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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有 50 題，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
1. 「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個人能夠繼續他的教育。」這是指教育的何種價值？ (A)內在價值 (B)外在價值 (C)工具價值 (D)
附加價值
2. 學校課表中的國文、英語、數學等學科是屬於下列何者？ (A)潛在課程 (B)正式課程 (C)非正式課程 (D)空無課程
3. 下列何者符合進步主義的教育觀？ (A)重視遵守紀律、敬重師長(B)強調讀、寫、算等基本學習技能 (C)主張學校是教
學改革的實驗室 (D)以追求真理和傳播真理為教育目標
4. 因少子化而使部分學校面臨減班和教師超額的問題。下列何者可說明此一現象？ (A)教育為社會變遷的動因 (B)教育為
社會變遷的條件 (C)教育為社會變遷的脈絡 (D)教育為社會變遷的結果
5. 「產婆法」是下列何者所創的教學法？ (A)柏拉圖(Plato) (B)蘇格拉底(Socrates) (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D)愛
蘇格拉底(Isocrates)
6. 「教科書內容是否為特定學習者而設計？」此一評鑑規準屬於下列何者？ (A)外觀屬性 (B)內容屬性 (C)物理屬性 (D)
教學屬性
7. 某研究者探討創造思考閱讀教學方案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生閱讀理解的效果。此一研究的依變項為下列何者？ (A)年級
(B)學校 (C)閱讀理解 (D)教學方案
8. 1不受時空限制 2不必倚賴輔助器材 3容易掌控教學進度 4可培養學生的議事能力。前述何者是講述教學法具有的優
點？ (A)123 (B)234 (C)124 (D)134
9. 父母自訂行為規範並堅持子女無條件遵守；子女有過必懲，但不解釋理由；親子間缺乏情感交流。請問這是那一型父母
的管教方式？ (A)專制型(Authoritarian) (B)威信型(authoritative) (C)寬容型(indulgent) (D)忽略型
(indifferent)
10. 下何者是指由人際關係網絡所構成或帶來的資源？ (A)物質資本 (B)文化資本 (C)人力資本 (D)社會資本
11. 下列何者將宗教教育列於正式的法定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從小學至中學義務教育結束前列為必修？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中國
12. 聯合國將下列何者訂為「國際識字年」(The International Literacy Year)？ (A)1980 年 (B)1986 年 (C)1990 年
(D)1996 年
13. 下列哪一位學者被稱為「智力測驗之父」，最早運用智力測驗幫助解決學校教育問題？ (A)比奈(A. Binet) (B)加德納
(H. Gardner) (C)高爾頓(F. Galton) (D)魏克斯勒(D. Wechsler)
14. 教室的空間大小、安全、明亮度等會影響教學的進行。這是指哪一項影響教學的因素？ (A)內容 (B)方法 (C)目標 (D)
環境
15. 「雨傘有哪些用途？」小波立刻想到擋雨、擋陽光、擋風沙、擋風等答案。請問小波具有下列何種創造力的特質？ (A)
流暢性 (B)變通性 (C)獨特性 (D)精緻性
16.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句話運用在教學上可說明下列何者？ (A)類化原則 (B)準備原則 (C)自動原則 (D)同
時學習原則
17. 下列何者曾在臺灣開辦過電報學堂與西學堂兩所新式學校？ (A)鄭成功 (B)劉銘傳 (C)陳永華 (D)沈葆楨
18. 下列何者並未列入教育部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的七大議題？ (A)國際教育 (B)
環境教育 (C)家政教育 (D)人權教育
19. 下列何者用以指稱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 (A)定型化教
育計畫 (B)均等化教育計畫 (C)社會化教育計畫 (D)個別化教育計畫
20. 「根據個人學歷、權力、財富、聲望等因素的差異，所形成高低不同的社會等級狀態」
，這是指下列何者？ (A)社會化
(B)社會控制 (C)社會流動 (D)社會階層
21. 下列何者被尊稱為「平民教育之父」？ (A)赫爾巴特(J. Herbart) (B)福祿貝爾(F. Froebel) (C)裴斯塔洛齊(J.
Pestalozzi) (D)伊拉士莫斯(D. Erasmus)
22. 下列何者較不易在教育部的網站上找到？ (A)施政方針 (B)教育法規 (C)期刊論文(D)教育統計
23. 下列何者是實施於教學活動結束後，用以考查學生的學習成就，評定其成績等級？ (A)形成性評量 (B)總結性評量 (C)
診斷性評量 (D)安置性評量
24. 下列何者是指教導或協助父母具備良好知能，以有效教養子女的相關活動與歷程？ (A)親職教育 (B)樂活教育 (C)子
女教育 (D)終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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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主張實物教學 2以演繹法為教學方式 3主張知識是先天的產物 4教育的目的在開展受教者原有的理性。前述何者符
合理性主義的教育主張？ (A)123 (B)234 (C)124 (D)134
26.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預計將於何時正式實施？
(A)民國 102 年

(B)民國 103 年

(C)民國 104 年

(D)尚未決定。

27.依據相關法規，私立高級中學及私立職業學校均不得冠以下列何者為校名？
(A)人名

(B)地名

(C)宗教名

(D)企業名。

28 教育部啟動「國中晨讀 123 運動計畫」
，希望藉由老師或圖書館人員帶領，讓學生於早自習時間閱讀課外讀物，培養閱讀
好習慣。此計畫主要訴求每一位學生：
(A)每周至少閱讀 1 到 3 本書
有 1 到 3 天。

(B)每周至少借閱 1 到 3 本書

(C)每周至少到圖書館有 1 到 3 小時(D)每周至少到圖書館

29.馬英九總統表示十二年國教的學費將採取何種制度?
(A)免費制

(B)全額制

(C)排富制

(D)減免制。

30.我國行政院衛生署將 H7N9 流感病毒列為第幾類法定傳染病？
(A)第一類

(B)第二類

(C)第四類

(D)第五類。

31. 下列何者屬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重大議題」：
(A)美學教育

(B)語文教育

(C)家政教育

(D)海洋教育。

32.依照相關規定，國內學校機關如出現師生感染 H7N9 流感病毒之病例，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應配合當地衛生單位，向教
育部以下哪個單位通報?
(A)訓育委員會學校安全健全中心
(B)學生事務司學生安全網防護中心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C)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小學事務中心

(D)

33.依據「教師法」規定，下列何者是我國教師的義務之一？
(A)擔任導師
(B)擔任行政工作
(C)參加教師組織
(D)監督地方教育事務。
34.聯合國在 1989 年 12 月 9 日宣佈 1994 年爲「國際家庭元年」
，並年宣布自 1994 年起，每年的幾月幾日爲「國際家庭日」？
(A)4 月 4 日
(B)4 月 15 日
(C)5 月 15 日
(D)6 月 15 日。
35.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所謂少年是指：
(A)未滿十二歲之人
(B)未滿十四歲之人
(C)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D)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36.下列何種法律，旨在「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
(A)憲法
(B)教師法
(C)國民教育法
(D)教育基本法。
37.以下何者為我國現行的教育部長？
(A)蔣緯國
(B)蔣偉寧
(C)江宜樺
(D)江啟臣。
38.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以下哪個單位並不是此次教育部組織改造的首創機關?
(A)婦幼署
(B)體育署
(C)青年發展署
(D)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9.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是指：
(A)聽覺障礙者
(B)多重障礙者
(C)情緒/行為異常者
(D)注意力缺陷過動異常。
40.教育部自 98 年開始推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依學生身心發展選擇項目，國小 1 到 4 年級是健身操，國小 5 到 6
年級是樂樂棒球，國中 7 到 9 年級則是：
(A)大隊接力
(B)八百公尺
(C)仰臥起坐
(D)兩人三腳競走。
41.「將同學關進洗手間潑水，或是上廁所時去踢他的門，讓他不敢出來」，此乃所謂：
(A)肢體霸凌
(B)言語霸凌
(C) 關係霸凌
(D)網路霸凌。
42.「把鉛筆盒丟到垃圾桶 鞋子從三樓丟下去」，此乃所謂：
(A)肢體霸凌
(B)言語霸凌
(C)關係霸凌
(D)網路霸凌。
43.以下何者並不是《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明列為優先就讀公立幼兒園之對象？
(A)中低收入戶
(B)原住民幼兒 (C)先烈遺族幼兒 (D)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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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下哪一種花朵因具堅毅挺拔的意象，被引用並傳達良好的拒絕毒品觀念與運動?
(A)蓮花
(B)紫錐花
(C)百合花
(D)向日葵。
45.我國招收陸生政策再鬆綁，教育部已修正招生辦法，自一○二學年起，每年招收陸生名額上限，由占核定招生總額外加
百分之一，倍增為：
(A)暫不增加
(B)百分之零點五
(C)百分之一點五
(D)百分之二
46.「人民是教育權的主體」係出自於何種法規？
(A)憲法
(B)教育基本法
(C)國民教育法
(D)強迫入學條例。
47.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高中職免試就學區，目前規劃為幾個就學區？
(A)10
(B)12
(C)15
(D)16
48.國民中小學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多少個小時？
(A)2
(B)4
(C)6
(D)8
49.根據教育部的說法，我國是亞洲第一個全面實施幾歲幼兒免學費教育政策的國家，藉此確實達到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孩
子及早就學的政策目標。
(A)3 歲
(B)4 歲
(C)5 歲
(D)6 歲。
50.以下何者並不是在教育基本法中規定應負協助孩子實現教育目標的責任主體？
(A)父母

(B)教師

(C)教育機構

(D)教師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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