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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有 50 題，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
1. 學記中提到「夏楚二物收其威」，所指的是
(A)入學儀式 (B)體罰方式(C)環境設計 (D)拜師儀式
2.那一位西方哲學家倡導產婆術教學
(A)蘇格拉底（Socrates） (B)柏拉圖（Plato）
(C)西塞祿（Cicero） (D)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3.「理想國」是何人所著？
（A）柏拉圖（B）亞里斯多德（C）西賽祿（D）昆體良
4.下列何者主張人心最初猶如白板（tabulbrasa），沒有先天觀的存在，一切知識皆來自感覺為
反省所得的經驗？
（A）彌耳（J.S. Mill）（B）笛卡兒（R. Descartes）
（C）斯賓諾沙（B. Spinoza）（D）洛克（J. Locke）
5.崇尚自然主義，並著有《愛彌兒》(Emile)一書的教育家是
（A）康德（Immanuel Kant） （B）盧梭（J.J. Rousseau）
（C）斐斯塔洛齊（Pestalozzi） （D）洛克（J. Locke）
6.在孔子高足學生的四科十子中，顏淵屬於下列何科？
（A）文學 （B）德行 （C）言語 （D）政事
7.下列哪一位中國思想家認為「人之異於禽獸在於人有惻隱、是非、羞惡與辭讓之心」？
（A）孔子 (B)孟子 (C)老子 (D)荀子
8.《論語‧為政》子曰：「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近似現代的哪一種教學法
(A)討論教學法 (B)啟發式教學法 (C)練習教學法 (D)協同教學法
9.民國初年將美感教育列為教育宗旨的是那一位學者
(A)張之洞 (B)胡適 (C)梁啟超 (D)蔡元培
10.測驗分數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是謂
(A)效度 (B)鑑別度 (C)量尺 (D)信度
11.一般認為，史上第一個智力測驗由下列何者編製？
（A）比奈（A. Binet）及西蒙（Th. Simon）（B）杜威（J. Dewey）及克伯屈（W. H. Kilpatrick）
（C）邊沁（J. Bentham）及彌耳（J.S. Mill） （D）華生（Watson）及桑代克（Thorndike）
12.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指出影響組織工作績效的因素是什麼？
(A)經濟因素 (B)心理因素 (C)生理因素 (D)物理因素
13.UNESCO 是指下述哪一項組織名稱？
(A)世界教育聯合組織 (B)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C)國際教育文化合作組織 (D)歐盟教育經濟文化組織
14.號稱心理學的第三勢力者為
(A)人本心理學 (B)行為心理學 (C)認知心理學 (D)精神心理學
15.教育研究法中，比較能用來了解因果關係的是
(A)敘述研究 (B)實驗研究 (C)個案研究法 (D)行動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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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列那一個國家的教育行政體制屬於中央集權制？
(A)美國 (B)英國 (C)德國 (D)法國
17.「孟母三遷」的故事可用來說明教育方面的那一種效果?
(A)言教法 (B)身教法 (C)啟發法 (D)境教法
18.一所中學同時設有國中部和高中部，稱為
(A)一貫中學(B)全人中學 (C)完全中學 (D)綜合中學
19.我國實施九年義務國民教育始於民國那一年？
(A)三十八年 (B)四十三年 (C)五十七年 (D)六十年
20.民國 88 年 6 月我國公佈實施教育的基本法律而有教育憲法之稱
(A)國民教育法 (B)教育大法 (C)教育法 (D)教育基本法
21.學校制度中發展最早的是
(A)幼稚園 (B)小學 (C)中學(D)大學
22.依憲法規定，我國教育行政的權限劃分所採行的方式是屬於
(A)中央集權 (B)地方分權 (C)均權 (D)無明確規定
23.中華民國憲法中第幾條規定了教育文化的目的是一切教育政策與教育活動發展的依據?
(A)一百五十八條 (B)一百六十條 (C)一百六十二條 (D)一百六十四條
24.我國民國十一年決議採行的學制是模仿那一個國家?
(A)日本 (B)英國 (C)美國 (D)法國
25.依據「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之宗旨，在於
（A）發展青年身心 （B）研究高深學術 （C）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 （D）五育均衡發展
26.我國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將從哪個學年度開始實施?
(A)101
(B) 102 (C) 103 (D) 104
27.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教育人員可以請領月退俸的門檻，年齡加上年資為多少?
(A)70
(B)75
(C)85
(D)90
28.下列哪個縣市在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招生區中，為單一縣市招生區?
(A)苗栗縣 (B)台中市 (C)新北市 (D) 屏東縣
29.我國初實施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時，特色招生人數上限佔該招生區人數的百分比為多少?
(A) 20%
(B) 25%
(C) 30%
(D) 35%
30.因應 102 年教育部的組織再造，師資培育業務與下列何項業務合併於同一司處辦公?
(A)藝術教育 (B)特殊教育
(C)科學教育
(D)國民教育
31.下列哪一縣市主管教育業務的教育局處為縣市直屬單位而不是機關?
(A)彰化縣
(B)桃園縣
(C)台中市
(D)台南市
32.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門檻為下列何項組織中，超過一半人數同意即可
辦理?
(A)課發會
(B)校務會議
(C)行政會議
(D)教務會議
33.近期通過教師應接受評鑑的法律是?
(A)教師法草案
(B)教育基本法草案
(C)高級中學法草案
(D)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法草案
34.阿搏經鑑定後為中度智能障礙的孩子，其智商可能是下列何者?
(A) 30 (B) 45 (C) 60
(D)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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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各縣市 12 年國教入學同分比序的項目中，國中教育會考等級的比重上限為?
(A)30% (B)35%
(C)40%
(D)45%
36.目前一般國立高中職的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所轄的哪個單位?
(A)中等教育司
(B)國民教育司
(C)中部辦公室
(D)國家教育研究院
37.下列何者為教育部認證優質高中職的必要條件?
(A)學校評鑑總成績 2 等以上 (B)獲得優質化高中經費補助
(C)合格專任教師比率達 100% (D)全校專任教師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38.下列大學中，何者並非被整併過的國立大學?
(A)國立東華大學
(B)國立台南大學
(C)國立嘉義大學
(D)國立台中科技大學
39.就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的現狀，下列何者不屬於師資培育科系?
(A)美術學系
(B) 物理學系 (C) 會計學系 (D) 地理學系
40.根據教育部對於師資生人數的規劃，全國每年培育的師資生人數，將以教師甄試錄取人數的幾
倍為標準
(A) 1.5 倍 (B)2.0 倍
(C)2.5 倍
(D)3.0 倍
41.下列大學中，何者非目前教育部獎勵卓越教學計劃補助的大學?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B)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C)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D)佛光大學
42.下列何者非彰化縣境內的大學?
(A)大葉大學 (B)明道大學
(C)中州科技大學 (D)南開科技大學
43.下列科目中，何者非教育部部頒教育學程之教育基礎課程?
(A) 班級經營 (B)教育概論
(C)教育心理學
(D)教育社會學
44.根據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理論，中學生應進入哪個階段?
(A)感覺動作期
(B)形式運思期
(C)具體運思期
(D)前運思期
45.近兩次(2006 年及2009 年)我國學生在「國際學生評量方案」（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表現上，哪一科兩次表現都最差？
（A）閱讀（B）科學（C）數學（D）地理
46.去年(100學年度)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新增實施哪一項重大議題？
(A) 性別平等教育 (B) 生命教育 (C) 人權教育 (D) 海洋教育
47.根據教育部向各方諮詢，定義校園霸凌之要件不包含何者：
(A) 學生間的暴力鬥毆行為 (B) 雙方勢力（地位）不對等
(C) 造成生理或心理的傷害 (D) 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48.現代教師與青少年學生互動需多多了解青少年次文化方能進行有效的班級經營。請問下列青少
年使用手機線上聊天，用數字表達想法的「數字-意義」的配對何者有誤？
(A) 77543 是『猜猜我是誰』 (B) 5630 是『我在想你』
(C) 55646 是『我無聊死了』 (D) 1414 是『不要客氣』
49.目前中等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中，需修多少學分數?
(A) 16 (B) 26 (C) 36 (D)40
50.下列哪一所彰化縣境內高中亦開辦綜合高中學程?
(A)縣立二林高中
(B)縣立田中高中
(C)國立溪湖高中
(D)國立員林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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