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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9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考試試題 

教育測驗  科試題    （本試題共 6 頁） 

注意： 

※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 

1. 依「國民教育法」的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書，由學校那一個會議

訂定辦法公開選用？ 
（A）行政會議   （B）校務會議   （C）學年會議   （D）課程發展委員會 

2. 學校不得強迫教師參與任何宗教活動，這乃是基於下列那一個法律的規定？ 
（A）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B）教師法 （C）國民教育法 （D）教育基本法 

3. 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教師因事得請事假，每學年准給幾日事假？ 
（A）七日     （B）十四日     （C）二十一日     （D）二十八日 

4. 所謂「教育的第三條國道」，指的是下列那一種教育系統？ 
（A）學術教育系統       （B）技職教育系統   
（C）特殊教育系統       （D）進修教育系統 

5. 下列那一項「不是」行政院教改會所提出諮議報告書中之建議？ 
（A）教育鬆綁           （B）帶好每一位學生    
（C）廢除聯考           （D）暢通升學管道 

6. 教育部目前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願參與試辦之教師應接受校內評

鑑。下列何者是校內評鑑的方式之一？ 
（A）家長質詢           （B）召開教師考評會   
（C）學生意見調查       （D）督學訪視 

7. 九年一貫課程，「國民小學一年級」是從那一學年度開始實施？ 
（A）八十八學年度       （B）八十九學年度  
（C）九十學年度         （D）九十一學年度 

8. 學童轉學，若未向轉入學校報到達幾日以上，即須通報中輟系統？ 
（A）二日      （B）三日      （C）五日     （D）一週 

9.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

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幾小時？ 
（A）一小時    （B）二小時    （C）三小時   （D）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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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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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級中學推薦學生參加「大學繁星計畫招生」，該名學生其高一、高二「各學

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需排名全校前百分之多少，始得由其就讀高

中推薦？ 
（A）前百分之十        （B）前百分之二十   
（C）前百分之三十      （D）前百分之四十 

11.教育部於九十七年五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總綱」，新

增那一項教育議題？ 
（A）法治教育   （B）環保教育   （C）海洋教育   （D）品德教育 

12.依據「教師法」規定，下列何者是我國教師的義務？ 
（A）參加教師組織        （B）擔任導師 
（C）監督地方教育事務    （D）對弱勢群體的教育事項提供獎勵與補助 

13.我國那一項教育法令明白規定，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的教育，應優先給予補

助？ 
（A）教育基本法  （B）國民教育法  （C）高級中學法  （D）職業學校法 

14.依據教育部九十二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下列何者負責課程與

教學評鑑？ 
（A）教育部   （B）地方政府   （C）學校   （D）依評鑑內涵而定 

15.下列何者是我國當前師資培育政策面臨的挑戰？ 
（A）公費生名額過剩       （B）教育實習時間太長 
（C）師資供需失衡         （D）新制先檢定再實習困擾多 

16.依據「國民教育法」的規定，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代表參與，其比例不得

少於多少？ 
（A）三分之一   （B）四分之一   （C）五分之一   （D）六分之一 

17.依據九年一貫課程實施要點的規定，國中七年級的彈性學習節數應為多少？ 
（A）2～4 節    （B）4～6 節     （C）3～5 節     （D）2～5 節 

18.「原住民教育法」之立法精神，與下列何者的關連最密切？ 
（A）多元文化教育  （B）優質教育  （C）特殊教育  （D）國民教育 

19.下列何者的任用，不需經過各校教評會的審查？ 
（A）遷調教師          （B）超額介聘教師  
（C）考試分發教師      （D）校長回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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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發展狀況及學習需要，經該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定延長修業年限，以幾年為原則？ 
（A）一年為原則        （B）二年為原則    
（C）三年為原則        （D）視學生需要而定，無年限之限制 

21.依教育部訂定之「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本原則」，國民中學專任教

師每週以授課幾節為原則？ 
（A）18～20 節   （B）18～22 節   （C）20～24 節   （D）22～24 節 

22.某甲持有我國認定之美國大學的學歷並修畢規定的中學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請問他（她）應向那一單位申請參加教育實習？ 
（A）師資培育之大學       （B）教育部     
（C）戶籍所在地的教育局   （D）外交部 

23.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是依據下列那一項法律的授權訂定？ 
（A）教育基本法  （B）國民教育法  （C）教師法  （D）師資培育法 

24.依「高級中學法」的規定，學生應修畢多少學分且成績及格，才能取得畢業證

書？ 
（A）一百六十學分       （B）一百二十八學分  
（C）二百二十學分       （D）一百八十學分 

25.下列有關高級中學入學資格、入學方式的描述，何者「不符」高級中學法的規

定？ 
（A）高級中學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力者 
（B）上述同等學力的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C）入學方式包括入學考試、推薦甄選、登記、直升、保送、申請或分發等 
（D）高級中學多元入學之各項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26.下列何者必須以法律訂定之？ 
（A）教師的教學內容             （B）教師的教學進度 
（C）教師的教學評量標準         （D）教師的待遇 

27.根據「教師法」的規定，下列何種教師即使經聘任亦得加以解聘？ 
（A）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下判決並宣告緩刑者 
（B）曾涉貪瀆但未提起公訴者 
（C）受禁治產宣告但已撤銷者 
（D）經醫師證明有精神病但當事人否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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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多少委員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

任？ 
（A）1/2        （B）2/3       （C）3/4        （D）全體 

29.下列那一個委員會的成員中，「沒有」家長代表？ 
（A）國民中小學的教師評審委員會 
（B）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C）國民中小學的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D）各縣市的教育審議委員會 

30.目前教育部的那一個單位掌理師範教育？ 
（A）高等教育司  （B）中等教育司  （C）社會教育司  （D）國民教育司 

31.我國欲順利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必須要先打破明星高中的迷思，也因此

教育部近年推出下列那一項相關配套措施？ 
（A）逐步擴增優質高中          （B）提升國中畢業生入學高中比率 
（C）縮短公私立高中學費差距    （D）銜接高中、國中及國小教育 

32.依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師資培育以助學金為主，兼採公費及自費方式實施 
（B）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C）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得甄選大學一年級以上在校生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 
（D）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修業年限以四年為原則，並另加教育實習課

程一年 

33.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規定，提供具有音樂、美術、舞蹈、戲

劇或體育之特別性向或才能之各類學生入學，是屬於那一類型多元入學的方

式？ 
（A）申請入學  （B）登記分發入學  （C）甄選入學  （D）直升入學 

34.依據「職業學校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著重升學為主 
（B）職業學校之設立標準，由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C）職業學校學生未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期限三年 
（D）職業學校得設夜間部，以招收在職人員為主 

35.依「職業學校法」規定，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多少學分？ 
（A）128 學分    （B）140 學分      （C）150 學分     （D）1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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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各級公立學校校長是依據下列那一種法規來任用？ 
（A）師資培育法  （B）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C）教師法   （D）大學法 

37.以培養健全國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是屬於那一個

教育階段的教育目標？ 
（A）國民中學   （B）技職院校   （C）高級中學   （D）大學 

38.依據「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之規定，由以下那一種

機構或行政機關決定之？ 
（A）各級學校  （B）內政部  （C）教育部  （D）直轄市、縣（市）政府 

39.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在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中，下列何種

經費應優先編列，不受憲法第一百六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A）幼稚教育   （B）國民教育   （C）中等教育   （D）高等教育 

40.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目標，應以何種目標為中心？ 
（A）民族教育與國民生活教育     （B）國民生活教育與知識教育 
（C）民族教育與道德教育         （D）國民生活教育與道德教育 

41.我國在 1994 年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將一元閉鎖的師資培育轉型為多元開

放的自由市場，卻也引發「流浪教師」問題。試問，此一師資培育市場化現象

主要受到下列那一社會思潮的影響？ 
（A）國家主義思潮 （B）左派思潮 （C）新右派思潮 （D）社會主義思潮 

42.下列那一項教育政策，突顯出「全球化」對我國教育方針的影響？ 
（A）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B）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年計畫 
（C）師資培育數量規劃方案     （D）五年五百億邁向世界頂尖大學計畫 

43.依「教師法」之規定，學生輔導或管教辦法，應由下列那一種行政機關或組織

負責訂定之？ 
（A）教育部 （B）縣市政府 （C）各校校務會議 （D）各校教師與家長會 

44.「蔡老師因違反國內『零體罰』政策，不當體罰學生而受到懲處。」請問該項

政策是依據下列那一項法令之規定而來？ 
（A）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B）教育基本法  
（C）國民教育法             （D）特殊教育法 

45.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為適應學生個別差異、學習興趣與需要，國民中學幾

年級學生，應由學校提供技藝課程選習，自由修習技藝教育？ 
（A）一年級   （B）二年級上學期 （C）二年級下學期   （D）三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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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依「師資培育法」規定，除公費生之外，其他取得教師證書而欲從事教職者，

需參與相關的遴選程序，關於這種程序，下列何種敘述是正確的？ 
（A）參加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理之教師登記分發作業，依序分發 
（B）參加與其所取得資格相符之學校或幼稚園辦理之教師公開甄選 
（C）參加教育實習，成績及格後，於原實習學校任教 
（D）由師資培育機構協助其取得教師工作 

47.依據「職業學校法」之規定，下列有關職業學校設立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以分類設立為原則，並按其類別稱某職業學校，必要時得併設二類 
（B）家事類及海事類得視為同一類而併設 
（C）申請設立尚未訂定課程標準或綱要之新科，由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

後設立 
（D）設立標準，由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48.依據「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領域專長之課

程」屬於下列何者？ 
（A）普通課程  （B）教育專業課程  （C）專門課程  （D）教育實習課程 

49.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而延長其年限，係下列何種法律之規定？ 
（A）憲法      （B）憲法增修條文  （C）國民教育法（D）教育基本法 

50.下列有關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實施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年辦理一次，於七月上旬辦理為原則 
（B）每年辦理二次，第二次於七月上旬辦理為原則 
（C）每年辦理三次，第三次於七月上旬辦理為原則 
（D）辦理次數及時間由基本學力測驗全國試務委員會決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