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七年度
選擇題 50 題（每題 2 分）背面有試題
1. (

中學學程教育測驗
系（所）

學號

97.05.09
姓名

)「國中精緻國教發展方案」提出從 98 學年度開始，國中班級人數逐年將調降至幾人以下？（A）15 人（B）20 人
（C）30 人（D）35 人。

2. (

)臺北市教育局於 2008 年 3 月召開審議教師不續任會議，決議解聘中山國中教師蕭曉玲引起若干爭議，該會
宣稱是為了保障學生的什麼權利？（A）工作權 （B）知的權力 （C）受教權 （D）受益權

3. (

)教育部自 90 學年度起，將鄉土語言列為正式課程(納入語文領域中)，指出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任選
一種鄉土語言修習，國中部分規定為何？ （A）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 （B）至少選一科（C）至少選兩科 （D）

4. (

不訂科目數之下限，但選修者可加分。
)教育部為了建立中小學生上網安全觀念，特別建置了網路新國民網站(http://www.smartkid.org.tw)，透過生動活潑的
教材教導，學習三大課程，其中何者不在其中？（A）網路禮節 (B)網路法律(C)網路自我保護(D)網路買賣課程

5. (

)依法教師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需進修多少小時 (A)18 (B)20 (C)25 (D)24 小時

6. (

)下列哪一句現代用語是用來形容網路流行與正規文字不同的語文 (A)快閃文 (B)機車文 (C)火星文 (D)草莓文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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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歲的兒童及少年吸菸，若未善盡責任者，可處父母罰鍰 (A)14 (B) 16 (C)18 (D) 20 歲

8. (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95 年首度試辦「寫作測驗」，若作答時寫簡體字如何計分，根據教育部常務次長吳財順 95 年 4
月 11 日解釋(A)只能使用繁體字，簡體字一律扣分(B)只能使用國編版(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使用過的簡體字，才不會
被扣分(C)使用課本上沒有的簡體字，是否扣分尊重閱卷老師的決定(D)使用台語拼音文是否扣分，將組成專案審查
小組訂定統一標準。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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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進入網咖 ( B)嚼檳榔 (C)飲酒 (D)飆車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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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閩南語(B)客家語(C)原住民語(D)東南亞語言

11. (

)九年一貫課程分成幾大領域 (A)五大領域(B)六大領域(C)七大領域(D)八大領域。

12. (

)本校教育學程，依規定學生必須至少修習幾年為原則 (A)一年(B)二年(C)三年(D)無任何規定。

13. (

)教育部將從九十五學年度開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下列何者正確 (A) 先從中學開辦（B）評鑑採獎勵教師自
由參加的方式(C)各校一律參加試辦計畫 (D)評鑑結果會作為教師考績及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

14. (

)從 92 學年度起，國內師資培育制度在實習制度上的改變，何者正確 (A)修習教育實習需繳納學分費(B)全程參與之
教育實習延長為一年(C)每月實習津貼減低為四千元(D)每月實習津貼提高為八千元。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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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過教育學程必修學分數者(B)完成教育實習且成
績及格者(C)通過全國性教師檢定考者(D)通過教師甄試者

16. (

)有關各縣市教師甄試的缺額明顯減少，主要是受到哪一項社會趨勢的影響？(A)城鄉差距 (B )M 型社會 (C)少子女
化 (D)資訊化

17. (

)有關師資培育的教育事務，主要是教育部哪一個單位的業務？(A)中教司 (B)技職司 (C)高教司 (D)社教司

18. (

)教育部推動的「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中，下列哪一項並不包含在內？(A)生態環境恢復與維護 (B)課程與教材發展
(C)永續建築 (D)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9. (

)有關教育歷程的討論，例如︰教法、師生互動…等等，主要是下列哪一個教育領域的討論主題？(A)課程 (B)教學 (C)
行政 (D)輔導

20. (

)台北市教育局與教育部在哪一項教育政策上爆發中央與地方的教育權限爭議 (A)多元入學 (B)一綱多本 (C)小班
教學 (D)統整教學

21. (

)下列哪一類教育與所謂「後期中等教育(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無關？ (A)國中 (B)高中 (C)綜合高中 (D)高職

22. (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中，「作文」之評分乃是分為幾級分？ (A)四級分 (B)六級分 (C)八級分 (D)十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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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教育部為平衡城鄉差距，在推薦甄試之外，另闢大學招生的管道，將通過學測門檻、在各校成績排名在 1%內的學
生，均可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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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繁星計畫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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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生活 (B)數學 (C)社會
(D)綜合活動

25. (

)依據國民教育法，我國之國民教育乃是指六歲至幾歲？(A)12 (B)13 (C)14 (D)15

26. (

)下列哪一種學校型態有包含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 (A)綜合高中 (B)完全中學 (C)普通高中 (D)五專

27. (

)依照目前的計分方式，國中基測五科量尺分數合計之總分是？(A)500 分 (B)512 分 (C)300 分 (D)312 分

28. (

)有關教育機會均等、城鄉差距等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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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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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大學教育 (B)技職教育 (C)
回流教育 (D)老人教育

30. (

)依據國民教育法，我國國民教育之教育宗旨為何？(A)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B)德智體群美 (C)智仁勇 (D)認知技能
情意

31. (

)近年來教育改革的措施中，不包括下列那一項？（A）九年一貫課程（B）多元入學方案（C）教科書一綱多本（D）
能力分班。

32. (

)投入兩年七億台幣成立「永齡希望小學」
，進行弱勢學生課輔的國內企業是（A）華碩（B）台積電（C）鴻海（D）
聯電。

33. (

)依照現行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之薪資不是免稅對象？（A）幼稚園教師（B）國民小學教師（C）國民中學教師（D）
高級中學教師。

34. (

)日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呼籲新政府，應正視學生國語文低落的問題，不能只拚經濟，還要搶救語文三級貧戶；
該團體建議檢討下列哪一項教育政策？（A）能力分班（B）九八課綱（C）教科書一綱多本（D）九年一貫課程。

35. (

)下列哪一句現代用語是用來形容「大學畢業之後，不求全職工作，反而在時薪打工的工作間跳來跳去，追求自由
與率性的工作族群」？（A）月光族（B）快閃族 （C）飛特族（D）草莓族。

36. (

)中部縣市因國中資優班招生考試，引發教育部與縣市政府的爭執，教育部指稱地方政府違反法令，考試一律不算，
請問是違反哪一項法令？(A)國民教育法 (B)資優教育法 (C)教育基本法 (D)特殊教育法。

37. (

)教育部決議，98 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將新納入下列哪一科目？(A)公民與社會 (B)三民主義 (C)歷
史 (D)地理。

38. (

)對學生的管教禁止體罰，明訂於下列何者？(A)教師法 (B)師資培育法 (C)教育基本法 (D)國民教育法。

39. (

)根據「兒童福利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教師知悉青少年有遭受遺棄或身心虐待之情事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多久？（A）12 小時(B)24 小時(C)48 小時(D)72 小時。

40. (

)在我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有關暢通升學管道的建議中，主張高級中等學校應朝何種方向發展？(A)職業
高中 (B)綜合高中 (C)普通高中 (D)大學預科。

41. (

)青春期變化的發生時機是有意義的，下列敘述何者較為適當？(A)青春期的發生時機對男孩與女孩的意義大致相同
(B)晚熟的男孩比早熟的男孩享有許多社會利益(C)對女孩來說早熟會面臨較多壓力(D)早熟和晚熟的不同會延伸
到成人。

42. (

)青少年對「難預測的未來」產生的恐懼是屬哪一類之恐懼？(A)對東西與自然現象的恐懼 (B)對自我有關的恐懼 (C)
對社會關係的恐懼 (D)不知名的恐懼。

43. (

)青少年喜歡尋求刺激、富冒險性的人格特質被稱做是：(A)A 型性格 (B)B 型性格(C)S 型性格 (D)T 型性格
2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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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青少年身體發展的重大變化，下列哪一項描述較不適當？(A)身體快速生長造成體重和身高急驟增加 (B)第一性徵
的發展 (C)性腺的進一步發展 (D)呼吸和循環系統的改變。

46. (

)請問下列哪一項政策是採取「對於弱勢者給予優惠待遇」(unequal treatment for unequal)，以實踐教育機會均等的目
的？(A)小班教學精神 (B)九年一貫課程 (C)教育優先區 (D)高中社區化。

47. (

)鄭老師的桌上貼了一句銘言來鼓勵自己：
「我希望我的學生因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這句話與下列哪一個學術觀
點是相同的？(A)教師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 (B)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 (C)正增強原則(positive reinforcement)
(D)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

48. (

)根據警政署刑事局的調查，青少年網路犯罪案件主要以竊盜和詐欺為大宗，請問這些行為是與哪一項網路犯罪場
所最有關聯 (A)線上遊戲(B)聊天室 (C)拍賣網站(D)E-mail。

49. (

)為了協助外籍配偶教養子女，教育部擬採取下列何種措施 (A)外籍配偶子女免費入學

(B)外籍配偶子女優先進入

公立幼稚園 (C)實施外籍配偶子女補習教育 (D)外籍配偶子女教科書免費。
50. (

)老師可以利用陳冠希事件來進行下列何種教學？(A)性別平權 （B）媒體素養（C）危機處理 (D)以上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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