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 學年度中學學程甄選試題
系（所）

學號

姓名

一、選擇題（80％）
(D)

1. 教師能否對學生「體罰」一事，教育主管機關的規定是如何？(A)爭取
半數家長以上同意後即可實施 (B)在校長同意與監督下可實施 (C)學校
行政會議通過後才可實施 (D)嚴格禁止。

(B)

2. 一所中學的學生同時包含國中生與高中生，則此種中學稱為什麼？(A)
一貫中學 (B)完全中學 (C)全人中學 (D)綜合中學。

(A)

3.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教育人員發現兒童及青少年
受虐事件時，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多
久？(A)24 小時 (B)36 小時 (C) 72 小時 (D)48 小時。

(D)

4. 教育部舉辦之教師檢定考試，就其評量資料解釋性質，可視之為？(A)
總結性評量 (B)形成性評量 (C)常模參照評量 (D)標準參照評量。

(D)

5. 學生在學校及班級的環境裡，有意或無意中經由團體活動或社會關係，
習得正式課程所包括、或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知識、規範、價值或態度
等，稱之為？ (A)空無課程 (B)活動課程 (C)顯著課程 (D)潛在課程。

(A)

6. 鷹架(Scaffolding)的概念，是源自那位心理學家的學習理論？ (A)維高
斯基(L. S. Vygotsky) (B)郭爾堡(I. Kohlberg) (C)皮亞傑(J. Piaget) (D)盧梭
(J. J. Rousseau) 。

(B)

7. 陳老師告訴學生：「如果怕考試考不好，就拿學生證去廟裡拜一拜。」
這個教導並不符合皮德思(R. Peters)的哪一個教育規準？ (A)合倫理性
(B)合認知性 (C)合風俗性 (D)合自願性。

(D)

8. 下列哪一法令明文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
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
之侵害」？ (A)特殊教育法 (B)中華民國憲法 (C)國民教育法 (D)教育
基本法。

(B)

9. 依據「國立中正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之內容，下列哪一個科目不是屬於「教育基礎課程」(A)教育
哲學(B)教學原理 (C)教育心理學 (D)教育社會學。

(A)

10.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帶得走的基本能力，總綱中所列之十大基
本能力不包括下列何者？(A)道德發展與倫理責任 (B)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C)運用科技與資訊 (D)欣賞表現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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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有題目，請接續作答】

(D)

11. 針對本校中等教育學程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非？ (A)「特殊教育導
論」為選修 (B)先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再修「分科/分領域教
學實習」方能合乎選課邏輯順序 (C)至少需修 26 學分 (D)若提出申請，
在修習教育學程過程中，可以有一學期完全不修學程的課程。

(C)

12. 有關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再分級之疑義，教育部 102 年 2 月回應中，下列
何種有誤？(A)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政策方針與理念從未改變
(B)會考維持「標準參照」方式呈現學生各科學力表現，成績不以答對
題數或分數標示，以免落入分分計較的窠臼 (C)成績評量結果分為「精
熟」、「中上」「基礎」及「待加強」4 個等級之規劃原則不變 (D)與
基測成績的呈現方式完全不同。

(C)

13. 今年起政府進行組織再造後，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現行的教育部所屬的單
位？ (A)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B)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C)中等教
育司 (D)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C)

14. 教育部為落實重大理念而訂定相關政策，請問今年（102）為？ (A)特
殊教育年 (B)品德教育年 (C)家庭教育年 (D)多元文化教育年。

(A)

15. 目前負責承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政府機構或單位為？(A)國家教育研
究院 (B)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C)綜合規劃室 (D)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
司。

(B)

16. 下列何者並非「中等教育學程教師檢定考試」的科目名稱？(A)國語文
能力測驗 (B)教育制度與概論 (C)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D)中等學校課程
與教學。

(D)

17. 關於教學評量的新趨勢，下列何者正確？(A)從多元評量簡化為單一評
量 (B)使用單一分數取代多元、複雜的分數 (C)愈來愈重視基本的讀寫
算等能力 (D)重視評量歷程與結果。

(B)

18. 由許多不同的教學人員所組成教學團，共同計畫合作進行教學的方法，
稱為：(A)編序教學 (B)協同教學 (C)合作學習 (D)精熟學習。

(B)

19. 九年一貫課程將學習內容分為七大學習領域，下列哪一項不是這七大領
域之名稱？ (A)自然與生活科技 (B)國語文 (C)藝術與人文 (D)綜合活
動。

(C)

20. 九年一貫課程中強調融入七個重大議題，下列何者不是這七個議題之名
稱？ (A)生涯發展教育 (B)性別平等教育 (C)生命教育 (D)家政教育。

(A)

21. 根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有關課程用詞之定義，其中「為培育教師依師
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屬於下列何者？(A)教育專業課
程 (B)專門課程 (C)教育特殊課程 (D)一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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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有題目，請接續作答】

(B)

22. 十二年國教政策中的「差異化教學」反映出的教育概念最接近下列何
者？( A)多元智慧 (B)適性教學 (C)融合教育 (D)有教無類。

(D)

23. 教育部 102 年規劃「發展數位康健學校」，下列說明何者錯誤？(A)以
發展校園特色教學與學習模式，(B)提升教師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育科技知能 (C)培養學生養成視力保健習慣，防止數位傷害，(D)持續推
廣友善校園政策，嚴禁各種形式霸凌，以活化十二年國民教育。

(B)

24. 近年來本校師資培中心響應教育部計畫，鼓勵師資生到偏遠或弱勢地區
學校，發揮關懷弱勢的人道精神、專業知能的奉獻精神等，試問該計畫
之名稱為：(A)精緻師培計畫 (B)史懷哲計畫 (C)服務學習計畫 (D)精進
師資素質計畫。

(A)

25. 蔡老師認為學校應每週推行不同的中心德目，以強化學生的品格。蔡老
師的觀點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德行倫理學 (B)義務論倫理學 (C)
關懷倫理學 (D)效益論倫理學。

(A)

26. 林老師經常教導學生察覺自己的情緒，培養自我尊重感與自我價值感，
讓學生學會愛自己及表達情緒。林老師的教學較強調學生的何種智能？
(A)內省智慧 (B)語文智慧 (C)人際智慧 (D)自然者觀察智慧。

(B)

27. 依照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地圖，「班級經營」是屬於哪類課程？
(A)專門課程 (B)教育方法學課程 (C)教育基礎課程 (D)教育選修課程。

(B)

28. 目前我國中小學教師的養成教育主要是依據何項法規辦理？(A)教師法
(B)師資培育法(C)師範教育法 (D)教育基本法。

(C)

29. 在我國，下列哪一階段的教育完全是屬於義務教育？ (A)學前教育 (B)
中等教育 (C)初等教育 (D)高等教育。

(D)

30. 杜威有關「教育即生長」的論點，主要是教育中哪個領域的討論主題？
(A)教育心理學 (B)教育社會學 (C)教育人類學 (D)教育哲學。

(B)

31. 教育部目前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下列何者正確？(A)先從中學開
辦，再推行小學 (B)評鑑採鼓勵教師自由參加的方式，(C)各校一律參加
試辦計畫，(D)評鑑結果會影響教師考績及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

(C)

32. 下列有關青少年行為的敘述，何者較為正確？(A)研究學生的行為問
題，有賴教師的主觀判斷 (B)教師處理學生問題，應處處以學校立場為
主 (C)教師應瞭解只有問題行為，沒有問題學生 (D)輔導學生行為問
題，教師應先考慮自己的時間與精力。

(D)

，推行以下方案：
33. 教育部為實現「高中均質、區域均衡與大學社會責任」
考生經由就讀之高級中等學校推薦，且其當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
【後面有題目，請接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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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能力測驗、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術科考試成績通過大學校系檢
定標準，依大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分發錄取之入學方式。此計畫稱為？(A)
教育優先區 (B)高中職社區化 (C)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D)繁星推薦計
畫。
(B)

34. 面對學習困難的學生，下列哪一個老師的作法最符合教育原理？ (A)王
老師商請家長送學生到補習班補習 (B)張老師和學生討論學習上的困
難，並給予建議 (C)陳老師採「賞罰分明」的策略，督促學生用功讀書
(D)李老師放學後將學生留下來，重複練習。

(B)

35. 民雄國民中學的主管機關是？ (A)教育部 (B)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C)民
雄鄉公所 (D)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D)

36. 教育部目前推動國中閱讀之活動為何？(A)深耕閱讀 (B)課文本位閱
讀 (C)閱讀愈快樂 (D)晨讀十分鐘。

(B)

37. 新北市及一些地區所推動的「學習共同體」所應用的學習原理為何？(A)
分散式學習 (B)合作學習 (C)探究式學習 (D)建構式學習。

(A)

38. 最近十二年國教所衍生之「類 PISSA」爭議，起因於何縣市提出評量素
養之考試方式？(A)台北市 (B)新北市 (C)高雄市 (D)台中市。

(A)

39. 十二年國教施行後，高中最主要的入學方式為何？ (A)免試入學 (B)推
薦入學 (C)申請入學 (D)基測分發。

(D)

40. 十二年國教推行後，教育的基本理念「不包括」以下何者？(A)優質銜
接 (B)因材施教 (C)多元進路 (D)拔尖扶弱。

【後面有題目，請接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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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 (20%)

政府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然而許多家長與社會大眾對該方案
並不了解。請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重要內容，並試加以評析其優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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