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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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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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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相關教育法令中，對於教育實驗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A）政府及民間應視需要進行教育實驗。（教育基本法） 

（B）職業學校為應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核准，得辦理各項教育實驗。（職業學校法） 

（C）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定之短期補習教育，得視為……非學校型態之實

驗教育。（國民教育法） 

（D）高級中學……得辦理各種教育實驗；其教育實驗辦法，由中央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定之。（高級中學法） 

2. 下列何者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令

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教育基本法）？ 

（A）教師身體自主權及學生受教育權 

（B）教師人格尊嚴權及學生學習權 

（C）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身體自主權 

（D）以上皆是 

3. 我國國民補習學校是由下列何者所附設？ 

甲：國民小學 乙：國民中學 丙：高級中學 丁：職業學校 

（A）四者皆可 （B）甲和乙 （C）甲、乙和丙 （D）甲、乙和丁 

4. 下列對於我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 

（B）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 

（C）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D）得由學校校務會議辦理採購。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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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我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現職校長未獲遴聘且未具教師資格時，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依下列何種方式辦理？ 

甲： 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分發學校任教 

乙： 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分發學校任教 

丙： 准其退休 

丁： 優先輔導轉任他職 

（A）甲或乙 （B）乙或丙 （C）丙或丁 （D）四者皆可 

6. 公立職業學校教師出缺時，如何聘任之？ 

（A）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由校長直接聘任。 

（B）直接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介聘後聘任。 

（C）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介聘後，由校長直

接聘任。 

（D）由開缺之學校聯合辦理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7. 淡水河高中要甄聘教師，可以聘請下列何者為續聘教師？ 

甲： 只具有實習教師證書者 乙：具有教師證書者 

丙： 目前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A）甲 （B）乙 （C）丙 （D）三者皆可 

8. 依據我國師資培育法，下列何者正確？ 

甲：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教育實習課程在內。 

乙：  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丙：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的專門課程，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並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A）甲和乙 （B）乙和丙 （C）甲和丙 （D）三者皆對 

9. 下列教師法中關於教師之義務，何者之相關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甲：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益。 

乙：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丙： 非依法律規定不得洩漏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料。 

丁： 擔任導師。 

（A）甲和乙 （B）甲和丙 （C）乙和丙 （D）乙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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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師法授權教育部訂定之各項辦法，教育部應邀請下列何者參與訂定？ 

（A）全國教師會代表 （B）地方教師會代表 

（C）學校教師會代表 （D）三級教師會代表 

11. 依據教師法，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參與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所

指派與下列何者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A）生活 （B）教學 （C）輔導 （D）研究 

12. 下列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敘述，何者

正確？ 

（A）中華民國國民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報名參加。 

（B）以筆試及口試行之。 

（C）每年以辦理二次為原則。 

（D）本考試報名程序、報名費用……等相關事項，應載明於報名簡章，於

本考試舉行三個月前公告之。 

13.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101 年 10 月 9 日

修正之第一項附表，應試科目中「教育原理與制度」一科，包含下列何者？ 

（A）教育心理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 

（B）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 

（C）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心理學。 

（D）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心理學。 

14. 我國教育基本法以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除父母之外，下列何者也應負協助

之責任？ 

（A）教師與教育機構 （B）國家與教師 

（C）國家與教育機構 （D）以上皆是 

15. 我國原住民、山地、偏遠、離島等地區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校長任期，由

下列何者定之？ 

（A）教育部。 

（B）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C）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D）與一般地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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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國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

損害其權益者，其再申訴時向下列何者提出？ 

（A）學校 

（B）地方教師會 

（C）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D）教育部 

17. 我國教師法適用之對象為下列何者？ 

（A）公立學校專任教師 

（B）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專任教師 

（C）公立學校專任及兼任教師 

（D）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專任及兼任教師 

18. 教育部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社會各方有許多不同意見，如果依照計畫

不變的話，將於何時正式實施？ 

（A）102 年 8 月 （B）103 年 8 月 （C）104 年 8 月 （D）105 年 8 月 

19. 目前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中社會熱烈討論排富與否的問題，它是指下列何種

教育階段？ 

甲：國民小學 乙：國民中學 丙：高中 丁：高職 

（A）甲和乙 （B）乙和丙 （C）丙和丁 （D）四者皆是 

20. 目前我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是由哪一個機關頒布？ 

（A）教育部 （B）行政院 （C）編譯館 （D）教育研究院 

21. 我國國中小學教科書須經各校哪個會議審議之後才能使用？ 

（A）家長會  （B）教師評議委員會 

（C）課程發展委員會 （D）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 

22. 下列何者屬於九年一貫課程之學習領域？ 

（A）綜合活動 （B）資訊教育 （C）家政教育 （D）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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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0 年 5 月 1 日起我國教師依法可組織工會，關於教師的權益，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A）教師工會與教師會須二擇一參加 

（B）教師工會享有罷教權 

（C）教師得組織企業工會 

（D）教師得組織產業工會 

24. 師資培育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何種課程需要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審議後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才能實施？ 

（A）普通課程 （B）專門課程 （C）教育專業課程（D）教育實習課程 

25. 目前我國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開設各類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數，在中等學校部分至少為多少學分？ 

（A）24 （B）26 （C）28 （D）30 

26. 下列何者非為我國高級中學法所規範高級中學的類型： 

（A）實驗 （B）普通 （C）單類科 （D）雙語 

27. 我國現行教師資格之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採何種制度？ 

（A）審定制 （B）檢定制 （C）登記制 （D）分發制 

28. 下列何者持有相關證明，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碩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

試？ 

（A）五年制專科學校修讀四年級或五年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 

（B）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級中學畢業程度及格證明書。 

（C）大學規定修業年限六年（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年課程，且已

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128 學分以上。 

（D）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五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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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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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未依性平法規定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事件。 

（B）教師經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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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下列何者最可能被納入我國教師法的規範意旨： 

（A）陶冶青年身心，培養健全公民。 

（B）確立教育基本方針。 

（C）提昇教師專業地位。 

（D）培養職業智能與職業道德。 

31. 現行國中小教科書之編制原則採取： 

（A）選用制 （B）統編制 （C）審定制 （D）自由制 

32. 下列何者為教師依據教師法所應盡之義務？ 

（A）對學校教學及行政事項提供興革意見。 

（B）參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流活動。 

（C）輔導或管教學生。 

（D）參加教師組織。 

33. 下列何者為教師輔導或管教學生時應遵守之原則？ 

（A）法律保留原則 （B）比例原則 

（C）正當法律程序 （D）以上皆是 

34. 「師範教育法」修正為「師資培育法」之後，師資培育制度朝向以下何種形

態發展？ 

（A）計畫性 （B）甄選制 （C）分發制 （D）一元化 

35. 有關教師提出訴願與申訴，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由於雙軌並行，教師可選擇採訴願或申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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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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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以下何種學校處理學生資料情形，有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疑慮？ 

（A）公告欄公告曠課學生名單（班級、學號）。 

（B）國中小提供學生成績或在校表現記錄予家長。 

（C）招生報名表要求考生填寫父母姓名、年薪所得資料。 

（D）公布參加競賽學生名次及競賽成績。 

37. 教育人員如發現學生之主要照顧者遭逢變故，或家庭功能不全，有可能會導

致家庭內之兒童少年未能獲適當照顧者，依法須通報，此即為何種通報責

任？ 

（A）中輟生通報協尋 （B）校園性侵害事件 

（C）身心虐待之校園霸凌行為 （D）高風險家庭 

38. 有關各級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的敘述，何者正確？ 

（A）依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均應成立。 

（B）申訴審理程序採公開審理。 

（C）申訴期限為校方通知書送達次日起十日內。 

（D）如人力不足，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亦得兼任學生申評會委員。 

39. 下列何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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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法 

（C）教育基本法  （D）師範教育法 

40. 有關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通常由哪個單位負責？ 

（A）教師評審委員會 （B）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C）考績委員會  （D）課程發展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