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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惠瑩 

前進 

內心平靜 

  才能 前進 
  這篇分享給跟我一樣，人生目標以「老師為志

業」的你，除了分享教甄準備方向以外，更希望讓你

在顛簸路上有一顆寧靜的心。我是在今年應屆考上新

竹縣專任輔導教師，但我並非是一位很會讀書跟考試

的人，我的背景資料可以在網路搜尋我的名字，有些

新聞有報導，這裡就不浪費篇幅分享囉！希望我的經

歷能讓你更有信心迎向這條險峻的教甄之路，以下我

分為幾點與正邁向老師之路的你聊聊。 

成功大學教育所 

新竹縣湖口高中 

專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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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風雨無懼－教甄之路 

Huiying.mao@gmail.com 



教甄之路之－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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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字很老掉牙，卻重要到像空氣一樣

無法沒有它。準備教甄的過程，我個人覺得有

分為幾個階段「讀書階段的痛苦到讀出人生哲

理」，我是邊讀書邊工作的人，如果你也一樣

生活忙碌，那麼讀書的痛苦指數會提高些。 

一、莫忘初衷 

 

 

當我覺得想放棄準備教甄時，會問自己幾

個問題「為什麼想當老師？如果現在放棄了過

去的努力是不是白費了？我會後悔嗎？」而每

一次的自省都讓我更堅定「我想當一位不放棄

任何一位學生的輔導老師，如同我生命經驗所

遇到的老師」這就是初衷，這過程會培養柔軟

地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提升抗壓、增加自省

能力，然後改變原有的負面信念。這很重要，

不要忘記！ 

當一位不

放棄任何

一位學生

的老師。 



＞＞我們，風雨無懼－教甄之路 

二、教甄路上 

 我讀書通常都是全力以赴，包括大家認為較容易的教師檢

定。還好每次都很用力在準備考試，讓我考教甄時不手忙腳

亂。教育專業科目，無論在哪個縣市哪一科都是必考。 

 

「先把師培上課用書籍及講義認真地複習」這能重新喚起記

憶，打穩基礎；「實習時寫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的考古題」目

的是知道自己在那些概念比較模糊；「最後把常錯的題目及

理論概念用WORD編輯成自己的重點」用電腦編輯的好處

是，可以隨時補充修改，也能分享給身邊準備考試的朋友並

互相討論，最後我才寫教檢歷屆試題，所有考過的都寫並扎

實地檢討。 

把教檢當教甄準備 

創LINE群組的讀書會。每個人都寫、互相看給予建議，成員

看到什麼有趣議題就會丟上來討論並一起寫題目，真的會越

寫越好的！讀書會成員的申論分數都有進步，因此很建議大

家可以創3-5人的讀書會互相練習寫題目。阿摩上也會有摩

友解題，我也會上來看看大家寫的，並吸收思考，討論的過

程也能避免寫出來的東西很像公式，能在過程省思自我。  

線上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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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之路之－教甄路上 

培養寫題目的習慣 

「專輔」大多考選擇及申論題，選擇題在準備教檢時若已有扎實

的底，在申論題上就能花更多心思準備。我本身是社工師，其培

養十分重視批判及省思，因此在申論題上有幾個技巧可以跟大家

分享。 

 

１．架構邏輯要清楚：看到題目時先別急著下筆，我習慣抓五分

鐘先擬定我要寫的架構，並在心中快速決策哪些題目是我擅長

的，有把握的先下筆，擬訂架構能夠讓考生「減少冗詞贅字並快

速掌握重點」、先寫擅長的題目能在短時間內把握自己的優勢，

提升考試信心。 

 

２．用字遣詞使用專業用語：閱卷時間短，如果使用專業用語能

提升表面效度，讓批改者快速抓取重點，例如：個案不喜歡學

習，可以寫無學習動機；個案對自己有評價負面，可以寫低自我

價值感。如此一來簡潔有力，也能讓讀者知道你是有概念的。 

 

３．搭配實務經驗：申論題很重視自己特質，要能從答案中看見

你的「態度跟溫度」。例如我考新竹時有一題考Yalom團體心理治

療之療效因子，請你挑五個來說明。我的寫法是將自身團體領導

經驗以Adler學派的中輟生團體，如何產生療效因子的進行說明。

在與本次上榜的考生討論，搭配實務經驗有自己的態度跟溫度，

是很重要的。畢竟每場考試都是上百人，每人都經過千錘百鍊，

有自己的特色跟對於教職的執著才會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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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風雨無懼－教甄之路 

 面試與口試 

專輔的複試，通常會有口試及諮商演練。

口試會針對實務現場的例子來問你，範圍很

廣。訣竅是列點說明，過程中將自己的實務經

驗化成你的答案。諮商演練建議可以找有經驗

的朋友練習，別急著處理問題，針對抽到的題

目快速的個案概念化，並在諮商過程把個案當

真實的案例，將迎戰考試的思維先丟一邊，

「同理、真誠、關係建立」其實就能看出你有

沒有輔導特質，這也是我練習過程中學姐及朋

友的經驗傳承！在第二關複試我是所有考生中

最高分的，口試 90 分與諮商 87 分，因此了解

自己及有人陪練是很重要的喔！ 

“ 

「不要忘記自己被愛著，也要更愛自己」，教甄是

一條容易走向越來越不愛自己的路。身邊的親友會是我

們最大的支柱，也是每個傷心的安放處，教研所的學長

姊、師長、夥伴，都是我在準備過程的紓壓管道，會不

吝嗇地指導我、關心我的身心狀況，此刻你會更加篤定

自己被愛著，也要更愛自己。透過有經驗的師長及學長

姐的陪伴，也能避免自己在寫題目的過程，因為經驗上

的不足，或是操之過急，總覺得有見樹不見林的感覺，

進而迷失方向。在每一場考試結束後，我都會提醒自己

被愛著，別氣餒，要知足更要感恩。 

三、知足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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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之路之－知足感恩 

親愛的成大師培學弟妹們，謝謝你們閱讀完這篇文章。 

 

「生活中遇見的一切，無論好壞都有它出現的意義。」 

 

或許現在你尚無法理解，但時間終會將它淬煉成養分，使

你成長茁壯。未來的教甄路上必定有許多障礙，在痛苦難

過中，知足感恩、愛自己，才能保持內心的寧靜，繼續前

進！如果到時候你還記得我，我很願意陪你走一段路，可

以聯繫我與你共同努力。 

  青春， 

有我陪伴； 

成長， 

並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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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是一座橋樑，連結每一個對教育有熱忱的你我。」 

許多師培生對於教職一職依舊抱持許多疑問及擔憂，學會

會努力籌備工作坊、讀書會、議題討論會等活動，盼能使

大家對教學現場或教育議題更加熟悉，並在這趟教育的旅

程中少一點迷惘；也希望在學會所籌辦的活動中，師培生

們都能更熟悉彼此，找到志同道合的友人，在這條路上一

起努力、互相扶持。但願大家都能帶著自己的理念以及一

份自信成為種子教師，並在教育的職場上發光發熱。 

＞＞我們，並肩同行－學會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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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 

第五屆 

教育學程學會 

學會宗旨 

我們的力量很小，但還是希望能替每個迷惘的你，指引光芒的所在地。 



大小事之－風格迥異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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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迥異的，我們。 

 大小事之 

教育無他， 

惟願不成為礙與綁樣。 

教育是使人成為人

的工作，我們一起

並肩而行。  

專案負責 張淯翔 

感受自己的平凡， 

然後把自己放走， 

見證自己的勇敢。 

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九十分看臉。 

  

願在教育的路上， 

一生俯仰， 

皆有所望。 

所有的安排都是

最好的安排。 

每次用盡全力與世

界碰撞，都是最好

的模樣。  

專案負責 羅章成 專案負責 江建勳 

專案負責 呂健平 專案負責 曾立昂 

專案負責 林為禎 

副會長 江慧茹 會長 楊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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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肩同行－活動回顧 

October 
學程學會讀書會 

 －當衝突來臨

The  活動回顧 

memory 
10/21(一) 

  這次讀書會主題：當師生衝突來臨時，在小型討論

團體中，能安心的交換想法，又能透過夥伴挑出平時未

曾想過的細節。 

  議題討論中，有位男孩家庭功能無法予以關懷，而

在班上有脫序行為，單就行為表現是老師眼中嚴重麻煩

人物，實而了解孩子背景後才明白男孩需要的不過是一

個諒解的擁抱。 

  或許老師眼中的小事，其實是孩子們心中的全世

界，因有同理才能避免衝突，期許未來的我：在怒氣冉

冉升起時，能想起所有舉動的背後都有不為人知的故

事，而能相惜每位學生。 

心得分享－張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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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事之－未來學會活動 

11/30(六)  

總是不知道觀課究竟應該怎麼觀？觀什麼？ 

我們邀請到彰師大劉世雄教授來為大家解惑！ 

聽完老師的分享下次觀課就不再一臉疑惑啦！ 

12/21(六) 

早
上
場 

下
午
場 

面對，我們的時代。－PBL教學以

及如何準備教甄分享工作坊 

１０８新課綱將是個新時代。你是否也有點茫然不知如

何應對？我們邀請到台南一中劉禹齊老師來介紹面對新

時代的新工具之一：PBL教學法。老師也會分享他的現

場教學經驗以及給師培生一些建議哦！ 

108課綱，什麼是素養導向？課都有上，但你們都知道怎

麼設計課程了嗎？此次請到專業的設計團隊：愛思客。

將為我們帶來：如何成為一個好的課程設計師！ 

November 

December 
以觀後效。 

－觀課議課教學工作坊 

跨領域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工作坊 

未來活動 

Future 



Coming soon 
 籌備中 

觀課團 

12 

小小分享–《思考》 

  漢娜．鄂蘭《責任與判斷》中

「不思考是邪惡之源」。不思考使人

落入平庸。 

  教授知識十分容易，今日師培的

夥伴，已是各領域的佼佼者。然而，

「傳道受業解惑」只是基本，如何激

發學生的潛能，培育素養，是未來我

們所須努力方向。讓孩子們有「弒

父」的勇氣，挑戰對所學產生懷疑，

思考明辨，找出屬於自己的方法，才

能不淪為平庸。 

教育是一項浩大

的工程，需要你

我共同努力。 

成大第五屆教育學程學會 

     全體成員 敬上 

謝謝願意讀到這裡的每一個你，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歡迎透過粉

專或email與我們聯繫。 

分享者：曾立昂 

教案比賽 

儲備幹部招募 

教育相關 

工作坊 

師培生組成觀課團到高

中觀課並與議課現場老

師。 

預計將邀請南部其他學校

師培生共同參加比賽，歡

迎同學踴躍參加！ 

依然會籌備各式工作坊。 

希望能找到有熱忱的你／

妳來當明年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