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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0 1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教育學程甄選考試試題 

教育測驗 科試題   (本試題共 6 頁) 

1.答案必須在答案卡上劃記，否則不予計分。 

2.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不得以修正液(帶)修改。  

※共計 40題單選題(不得複選)，每題 2.5分 

1. 有關教師申訴與訴願，下列何者正確？ 

(A)訴願與申訴是教師可以作的不同選擇。 

(B)教師申訴的對象僅限行政處分。 

(C)申訴為提起訴願的前置程序。 

(D)教師訴願對象包括學校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各項措施。 

2. 依教師法規定，如教師服務之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下列何者可

能面臨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的後果？ 

(A)教師經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B)教師未依性平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事件。 

(C)教師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D)以上皆是。 

3. 當甲校學生在校園裡遭受乙校學生或師長性騷擾，被害學生依法向下列何

單位申訴？ 

(A)縣市政府警察局  (B)甲校學務處(訓導處) 

(C)乙校學務處(訓導處) (D)縣市政府教育局 

4. 教師或學校，依法應於知悉事件二十四小時內，盡到責任通報義務之事件

包括： 

(A)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B)家庭暴力事件 

(C)性侵害及校園性騷擾事件 (D)以上皆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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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指的是： 

(A)在家自學 (B)補習教育 (C)進修教育 (D)私立學校 

6. 自 2006年起，台灣成為全球第 109個零體罰國家，請問是因為哪一項法

令之規定？ 

(A)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B)國民教育法 

(C)教育基本法  (D)特殊教育法 

7. 在零體罰政策下，國家應保障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

侵害，而依據教師法規定，輔導管教學生為： 

(A)教師之權利 (B)教師之義務 (C)教師之福利 (D)教師之權益 

8. 依據高級中學法，高中校長綜理校務，在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 

(A)仍不得在外校兼課 (B)可在本校或他校兼課 

(C)可在外兼職  (D)可在外補習 

9. 採取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之課程組織，提供學習成就特別優異及性向明顯

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之學校為： 

(A)實驗高級中學  (B)單類科高級中學 

(C)綜合高級中學  (D)普通高級中學 

10. 下列何者是我國私立學校法的主要立法目的？ 

(A)補充國民生活知識。 

(B)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 

(C)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 

(D)教育國際化與教育產業輸出。 

11. 下列何者屬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重大議題」： 

(A)國語文教育 (B)生活課程 (C)通識教育 (D)人權教育 

12. 有關教師工會，下列何者正確？ 

(A)教師工會與教師會須二者擇一參加 (B)教師得組織企業工會 

(C)教師得組織產業工會 (D)教師工會得發起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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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教師法規定，目前各級學校教師均採取聘任制，由何單位負責教師聘任、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等工作？ 

(A)教師申訴委員會  (B)教師評審委員會 

(C)教師工會  (D)課程發展委員會 

14. 為強化大學自主的運作機能，教育部政策白皮書規劃使公立大學朝向何方

向發展？ 

(A)私立化 (B)法人化 (C)社區化 (D)企業化 

15. 1994年，「師範教育法」修正更名為「師資培育法」，正式確立我國師資培

育朝向何方向發展？ 

(A)多元化 (B)計畫制 (C)一元化 (D)公費制 

16. 依法決定私立學校的政策、經費與發展方向的是： 

(A)中央教育部  (B)地方主管機關 

(C)該校校長  (D)該校董事會 

17. 根據法令規定，下列何者屬於中央政府的教育權限？ 

(A)教育統計  (B)課程設計與規劃 

(C)選定教科書  (D)評鑑國民中小學 

18. 依據教育基本法，有關學力鑑定的性質，屬於： 

(A)政府的權利 (B)人民的權利 (C)學生的義務 (D)家長的責任 

19. 下列何者屬於九年一貫課程之學習領域？ 

(A)人權教育 (B)家政教育 (C)資訊教育 (D)綜合活動 

20. 下列何種法規肯定並保障了我國教師擁有教師專業自主權？ 

(A)中華民國憲法 (B)教育基本法 (C)師資培育法 (D)國民教育法 

21. 規範我國「教育學程」相關事務的法規，是下列何種法律？ 

(A)教育基本法 (B)師範教育法 (C)教師法 (D)師資培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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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相關辦法宜依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 

(B)教師得輔導但不得管教學生。 

(C)教師輔導管教學生，得豁免行政上的法律責任。 

(D)教師不得侵害學生財產權，不得要求學生賠償破壞公物之損害。 

23. 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

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最可能屬於下列何者： 

(A)輔導行為 (B)安全檢查 (C)體罰行為 (D)正向管教 

24.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釋字六八四號解釋作成之後： 

(A)使在學學生均得提起行政爭訟。 

(B)使中小學學生亦得提起民刑事訴訟。 

(C)使大學生針對非屬退學或類此處分亦得提起行政爭訟。 

(D)使高中職學生亦得提起民刑事訴訟。 

25. 依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懷孕學生請產前假、流產假、育嬰假等不予扣分。 

(B)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超過當學年學分數 1/3時應重讀。 

(C)所有學生均以六十分為及格。 

(D)學業成績採等第制評定。 

26. 近來我國校園發生下列何種事件，教育部部長道歉，並承諾協助受害學生

家長申請國賠？ 

(A)國中集體霸凌事件 (B)特教學校性侵事件 

(C)教師罷教事件  (D)校園大禮堂倒塌事件 

27. 最近有些縣市政府採取「強制二十九人編班」及「鐘點教師」等政策，主

要是因應下列何者影響所造成的結果？ 

(A)中小學教師退休潮 (B)中小學教師課稅 

(C)校園霸凌事件  (D)校園集體倒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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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的法源依據，是

下列何者？ 

(A)師資培育法 (B)教師法 (C)教育基本法 (D)國民教育法 

2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中，長期聘任聘期由各下列何者訂定之？ 

(A)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B)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C)各校校務會議  (D)各校教師暨家長聯席會議 

30.教師法所訂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中，下列何者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 

(A)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 (B)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C)教師代表  (D)家長會代表 

31. 依據相關法律，私立高級中學及私立職業學校均不得以下列何者為校名？ 

(A)人名 (B)企業名 (C)動物名 (D)地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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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 (B)教師法 (C)教育基本法 (D)教育宗旨法 

33. 依據國民教育法下列何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另訂定適用於該地方之規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A)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 

(B)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審定辦法。 

(C)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新生入學要點。 

(D)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設備基準。 

34. 國民教育法明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何種會議訂定辦法公

開選用之？ 

(A)學校導師會議 (B)學校行政會議 (C)學校校務會議 (D)學校課程會議 

35. 教育基本法明訂，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下列何者應負協助之責任？ 

(A)國家 (B)社福團體 (C)非政府組織 (D)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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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據教育基本法，對於下列何者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

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 

(A)弱勢族群 (B)資優者 (C)老年失學民眾  (D)華僑子女 

37. 我國政府針對私人興學的立場，教育基本法中如何規定？ 

(A)不應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B)應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C)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D)不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38. 教育基本法明訂，政府對於私人及民間團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法令提供

必要之協助或經費補助，並依法對何者進行監督？ 

(A)教學 (B)財務 (C)建築 (D)績效 

39. 我國強迫入學條例係直接依據下列何者訂定之？ 

(A)國民教育法 (B)教師法 (C)教育基本法 (D)教育宗旨法 

40. 國民教育法中所訂「國民補習教育」，最主要係針對下列何者？ 

(A)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 

(B)任何國民。 

(C)已受九年國民教育之國民。 

(D)已逾學齡未受九年國民教育之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