的在成長，不在處分—
身為教師有更大的社會責任，就是不只是經師，更是人師，不必執著自身對
錯，因為教育本教學相長，目前單親化，個別化(每家只一個孩子)的情況多，
無法「想當年」，要在當下生根，所以適才適性頗重要，只要有事，帶班的
班導是第一位被告之的，那帶班就成功一半了。
六、經驗是累積的，可多就教於專家及資深教職者—
教師們自身的方式不一定是最可適用的，而且每代每個孩子個別差異大，因
此溝通技巧亦要多學習，這也是為人師表該多自紮根及成長的方式，不忘所
有的挫敗是進步的原動力。
以上大略分析，只是帶班 16 年的經驗分享，而教育本百年樹人的工作，是
需要代代有心人的承傳，希望小小的經驗，給予大大的祝福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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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示面面觀
橫山國中數學科
陳佳琪老師

在實習的這一年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教學演示了，完成教學演示就
好像實習完畢一樣輕鬆，可以全心全力的準備教師甄試，但是教學演示需要注意
那些細節呢?將其分述如下：
1. 事前準備：事前準備包含了邀請卡和試教資料的準備
(1)邀請卡請於一周前給各處室主任及全校該科教師，而邀請卡內容應包含
邀請對象、演示日期時間、演示地點、檢討會時間地點、邀請人，設計
一張精美的邀請卡，可讓學校老師知道你也有製作美工的能力。
(2)演示書面資料—包含教案、學習單、教學評鑑表、記事欄，而教案一定
要有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等完整的教學歷程，並依教材內容，
作適當地時間分配。其中教案及學習單一定要於試教前一週寫好並交給
輔導老師看過，確定是否需要修改的部分統一作一修改後才使用；而教
學評鑑表在實習教師手冊中即有，可直接複製一份附在資料後面，將資
料準備齊全之後，影印數本於試教當天發給當天來看試教的老師。
2. 服裝儀容：試教當天服裝儀容應得體，如果可以女生請上淡妝，並穿著較為
正式的服裝，男生則以襯衫為佳，以示尊重。
3. 課程章節選取：請依照課程內容選取一較好發揮的章節來作為教學演示的課
程，並不一定要是該學期教學計劃進度中的課程，章節選取好後請與輔導老
師商量過後再實行，並請尊重輔導老師的意見；確定教材之後，在試教當天
教材的熟悉度決定教學是否能流暢，因此演示前應充分、周延地了解課程教
材。
4. 教具準備：利用你的專長，設計一個符合個人專長、特色的教學活動，讓所
有老師可以明顯的辨別你教學活動的特色及長處，而教具應包含海報、板書，
如有依該章節所需之自製模型更佳，另外如果以教學媒體演示者也不可忘記
要設計海報和板書，以顯現你製作海報和書寫板書的能力。
5. 教室佈置：可依課程內容作一教室的佈置或是作品的展示對於演示有加分效
果。
6. 教學過程：在教學活動當中請設計一段時間給學生作學習單的練習，以展現
你個別指導學生的能力。在教學情境當中要注意眼神需要顧及全班的學生不
只有部分較聰明的學生，眼神要時時環顧教室四周，而口語以鼓勵的語氣鼓
勵學生給學生信心，適時的給予學生正增強，另外試教時要適時的移動位置，
走到學生中間與學生互動，增加親和力。
7. 班級的選取：班級的選擇也是相當重要的，最好是常接觸的班級，而且是常
上這一班的課的班級，並且詢問其他學校老師該班上課的狀況，以預先了解
可能發生的狀況；與學生互動是一件重要的事，除非教學活動特殊的規定，
否則應於教學前與學生培養默契，並且告知學生演示時的流程，並且告知學
生需要配合的地方，請學生配合，教學活動是師生的互動，不是老師的獨角
戲碼，所以如何適當設計演示師生的對答(話)，學生表現也非常重要。
8. 教學演示檢討會：教學演示檢討會也是相當重要的，檢討會的時間可於試教
完畢後立即招開，也可另擬時間招開，但以立即召開的效果最佳，而檢討會
的成員為參與此次教學演示的老師們一同參與，請參與的老師給你意見，讓
你日後的教學更為進步，所以務必於試教完後舉行檢討會。
以上是我個人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分享，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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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試心得分享
台中市崇倫國中數學科
李馥妤老師

接到銘傳校友打電話來邀稿，心裡滿滿是喜悅與感恩，想起從前種子學苑伴
我成長，由衷感謝前人的智慧與分享，現在有機會讓我與各位分享經驗，理當義
不容辭；想起去年實習的時候，對於教師甄選實在是丈二金剛摸不著頭緒，希望
我的經驗分享能帶給大家一點幫助。
․累積實力奠定基礎
剛開始到實習學校實習的時候，心裡著實不安，實習老師裡面高手雲集，當
時我抱著學習的心態，逢人就問甄試的情況，因為我對於教師甄選還是一頭霧
水，也就是前半年都還在摸索中，一度陷入是否該不該寫教案會不會做白工的謎
團裡。這段時間裡，我除了自己上七堂課，在課餘時間我會與我的指導老師討論
學生問題和教學上的問題，我自己上的是國一數學，其他空堂我又旁聽另一位老
師教國二數學，有空還會接著旁聽國三數學，我會在下面做筆記以擷取前人智慧
迅速累積經驗並作為我教學的啟發，這樣一來我不但可以熟悉教材，又能以人為
鏡矯正自己的缺失。
․筆試
去年十二月的時候我才開始研讀教育科目，在此建議各位要先了解各區考
試，有些地區除考教育科目還會加考國語文甚至專門科目，題型視各地區域而不
同，越早準備自然是越好，聯合甄試筆試拿高分通常佔有相當的優勢，熟悉教育
科目另一種好處就是會對自己越來越有自信，不至於在考前兵慌馬亂，我唸了張
春興的教育心理學後開始狂作瑩雪出版的考古題，以便於掌握考試趨勢，另外再
配合志光出版的教育綜合科目，最後衝刺的時候選讀一些比較新的理論和法規條
文，在此推薦瑩雪的教師口試暨試教，有助於寫申論題和口試。
․試教
針對試教我建議各位可以請教學校裡的老師，可以多問問他們的意見，因為
學校有教評會他們會更了解甄試的試務，當時試教的時候我掌握了幾個要點，提
供大家作為參考：
1. 教具不可少：數學的話最好是操作型教具，海報是用來引起動機或
者是減少寫黑板的時間，以便授課內容更充實；另外教具最好是可
摺疊或者是可拆式，或者一個教具可以用好幾個單元，字卡是教師
甄試最常用的法寶適合各領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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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起動機：我認為試教破題須破的漂亮，切入要點，因為大致上試教者的
內容大同小異，若能在一開始就吸引評審的注意，至少分數不會太難看，
這裡就不多贅述。
3.班級經營：在試教時可以作班級經營，只要幾句話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
有些評審會很喜歡這套。
4.師生互動：教學上必須有問題設計引起師生互動，數學的話教學流程通常
是：(1)引起動機(破題) (2)範例

(3)練習題

(4)結論

5 教材連結：講述課程的時候，除了講解現在的課程，可以帶入以前學過的
舊經驗(以學過的教材)，或延伸新教材，讓評審老師覺得你不只熟這個單
元的教材，同時也能懂其他部分的教材，表示你已融會貫通。
6.抑揚頓挫：試教除了音量適中外，千萬記的聲音要有高低起伏抑揚頓挫，
可藉由錄音或者對著鏡子矯正儀態。
7.時間掌控：有些人在試教時候時間到了仍未做結尾，乃是犯了兵家大忌。
8.黑板的版面：記得寫上試教範圍，務求整齊有條理，使用完後記得擦黑板
恢復原狀。
9.態度從容：無論內心有多緊張，但在動作上都必須不疾不徐，態度必須從
容不迫充滿自信，讓評審感到你的教學熱忱和專業能力，不要害怕看評審
的眼神。
10. B4 透明盒：裡頭可以裝試教的物品，舉凡磁鐵、剪刀、教具、等等……
節省準備時間和試教完收拾的時間。
․教學檔案：我在平日時已有累積一些自己寫的教案和實習反省心得，也會自己
動手寫學習單，在製作教學檔案的過程我比其他同學晚的許多，口試的時候我記
得每個評審都拼命的在翻我的教學檔案，因為我有花功夫在教學檔案封面上，教
學檔案據說有人會看有人不會看，但是教學檔案是一定不能少的，因為大家有的
你一定不能少，教具也是。
․後語：記得隨身攜帶相機留下記錄，最好多參加活動和比賽，若能拿下獎項是
自己能力最好證明，平時備課可以做成小抄或有系統的講綱，可當作往後試教的
藍本。出刊在即匆匆完稿能想到也只有這些，希望我的分享能帶給大家一點幫
助，也請不吝珠玉多多指教。最後，我要感謝銘傳大學教育學程，因為學程的栽
培讓我很幸運的在今年應屆當上教師，希望今年的實習老師們也能跟我一樣順利
考取，祝福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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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和教師甄試甘苦談
桃園國中英文科
翁銘聰老師
要當上一個正式老師的確是需要耐心和毅力的，實習的那一年，我有著很
深的感觸，從行政實習、導師實習、教學實習(教學演示)到最終的教師甄試，的
確是關關難過，若是沒有堅定的意志，很可能就會中途放棄的。但是，我對你們
有信心，只要調適好自己的心態，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實習必定是豐收的一年。
一、行政實習
(一)認識環境
每個新環境，都得花上好一段時間去摸索和適應，初來乍到，一切都很陌生，
你愈快融入這個大環境，對自己就愈有利，最重要的是，別不把實習學校當
做一回事，如果，你的心態不積極，旁人是一看就明白的，所以給人的第一
印象非常重要，切記切記!
(二)了解校內資源
行政實習的過程中，不管是在那一處室，多去接觸你可用的資源，比方說：
實物投影機、數位攝影機、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甚至是語言教室，這
些東西將會是你教學演示時的好幫手，畢竟資訊融入教學是現今的主流。
(三)行政流程的熟悉
行政實習的主要用意，不就是讓實習老師提早適應整個學校行政的運作，希
望大家把它當作一種學習，而不是一種負擔，更不是避之唯恐不及的洪水猛
獸，也許繁瑣、也許複雜，但是學到後就是你的，誰也搶不走，你說是不是
呢?
(四)活動的協辦
各項競賽的協辦絕對是項難得的經驗，在教務處的那 3 個月，我參與好多活
動，校內語文競賽的每項比賽，我通通都湊上一腳，即使不是英語相關的比
賽，你還是可以看到我穿梭其中，樂此不疲呢?我獻出了好多的第一次，其
中英文演講比賽的評審更是讓我印象深刻。至於在訓導處的三個月，所參與
的活動就更多元了，運動會的裁判，虎山路跑賽的糾察員，甚至反毒活動的
義工…多得不勝枚舉，也許你會問我：
「難道你不嫌累嗎」？我會反問你：
「難
道實習不就該像這樣多采多姿嗎」？
二、導師實習
(一)跟隨指導老師的步調，得到真傳
導師實習是實習的另一個重頭戲，務必記住一點，一切都要以指導老師的原
則為出發點，千萬別喧賓奪主，他們最怕的就是，他們作一套，你作一套，
那麼整個班級就不容易掌控了，所以，好好跟著指導老師的腳步，你自然會
學到他的真傳。
(二)班級經營
說句老實話，班級經營真得一點都不簡單，其中的精髓是需要反覆學習和琢
磨的，我的指導老師對班級經營堪稱一絕，處罰的拿捏，適時的安撫和鼓勵，
看得我是佩服不已，我想每位老師都有他自己的一套，如何牢記在心，那就
要看自己用功的程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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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獨當一面的機會
一整年的實習，一定會有機會獨當一面，千萬要把握機會試一試自己的功力
到哪裡，不過，你通常都會發現，
「怎麼會差那麼多，跟想像有好一段差距」
，
所以，這就是好好磨練自己的機會，如何把所學運用到現實生活中，是一門
大學問。
三、教學實習
(一)跟課
多聽老師上課，不僅可以提早認識新教材，又可學到老師獨到的教學方式，
是個挖寶的好機會，趁機多學幾招，到時教學演示的時候就可以拿出來秀一
下，你開心，指導老師也會很有面子的。
(二)資料的收集(教案、教具和學習單)
平日就做好這項工作，以免到了甄試前，慌了手腳，拼命做，卻忽略掉該拿
來 K 書的時間。實習老師間的合作和分享，更可以少掉你獨立作業的時間。
(三)把握上台的機會
只要指導老師願意給你機會，我建議你多多爭取，因為這些都是經驗的累
積，每上台一次，你就增加 50 的經驗值，等你練到某種等級後，站上講台
上課就不在是件恐怖的事了。
(四)運用所學和所見做好教學演示(重要的戰役)
教學演示是每個實習老師心中的夢靨，在那之前所最的一切準備，都不會嫌
多的，平日旁聽時所做的筆記，上台上課所收集的資料，和自己的心得省思。
都是幫助你演出成功的重要利器，當然別忘了一切都要以「穩」為前提，適
度地利用多媒體會有加分的效果，自己可以衡量一下，在演示之前，務必做
好充分的練習和準備，因為它的確是重要的戰役。
四、實習檔案的製作
(一)教案、學習單、活動照片、研習資料、研習條…
實習的過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成長歷程的記錄，不管是行政實習或是導師實
習，儘可能地留下痕跡，所謂的痕跡就是把自己的豐功偉業訴諸於照片上，
留下參與的記錄，這些都將會是實習檔案重的重要資料。另外，資料的收集
舉凡你所設計的教材、教具，你所撰寫的教案和學習單，甚至教學演示時的
照片和心得感想都是值得珍藏的，有了這些資料，就不用擔心你的實習檔案
太空虛了，鐵定多到你放不完，這一切都要看你的用心程度。
五、一路闖進教甄的門檻 - 筆試
(一)有計畫的唸書
實習的後半段，該把重心轉到教師甄試上，若通過這項地獄般的考驗，你就
可以正式當上老師了，教師甄試分為三部份：筆試、試教和口試，第一關的
筆試若闖不過去，後面的兩關就談不上了。所以，拼死拼活也又擠進筆試的
門檻，才能和別人在試教上一較高下。以桃園縣為例，筆試共考兩項：教育
科目和國語文，其中教育科目就是我們在教程所修的科目，如：教育心理學、
教學原理…等，涵蓋的範圍挺廣泛的，所以，一定要有計畫的唸才會有效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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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嚴密的讀書會(分工合作)
唸到了後半段，總會覺得有氣無力，鬥志全無，這時讀書會的功能就發揮效
果了，一起合作整理各科的重點和收集時事資料，如此一來，就不會有孤軍
奮戰的感覺，大家彼此加油打氣，相約一起闖進第二關。
(三)基本功的再複習
教育心理學-張春興、教育概論、教育社會學、教學原理…等幾本算是筆試
的入門書，也就是基礎，讀個兩三次都不嫌多。
(四)市面的攻略本(志光、瑩雪)增強實力
基礎若已經打好了，可以開始選擇市面上的所出的教科書，來替自己做資料
的統整和彙編，有了這些得利的助手，想必會讓你的功力三級跳，開始萌生
「我可以進第二關」的念頭，這時最要緊的就是猛力地做題目，讓自己習慣
多樣化的題型，那就什麼都難不倒你了。
(五)國文的準備方式
博大精深的國文，該從那裡下手，完全沒有範圍，我的建議是，你可以買一
本高中國文總複習，從頭看一次，就像是準備大學聯考一樣，尤其是作者、
題解、課文請多花些心思，你不妨拿出教甄往年的考古題來瞧一瞧，會比較
有方向。 至於字音和改錯也是投資報酬率低的東西，儘早準備比較實在。
六、笑傲試教
經過漫長的等待，筆試成績公佈，期望大家都可以榜上有名。
(一)範圍的了解(版本)：試教名單公佈的同時，你也會得知試教的範圍，關鍵的
36-48 小時，決定你試教時的表現，好好把握寶貴的時間做充分的準備。
(二)教具的製作(非常好色)：以英文為例，字卡、海報、句型條、教案、學習單
的製作都是重點，非常好色是個不錯的幫手，它可協助你輸出全開的海報，
但前提是你有充足的彩色墨水和印表紙，利用 A4 的格式一張一張輸出，再
把它們貼在全開的海報上，一張漂亮的海報就完成了，既漂亮又好用！至於
字卡的製作可利用實習學校的護貝機，增加美觀性；教案的設計是給評審們
看的，讓他們看到你的用心，或有加分效果。
(三)臨場的表現：上場前再次檢查自己的服裝儀容，力求整齊端莊，男生穿上襯
衫搭配西裝褲，女生可著套裝或是襯衫搭配裙子，在加上有跟的鞋子，會讓
你看起來更有精神，頭髮務必梳理整齊，不要讓長短不齊的瀏海壞了你的整
體感覺。上課的教具都已經準備妥當，儀容也沒問題後，就準備上場了，先
深呼吸，然後步入教室，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現出來，畢竟都已經走到這一關
了，錯誤當然不容許發生，而這一切都取決於你事前的準備，愈充分就愈能
發揮原有的實力，讓評審們印象深刻。試教的過程中，一定要有頭有尾，引
起動機、主軸的呈現、活動進行到總結，每一個環節缺一不可，而這些小細
節都可利用教學實習時好好揣摩和學習。
我想以上就是我小小的心得和建議，希望對大家或有些許的幫助，最後
祝您們實習順利，加油！！
~ 迎 接 勝 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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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競賽
內壢國中數學科
實習老師 吳慧珍
在得知要寫這份心得的同時，心中一點頭緒都沒有。因為實習至今，每天都
過著大同小異的生活，該說忙碌嗎？可是我覺得跟我的師父(導師輔導老師)比起
來，我做的事情算是微不足道。就在冥想的同時，負責連絡收集、編寫心得的郭
玲蘭同學來了一通電話，我向她提出我的疑問，因為實習生活細數不盡，真的要
寫出一個小篇幅心得，恐怕只是連邊都沾不上。郭同學給了我一個很好的意見，
她建議我從實習生活中找出一個主題，可能是校園活動、行政、社團、運動會…
等皆可，針對某一主題做發揮，這樣就不會覺得內容太過草率、敷衍。向郭同學
道謝過後，我細想了一下最近學校的一些重要活動，於是我決定將重點放在班際
運動項目──拔河比賽。
因為學校有多項重要工程正在進行當中，所以學校的運動會被迫取消，雖然
如此，很多運動會項目仍如火如荼的進行著。其中最令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班際拔
河比賽，比賽之前，各班的同學們都戰戰兢兢地練體能、練默契、練隊呼、口號。
越接近比賽的日子，越常聽見學生練習喊口號的聲音---“預備，煞、煞、12 煞＂、
“重心壓低、往後傾＂、“壓住繩子，不要浮起來＂，聽到這些吶喊的聲音，心
情不由得興奮起來。終於比賽的日子來臨了，參賽學生們個個摩拳擦掌，由於我
實習的班級去年得第四名，所以今年被排定為種子隊，因此第二天才會遭遇第一
場賽事。在比賽的前一刻，我發覺我竟然比學生還要緊張，我不斷地要學生不要
緊張、放鬆肌肉、舒緩情緒、準備就緒，其實我是藉著不斷的提醒學生來舒緩我
不安的情緒，這點連我的師父都看出來了。終於，槍聲響起“煞煞、12 煞、12
煞、12 煞……＂學生們狂吼的聲音不斷，而我也隨著同學們拔河的口號用力的
撕喊著，第一回合雙方僵持不下，真的好希望可以祝他們一臂之力，時過一分鐘、
因為繩子比較偏我方，所以判定我方一勝；接著第二回合也是相同的情況，只能
用“險勝＂對方來形容。看著學生累的癱在地上，心中有種說不出的憐惜，摸摸
學生的頭，要他們去喝喝水、休息一下，隔日再衝刺。第二天情況更慘，竟然連
輸兩場，只能跟無緣的冠軍說拜拜！
就在此時此刻，我該發揮老師應有的功能了，拍拍學生的肩膀、拉拉學生的
衣角、摸摸學生的頭，鼓勵性的告訴他們“已經盡力了、不要想太多、去好好休
息一下…＂之類的安慰話語、甚至還擁抱了班上幾個比較感性的女生。我知道其
實班上同學很在乎這次的比賽，幾乎每個人都在日記上寫“這次輸了，三年級的
拔河比賽一定要得名，老師：到時候你一定要再幫我們加油喲！＂看著同學們略
為撒嬌的話語，心中只是覺得暖暖的。經過比賽這幾天，對於教師這個角色，我
有了新的感覺---當老師，不只是要將學問傳授給學生、管理學生常規、苦口婆
心嘮嘮叨叨之外，更要學會分享、了解學生的情緒，在參與班級活動的同時，這
些難得的經驗也正一點一滴的累積起來，願往後的日子，我仍能清晰記得這些深
刻的感覺，願你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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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樂的教學演示
桃園縣龍潭國中
實習老師 楊振忠

回到母校實習，轉眼間就開學了！在第一次的教研會上獲知自己將擔負本學
期教學觀摩一務，心中緊張萬分。正盤算著等學生和自己都進入狀況後在找個不
早也不晚的時間來進行這件事吧！然而，在全然未上過七年級的新教材的狀況
下，一紙公文的來到，頓時讓我教學觀摩的時間底定於 10 月 20 日。準備流程：
一、諮詢教學指導教師意見，同時，善用週遭人力資源，詢問領域內其他老師的
建議（因地利之便，我詢問的是座位旁代課老師的建議及其經驗談；同時，
在參閱其教學檔案後，獲益良多）。
二、由於演示無須限定課程教材或是配合進度，於是乎針對自己擅長的部分來進
行演示是最好的；再者，亦可考量學生已經學過的部分來發揮。
三、Well-prepared 你才不會緊張，熟練教材，善用教具，注意學生的回饋，用
最自然的方式讓他們進入到學習狀況，保持著“讓學生真正的學習到東西＂
才是教師應該努力的方向去進行教學。
我演示的缺點同時也是建議；分述如下：
一、未能善用環境：在會議室ㄇ字型的座位排列下進行課程，這樣的座位排列下，
很適合做小組討論但是未能善用之。相對的，會議室的空間座位安排也讓學
生容易講話，但在此時教師班級經營的能力就可以立即展現出來，然而在考
量到上課流程的順利及學生的違規行為未嚴重影響到整個班級的學習情形
下，我並未立即制止之，到後來坐在後面座位的同學就分心了，此時，要把
他們再帶回學習的狀況就很難了。關於此點，我仍需努力，學生的違規行為
處理上，該如何讓他們心服口服？並學習著遵守團隊生活的規矩，甚或是學
習著自我管理，而不是做個樣子敷衍了事而已。
二、善用教室空間，不應劃地自限：自己並未能建立讓學生與教師合適互動空間，
我幾乎一直站在ㄇ形座位的橫桌及黑板前，距離學生太遠，聲音無法清晰傳
達到後座的學生，後座的學生易喪失注意力。所以，多巡視行間，一方面可
以讓學生的注意力集中，一方面還可以檢視學生個別的學習困難，適時地給
予協助。同時 ，配合學生的學習情形，調整教學的進度。
三、板書的撰寫：學生的程度不一，為兼顧到每一個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板書是
必須的，藉此讓程度較不好的同學能透過書寫來加深學習印象，因為他們不
一定聽的懂你在說什麼，這是身為教師要考量到的。板書一定要寫好，而它
並沒有任何捷徑，多寫就愈能抓到書寫板書的技巧。
四、課程活動的銜接過程：緊湊的教學步驟能讓學生專注在學習上延伸所學，結
合學生的過去經驗可以讓學生更能進入教學情境。課程的銜接可以螺旋式的
思考來著眼，試想將本課要教的重點置於中心，向外加廣，向內加深。
教師建議：將來試教你所能掌握的只有 10~15 分鐘，所以，如何運用這短短的時
間讓評審看到你最好的一面，是十分重要的；人家要看的是教學技巧的運用，學
習情境的營造及班級經營的能力。同時，現今電腦技術發達，若能將其巧妙地運
用在教學上勢必為自己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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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習感想
桃園縣永平工商日文科
實習老師 黃琬真

來到永平實習已經快 5 個月了，這段不算長也不算短的日子，卻是我人生生
涯中的另一個里程。同樣是學校的環境，但是心態已經完全不同。這裡不再是我
讀書、研究、可以與同學打鬧的學校，而是以一個另一個身分─實習老師─來學
習化理論為實際的環境。
在教育學程裡學習的各種教育理論、在研究所裡所演練的各種教學法以及我
的教育理念，終於有實踐的地方，心理只能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來形容。從
小到大的願望「當老師」，在這一刻終於要實現了！
在日文學習方面，以二年級為例，學生們的學習意願不高，所以即使到了二
年級，全班還有一半以上的學生連「五十音」都背不起來，這樣的狀況讓我非常
驚訝。於是我學期初所排的教學進度完全無法進行，當我意識到這個問題時，便
與輔導老師商量該如何應變。由於不想讓學生們就此放棄日文，我決定從頭複
習。於是我調整了教學進度，基於不趕課的原則，讓學生們從新認識日文。
在研究所期間，我和同學們製作了一套「五十音圖畫聯想法」教材，可以透
過圖畫聯想幫助記憶日文假名，於是我便大膽地使用了這一套教材，所幸學生們
覺得很有趣，雖然不是全部，但大部分學生都覺得比之前死背的方式容易記憶。
再者，由於已經是二年級，我也灌輸他們不能永遠停在「あ、い、う、え、お」
的階段，所以我慢慢教些簡單的生活會話，搭配有趣的教科書，加上自己製作的
教材，還要常常鼓勵他們，日文其實很簡單。最後我每上一堂課只要求學生們達
到一個目標，就是只要能夠開口說一句日文，或者回答一個問題，哪怕是說錯了，
只要肯開口說，我都給予很大的鼓勵與回饋。
經過這幾個月的調整與適應，我慢慢找到教學及與學生相處的技巧，除了
要謝謝輔導老師的指導之外，更要謝謝我那群可愛又可恨的學生，是他們讓我學
習到要用更多的包容與耐心對待學生，也讓我學習不能用自己的標準去衡量學
生，那只會讓雙方都覺得痛苦。因此我不再以自己的標準為標準，而是以學生的
程度及需求為主，只希望他們能夠從沒興趣到有興趣進而喜歡日文，只要早上能
夠聽到一句「せんせい、おはよう！」我都覺得很欣慰！我想，所有的教育理論
與教學法的基礎還是一句話─耐心與包容。
感謝
~種籽學苑中的每一位園丁~
每一篇文章，都是一畝田
每一顆種籽，都是愛
每一滴汗珠，都是無私的奉獻
每一鋤耕耘，都是永恆的傳承
每一個掌聲，都是對你的感謝
~玲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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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資訊

一月份研習活動
研習活動名稱 研習時間
電腦科技與教
學
九年一貫課程
自然與生活科
技領域教師研
習
工博館資源利
用教師研習系
列活動
台語文學營

92/12/6
至
93/1/31

承辦單位

詳情
中山醫學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
台中市私
址
立中山醫
http://www.csmu.edu.tw/teaeducat
學大學
e/public_html/

93/01/07 國 立 科 學
http://nstm.gov.tw/act/edul08-3-3.
至
工藝博物
htm#top
93/01/07 館
93/01/16
至
93/01/16
93/1/29
至
93/2/2

國立科學
http://nstm.gov.tw/act/edul08-3-3.
工藝博物
htm#top
館
榮後文化
http://www.king-an.com.tw/
基金會
教師進修機會

國中教師九年
一貫研習班

1/10~1/11
1/17~1/18
2/21~2/22
2/28~2/29
3/13~3/14
3/20~3/21

國 立 台 灣 師 範 http://140.122.109.59/dm/
大學進修推廣 九 年 一 貫 招 生 簡 章
部
9211.doc

教師甄試網站
全國教師會選聘服務網 http：//www.nta.tp.edu.tw/exam/
教育 部 全國 教 師 選介 聘
http：//www.edu.tw/primary/bbs/a.htm
資訊網路系統
市立師院選聘服務中心 http：//www.tmtc.edu.tw/~intern/vacancy.html
教育 部 中部 辦 公 室教 師
http：//www.203.68.64.6/122/12.htm
甄選網頁
各縣市教育局網站彙整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edu10.htm##1
別忘了!
將希望的種籽植入你的心田
把愛傳給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