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九十二學年度 中學學程教育測驗
  93.05.14

系（所）   學號
姓名  
單選題（每題二.五分）共四十題
1. （ 1）在本校，教育學程中心是屬於 （1）教育學院 (2)通識中心(3)類似且平行於通識中心之一級單位(4)教務
處下之二級單位（如教學組）
2. （ 4）下列哪一句現代用語是用來形容經不起壓力的青少年族群？ （1）快閃族 （2）狂飆族 （C）哈比人 （D）
草莓族。
3. （ 1）國內師資培育制度在實習制度上的改變，何者正確？從 92 學年度起，入學教育學程者(1)全程參與之教育
實習縮減為半年，(2) 全程參與之教育實習延長為一年，(3)每月實習津貼減低為四千元；(4)每月實習津
貼提高為八千元
4. （ 3）從 92 學年度起，入學教育學程者如何可以取得合格教師證書(1)通過教育學程必修學分數；(2)完成教育
實習成績及格者；(3)通過全國性教師檢定考者；(4)通過教師甄試者。
5. （ 1）有關全國性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1）由教育部辦理 （2）是希望比照廚師、按摩師、計程車司機等行
業，都能納入有效管理之機智；（3）原則上每年舉辦不止一次；（4）各類科師資並不分別進行檢定。
6. （ 2） 教育部 91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英語科成績分布資料顯示，全體考生成績呈現 (1)均勻分佈 (2) 雙峰現
象，呈現「好壞兩極化」(3) 全國各縣市都是低分群人數多於高分群人數；
（4）臺北市的高分群並未如預
期中遙遙領先其他縣市。
7. （ 4）有關「國中自願就學方案」下列何者是錯誤的？(1)最後一屆自學班畢業生於去（92）年暑假分發完畢，
走入歷史(2) 簡而言之是採計學校的表現做為升學依據，
（3）希望藉此最終廢除聯考壓力，
（4）自從七十
九年開始試辦實施以來，毫無爭議
8. （ 2）依據 92 年 7 月公布之「師資培育法修正案」本校已經著手修法將「教育學程中心」改名為＿＿ 並已經
通過校務會議送教育部審核中。(1)中小學教育學程中心(2)師資培育中心(3)通識中心(4) 幼兒教育發展
中心。
9. （ 3）今年（四月）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修訂國民教育法草案，其中有關能力分班部分明文規定何者是錯
誤的？(1) 未來國中及國小必須實行「常態編班」(2) 過去「常態編班」只是政策宣示或口號，這次初
次開始具有法源依據(3) 學校不可在單獨特定的科目裡，實施分組教學，因材施教 (4)違規者校長得以處
以記大過處分
10.（ 3）依據「國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
，何者是錯誤的？（1）國小學可進用非具有合格教師資格者
進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2）國中也可進用非具有合格教師資格者進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3）這些人員
不需要經過經過縣市教育機關認證合格（4）支援教學領域或科目包括鄉 土語言 、 藝 術 與 人 文 、
英語教學課程
11.（ 3）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要特別強調「課程統整」
，下列那個原因或理念是不正確的？（1）課程統整」強調
「聯結、融合、整合」的觀念，(2)不希望學生的學習是分科過細、偏向背誦的記憶、相互分散獨立的」
(3) 不希望太強調主題、活動、生活經驗等，(4) 要給學生「帶得走的基本能力」
12.（ 4）93 年 9 月教育部版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畫草案將「十二年國教」定位的「三非」政策，不包括哪一
項，（1）「非免試」、（2）非免費、（3）非強迫 （4）以上皆非
13.（ 1）自九十一學年度起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在學科能力測驗方面，下列哪一個科目名稱不是考生均須
應考考的？(1) 物理 (2) 國文、(3) 數學、(4)社會
14.（ 2）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第一學習階段）暫行綱要，總節數區分為「基本教學節數」與「彈
性教學節數」。其中，彈性教學節數佔總節數之 (1) 5%。(2) 20%。(3) 30%。(4)50%。
15.（ 3）教育部為平抑教科書價及提升品質，決定委託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編寫「數學」與「自然及生活科技」
二領域的部編本教科書，哪一學年度開始問世，預計先推出國一用書(1)96(2)95 (3)94; (4)93 學年度
16.（ 4）國民中小教科書開放民編後，到目前已發行的有四個年級， 其中不包括哪一個年級 (1)小二 (2)小四(3)
國一(4)國三
17.（ 3）今（93）年國中第一與第二次基本學 力 測 驗在分別哪兩月份舉行？ (1)1 與 6 月 (2) 2 與 7 月 (3) 3
與 6月
(4) 5 與與 7 月
18.（ 1）教育部 92 年公布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參考題本；並指出，實施一綱多本以後，未來題型將更具_______（化），
並著重觀念的理解。(1)生活化 (2)國際化（3）電子化（4）精英化
19.（ 3）立法院 92 年五月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案」
，並強化對兒童及少年保護。該法規定父母需禁止
未滿多少歲的兒童及少年吸菸，若未善盡責任者，可處父母罰鍰：（1）14 ( 2) 16 (3)18 (4) 20 歲

1

20.（ 2）行政院大學宏觀規劃委員會建議將國內大學區分為四種類型，下列何種類型 不在其中？（1）虛擬型 ( 2)
社區型 (3) 教學型(4) 研究型
21.（ 4）教育部現行對教科書的政策方向以下列哪一項最為符合？(1) 全部由國立編譯館來編印 (2)全部由民間教
科書商來編印，不需教育部審定 (3)全部由民間教科書商編印，經教育部審定 (4)部編與民編並行，民編
教科書的部分需由教育部審定
22.（ 3）教育部所推行中的幼托整合，是規劃讓幾歲以上的幼兒可全數就讀國民教育幼兒班？ (1)三歲 (2)四歲 (3)
五歲 (4)六歲
23.( 2)下列哪一種學校型態有包含國中階段的教育？ (1)綜合高中 (2)完全中學 (3)普通高中 (4)五專
24.（ 3）教育部研議中的「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不包括下列哪一種學制？ (1)普通高中 (2)高職 (3)二
專 (4) 五專
25.（ 4）國內各界對於現行九年義務教育改革主要提議之一，是將義務教育改為幾年？ (1)七年 (2)八年 (3)十一
年 (4)十二年
26.（ 2）教育部為了均衡高中教育資源、強調就近入學、鼓勵彈性選修課所積極推動的是下列哪一項政策？ (1)推
廣設立綜合高中 (2)高中職社區化 (3)高中課程學年學分化 (4)均衡高中職就學比例
27.（ 1）針對過去高中聯考飽受批評的「一試定終身」
，現行的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已改為一年幾試？ (1)二試 (2)
三試 (3)四試 (4)五試
28.（ 3）現行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是採用哪種計分方式？ (1)將各科的原始分數加總 (2)將各科的原始分數加總，
並就部分科目加權計分 (3)將各科原始分數換算成量尺分數後，加總 (4)將各科原始分數換算成量尺分數
後，加總，並就部分科目加權計分
29.（ 2）首屆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生，即將於哪一年參加國中基本學力測驗？(1)93 年 (2)94 年 (3)95 年 (4)96
年
30.（ 4）下列哪一項不是現階段大學多元入學的特色(1)招生管道多元 (2)考招分離 (3)避免以單一智力成績作為
標準 (4)一試定終身
31.（ 4）今年 2 月份的時候，暨南大學李家同教授在聯合報發表文章，大意是說他出了一份試卷，要考看看受試者
知不知道狄更斯、阿拉法特、戴高樂、蒼蠅王、米開朗基羅等人，後續並引發了報紙與網路上許多回應。
從教育的角度來觀察，此一事件主要是涉及下列哪一概念的討論？(1)基礎教育 (2)核心能力 (3)公民教
育 (4)通識教育
32.（ 3）根據研究，1997 年到 2000 年間，82%的台大學生來自全國前 20 所明星高中，而台北市學生成為台大學生
的機率是台東縣的 16 倍。這個發現最可以突顯出下列哪一現象？ (1)貧富差距 (2)數位鴻溝 (3)教育機
會不均 (4)原住民教育受忽視
33.（ 3）根據教育部統計，91 學年度的新生兒中，外籍與大陸籍新娘所生的子女數為 30,833 人，占總數的 12.46%。
此一現象，與下列哪一項趨勢無關？ (1) 學生的文化背景將愈來愈多元 (2)學生在家使用語言的情形將
愈來愈異質化 (3)中小學裡的班級人數將愈來愈少 (4)老師與家長的溝通將愈來愈具有挑戰性
34.（ 1）九年一貫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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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文 (2)數學 (3)
  社會 (4)綜合活動
35.（ 2）近年來中輟生的問題屢屢引起教育者的關心。請問，所謂中輟生的問題，主要指的是哪一個階段？ (1)國
小 (2)國中 (3)高中 (4)大學
3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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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心理學 (2)教育社會學 (3)
教育人類學 (4)教育哲學
37.（ 3）下列哪一種學制不是所謂的技職院校？ (1)科技大學 (2)技術學院 (3)綜合高中 (4)高職
38.（ 3）前教育部長吳京倡議所謂的「三條教育國道」之說。其中，第三教育國道指的是？ (1)大學教育 (2)技職
高等教育 (3)回流教育 (4)老人教育
39.（ 1）今年四月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討論有關能力分班的問題，並審查通過將常態分班納入哪一個法案之中？
(1)國民教育法 (2)高級中學法 (3)技職校院法 (4)大學法
40.（ 4）就我國目前而言，所謂的中等教育是指下述哪一個階段：(1)國小 (2)國小加國中 (3)國中 (4)國中加高
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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