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三學年度

中學學程教育測驗

系（所）

學號

94.05.13
姓名

1.

(

)「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主要是供哪一個階段的學生參加？ (1) 國中小 (2)高中 (3)大學 (4)研究所

2.

(

)目前教育部推行各項政策的主要依據為何？ (1)教改行動方案 (2)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 (3)教育六項重點工作 (4)
教育部五年計畫

3.

(

)下列哪一種學校型態包含「國民中學」階段？ (1)綜合高中 (2)完全中學 (3)普通高中 (4)五專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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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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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下列哪一種學制包含「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 (1)普通高中 (2)綜合高中 (3)五專 (4)二專

7.

(

)首屆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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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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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近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表行動宣言，提出三大行動綱領，主要是針對下列哪一項教育方案有所批評？(1)九年
一貫課程 (2)95 年高中課程暫行綱要 (3)高職新課程 (4)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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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皮德思(R.S. Peters)討論「教育應具有合認知性、合自願性、合價值性等三項規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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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現行哪一種學制採用所謂的學區制？ (1)幼稚園 (2)國民中小學 (3)高中職 (4)大學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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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9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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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94 年 3 月公布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中所稱之「常態編班」指的是依下列哪一個原則
所進行的編班？ (1)依居住地區 (2)隨機 (3)依出生年月日 (4)依 AB 兩段

16. (

)94 年 3 月公布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中規定，國中二、三年級得就某些領域進行分組
學習。下列哪一個領域不算？ (1)國文 (2)英文 (3)數學 (4)自然與生活科技

17. (

)根據教育部的決議，未來中學與小學師資培育將採 (1)合流培育
兩階段方式培育。

18. (

)現今教育部長為 (1)曾志朗 (2)李遠哲 (3)杜正勝 (4)其他

19. (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一年舉行幾次？ (1)一次 (2)二次 (3)三次 (4)四次

20. (

)立法院 93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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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的兒童及年吸菸，若未善盡責任者，可處母罰鍰 (1) 14 (2) 16 (3) 18 (4) 20 歲

21. (

)立法院 93 年通過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案」規定父母需禁止兒童及少年某些行為，若未善盡責任者，可處父母
罰鍰。下列哪些行為不在此限 (1)進入網咖 (2)嚼檳榔 (3)飲酒 (4)飆車

22. (

)教師團體在 94 年五一大遊行主要訴求為何

23. (

)在國中小學鄉土語言課程中，下列哪一種不是教育部指定的語言？ (1)閩南語 (2)客家語 (3)原住民語 (4)國語

24. (

)九年一貫課程分成幾大領域？ (1)五大領域 (2)六大領域 (3)七大領域 (4)八大領域

25. (

)本校教育學程規定學生必須至少修習幾年為原則？ (1)一年(2)二年(3)三年(4)無任何規定。

26. (

)將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合一的學校為 (1)完全中學 (2)綜合高中 (3)預備中學 (4)一貫中學。

27. (

)國民中小學採取常態分班，是基於那項教育理念?

(2)分流培育 (3)回歸師範院校培育 (4)取得學位後

(1)組教師工會 (2)還我納稅權 (3)抗稅權 (4)貫徹常態分班

(1)因材施教(2)分流教育(3)教育機會均等(4)多元教育。
請翻頁繼續作答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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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一個科目不是考生均須應考考科名
稱？ (1)物理 (2)國文 (3)數學 (4)社會

29. (

)在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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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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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哈比人族 (4)草莓族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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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教育學程者 (1) 需繳納教育實習之學分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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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從 92 學年度起，修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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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格者 (3)通過全國性教師檢定考者 (4)通過教師甄試者

33. (

)93 年（4 月）立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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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這是相當於今日的何種教學方法？ (1)愛心教育 (2)填鴨式教學 (3)啟發式教學 (4)
注入式教學

35. (

)下列那一項不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特色 (1)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 (2)銜接國小、國中的
課程 (3)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 (4)注重學科教學，強調知識的系統性

36. (

)國民中小學選用教科書是以什麼為單位？ (1)縣市 (2)鄉鎮 (3)學校 (4)班級

37. (

)常聽到批評某教師為「教書匠」，而不是「教育家」。下列何者屬於「教育家」所獨特擁有的特徵？(1)豐富的教材
知識 (2) 純熟的教學方法 (3) 奉公守法的精神 (4) 無私的付出

38. (

)「教」的原意是「上所施，下所效」，這說明何種傳統教育精神？
發問

39. (

)國民教育階段的教育應屬什麼性質？ (1)專業教育 (2)知識強化 (3)生活教育 (4)升學主義

40. (

)下列何者較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 (1) 統一進度、統一考試 (2) 一元化的教學、多元化的評量(3) 不同進度、統一
考試 (4) 教師間合作的教學、學生個別的評量

41. (

)在教師法條文中，教師並無下列那一項權利？ (1)罷教權

42. (

)家長參與是改善教育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請問依照現行的辦法，家長在各校教評會的名額為
(2)至少一名 (3)至少二名 (4)至少三名

43. (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強調何者的重要？ (1)遺傳 (2)個性 (3)社會規範 (4)環境

44. (

)下列哪項法規通過後，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1)教師法 (2)教育基本法 (3)師資培育法 (4 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

45. (

)今年甄試通過而開始修習教育學程者，未來實習期限為何？ (1)一年 (2)九個月 (3)六個月 (4)三個月

46. (

)下列對教育的陳述，何者正確？
有用的，但不是萬能的

47. (

)教師能否對學生「體罰」一事，教育主管機關的規定是如何？ (1)家長同意後即可實施 (2)校長同意後可實施(3)學校
行政會議通過後即可實施 (4)嚴格禁止

48. (

)教育部推動學生輔導新體制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是指哪三項？ (1)教師、家長、學生 (2)預防、輔導、治療(3)教學、
訓導、輔導 (4)學校、社區、家長

49. (

)目前憲法上規定教育科學文化的經費在中央
定

50. (

)下列哪一事件較為適合做為生命教育課程的素材？
事件

(2)完成教育實習成績

(1)注重創新 (2)注重懷疑 (3)注重模仿 (4)注重

(2)自主權 (3)管教權

(4)申訴權
(1)至少佔一半以上

(1)教育是萬能的 (2)教育是無用的 (3)教育的實施只需考慮遺傳的成熟 (4)教育是

(1)不得少於 15﹪ (2)不得少於 25﹪ (3)不得少於 35﹪(4)沒有下限的規

(1)周侯戀 (2)倪敏然事件 (3)連爺爺回來事件 (4)吳宗憲被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