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 101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招生考試教育常識測驗

說明：
考生如對試題答案有疑問時，應於101年6月28日（星期四）下午17:00前，檢附證明
資料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education@ntu.edu.tw），逾期將以公佈之答案計分，不
得再提出異議。

一、單選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答錯
倒扣三分之二分，整題完全不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倒扣分數至單選題
得 分 扣完 為 止， 不影 響 多重 選擇 題 分數 。分數 四 捨五 入 至小 數點 後 第 二
位。】

（B） 1. 國中教育會考預計加考英語聽力，部份輿論持反對意見，主要原因為：
（A）
降低國際競爭力 （B）加深城鄉差距 （C）有礙英文讀寫能力 （D）國、
高中英文銜接不易。
（D） 2. 下列哪一位是目前的教育部長？（A）曾志朗 （B）龍應台 （C）吳清基
（D）蔣偉寧。
（C） 3. 從宋朝至今一千多年來，一直是華人世界的兒童啟蒙書是（A）百家姓 （B）
紅樓夢 （C）三字經 （D）論語。
（B） 4. 智慧型手機興起後，在捷運、公車上常會看到大人、小孩，面無表情盯著
小小的螢幕，具有網路成癮的潛質，這些人被稱為（A）閃電族 （B）低
頭族 （C）尼特族 （D）水昆族。
（A） 5. 下列何者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英文縮寫：
（A）UNESCO （B）OECD
（C）IMF （D）ECFA。
（C） 6. 自 101 學年度起，本校教育學程學生需於何時取得未來任教科別的相關學
系「主修、雙主修、輔系、或等同輔系（研究所學生適用）」資格？（A）
報考前 （B）修習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前 （C）教育實習前 （D）參加
教師資格檢定前。
（B） 7. 下列何者為目前我國師資培育的政策之一：（A）增設師資培育機構、大
量儲備師資 （B）提供教育實習績優獎項，提升實習品質 （C）公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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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費為輔 （D）降低檢定考試難度、提高通過率。
（C） 8. 下列有關我國近年人才延攬狀況之敘述，何者為正確：（A）高階人才進
多於出 （B）陸生畢業即可獲得工作證、留台工作 （C）大陸對臺灣形
成磁吸效應 （D）新加坡總理認為臺灣作法值得學習。
（A） 9. 依據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協會（IEA）針對 38 個國家中學生進行的「國際
公民素養調查（ICCS）
」結果顯示，臺灣中學生的公民素養：
（A）知識面
表現優異、名列前茅 （B）男生平均素養高於女生 （C）學生參與校外
公民活動比率高 （D）對政治人物的貪腐行為接受度高。
（B） 10. 近些年來，政府積極推動融合教育，請問何謂「融合教育」？（A）男女
生在同一班上課 （B）身心障礙學生與非障礙學生在同一班上課 （C）
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在同一班上課 （D）本地生與新臺灣之子在同一班
上課。
（B） 1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確定將於民國 103 年正式上路，請問十二年國民教育
與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哪一項特徵上有異？（A）免學費 （B）強迫入學
（C）普及 （D）公私立學校並行。
（D） 12. 行政院組織改造之後，師資培育相關業務將會隸屬於教育部內的哪一個
司？（A）國民教育司 （B）中等教育司 （C）高等教育司 （D）師資
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D） 13. 再過三年即將屆齡退休某高工教師蔡老師在外面的補習班兼職教課，請問
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A）蔡老師為自己退休後的生活預作「卡位」
找工作出路，無可厚非 （B）只要蔡老師從未在校內宣傳招生或洩題給補
習班，便無違規的問題存在 （C）蔡老師的教學在學校中受歡迎，在補習
班中亦然。基於「有教無類」，在補習班兼職教課可被接受 （D）教師不
得在外補習、兼職，學校應依法處分蔡老師。
（C） 14. 表一為自 65 學年度以來，每隔五年我國各級學校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
數。根據該表，下列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A）隨著時間的變化，各教育
階段的生師比皆有逐年降低的現象 （Ｂ）與國中教育階段相比，高中和
職業學校階段的生師比歷年下降幅度快速 （Ｃ）就國中階段生師比而言，
100 學年度的國中生師比在表中歷年是最低的 （Ｄ）大學教育階段的生
師比在各教育階段中始終都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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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我國各級學校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
學年度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大學

六五

36.04

25.94

23.16

22.70

11.42

七十

31.79

22.97

22.99

22.50

13.53

七五

31.59

21.63

22.70

21.17

13.92

八十

27.20

21.23

22.29

21.28

14.82

八五

21.47

18.30

20.62

21.06

14.51

九十

18.60

15.67

19.41

19.18

19.60

九五

17.86

15.70

19.29

18.41

19.93

一○○

14.79

13.74

18.53

18.29

21.52

資料來源：教育部

（A） 15. 林書豪具有傑出的籃球體育特殊才能，在臺灣他若依此性向申請就讀高中
職的入學管道，稱之為（A）甄選入學 （B）登記發分 （C）申請入學 （D）
繁星計畫。
（C） 16. 高雄市政府配合母親節來臨舉辦「多元形象媽媽」表揚活動，其中一位得
獎人為以祖父身分代替母職照顧患有重度自閉症孫子的蔡振森先生，係為
成功隔代教養的典範。請問自閉症學生依法可向政府申請何種教育扶助措
施？（A）職業教育 （B）另類教育 （C）特殊教育 （D）人權教育。
（A） 17. 新臺灣之子數量增多，突顯出實施下列何種教育議題的迫切性（A）多元
文化教育 （B）性別平等教育 （C）環境教育 （D）家政教育。
（D） 18. 今年全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全國平均通過率約為 61.78%，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本年度應屆畢業生的通過率最接近以下哪個比率？（A）66% （B）
76% （C）86% （D）96%。
（A） 19. 有一天王小明在班上模仿隔壁班小兒麻痺的同學走路的樣子，引來班上同
學大笑。請問以下敘述何者適當？（A）王小明在罹病的同學背後嘲笑，
缺乏「同理心」 （B）此舉雖然不妥，但並沒有傷人的事實 （C）王小
明的行為和綜藝節目模仿秀一樣，是生活的小娛樂，無傷大雅 （D）患
有小兒麻痺的同學應該轉去特殊教育學校，這樣對他們比較好。
（D） 20. 趙大同在學校內受到同學藍強的欺負。藍強自稱參加了校外幫派，並在趙
大同的臉書上留言，警告趙大同以後不要在校外再被他遇見，否則一定「要
他好看」。趙大同受到威脅，不敢上學，求助於學校老師。關於此事，下

第 3 頁，共 12 頁

列敘述何者正確？（A）臉書因不在校園內，非屬教育事務，所以學校老
師即使知道趙大同被威脅，也沒有責任或義務來處理這個問題 （B）老師
應先確認藍強是否真的參加幫派，如此學校才能介入處理 （C）如果真的
被藍強欺負了，趙大同也要能像男子漢一樣，獨自設法解決 （D）藍強
的言論讓趙大同為自身安全產生畏懼不敢來校，已經有觸犯刑法「恐嚇罪」
的問題。

二、多重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4 分，共 160 分。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
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 2 個選項是正確的。每答對一個選項，可各獲 1 分，
每答錯一個選項則各倒扣

1 分。整題完全不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倒扣

分數至多重選擇題得分扣完為止，不影響單選題分數。】

（BD）

1. 臺大連續兩年對雇主進行調查，認為臺大畢業生最不足的兩項能力
是？（A）工作態度 （B）團隊合作 （C）抗壓能力 （D）溝通表
達。

（BCD）

2. 國際評比是檢視學生表現的溫度計，我國參加過哪些國際評比？
（A）IAC（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petitions）。
（B）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C）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D）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ABCD） 3. 鑑於油電雙漲且配合節能減碳的國際環保趨勢，本校鼓勵師生應採取
的作法有哪些？
（A）避免穿外套又開冷氣。
（B）上課完畢後最後走的同學隨手關燈。
（C）室內溫度低於攝氏 28 度不得使用冷氣。
（D）室內開冷氣時，冷氣溫度不得低於攝氏 26 度。
（BCD）

4. 五都改選後，公立高中改隸問題備受關注，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A）目前五都的公立高中均屬於國立。
（B）依法，除國立大學附屬中學外，五都的公立高中應屬於市立。
（C）部分直轄市對中央政府撥付的經費感到不足。
（D）目前僅有新北市訂於明年 1 月 1 日改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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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5. 台北市教育局今年八月起將實施「教室走察」
、
「校長觀課」制度，以
下有關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國中小及高中全面實施。
（B）校長及教務主任必須進入教室聆聽教師上課狀況。
（C）所有老師都必須接受觀課。
（D）觀課結果必須列入考績項目。

（ABCD） 6. 因應十二年國教之實施，國中及高中教育應作下列哪些調整？
（A）國中教師應加強創新教學。
（B）國中應落實學生的生涯輔導。
（C）高中課程需更具特色。
（D）高中教師應加強差異化教學。
（ABCD） 7.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秉持五大理念，下列哪些正確？
（A）有教無類 （B）因材施教 （C）多元進路 （D）適性揚才。
（CD）

8. 以下哪些人最近獲選美國《時代》雜誌 2012 年全球百大最具影響力
人物，突顯出「行行出狀元」多元發展的氛圍？
（A）世界麵包大師冠軍吳寶春。
（B）MLB 金鶯隊臺灣之光陳偉殷。
（C）NBA 尼克隊球星林書豪。
（D）高爾夫球后曾雅妮。

（BCD）

9. 林書豪以哈佛畢業生打進 NBA 球賽，形成「林來瘋」
，其家庭教育功
不可沒。下列哪些敘述為其父母教育信念：
（A）運動有礙學業。
（B）鼓勵運動、兼顧學業。
（C）運動的小孩不會變壞。
（D）宗教信仰有助品格培養。

（CD）

10.已故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的創意對科技產生重大影響，究其大學教
育有下列哪些經驗：
（A）就讀常春藤名校。
（B）主修電腦資訊。
（C）曾經休學。
（D）旁聽書法藝術課（calligraphy）提供日後創意啟示。

（ABD）

11.芬蘭國民教育素質名揚國際，下列何者為芬蘭教育的特色：
（A）強調平等、一個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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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注重閱讀。
（C）注重資優教育。
（D）教師素質高、須具備碩士資格。
（AC）

12.有關未來實施國中教育會考的敘述，下列哪些是正確的？
（A）考試科目包含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和寫作測驗。
（B）會考成績分成「傑出」
、
「精熟」
、
「基礎」和「待加強」四等第。
（C）數學科將增加非選擇題型的試題，英語科將加考聽力。
（D）僅為國中學生程度評量，不作升學分發依據。

（ACD）

13.依據臺大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目標圓心圖」，其中培育目標除了專業
及多元外，尚包含（A）創新 （B）卓越 （C）領導 （D）關懷。

（ABC）

14.大學學費是否調漲向來是爭議性問題，有關 101 學年度學費調漲，下
列何種敘述為正確：
（A）學生團體反對調漲學費。
（B）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主張向企業徵收教育捐，以挹注財源。
（C）臺大主張應調漲學費。
（D）教育部同意公立學校調漲、私立學校凍漲學費。

（BCD）

15.《臺灣大崩壞》作者楊志良認為時下臺灣年輕一代有「四不一沒有」
的危機，其中「四不」包含：
（A）不學 （B）不生 （C）不養 （D）不活。

（ABC）

16.《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最近出版新作，書中他預測未來世界趨勢，
其書名為：《世界（A）又平 （B）又擠 （C）又熱 （D）又老》。

（AB）

17.本校 101 學年度考進教育學程的學生，目前要在臺大進行教育實習之
前，必須具備哪些條件？
（A）大學部學生需取得畢業資格。
（B）研究所學生需修畢畢業所需學分。
（C）要通過全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D）要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ABCD） 18.本校教育學程的學生，在實習之前必須要修畢未來任教學科的專門課
程，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門課程大約有 30-60 學分。
（B）專門課程包括必備與選備科目。
（C）已經修過的科目，如果與規定的科目名稱有一字之差，就需要
申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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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申請專門課程認定時間大約為每學期期中考之後。
（ABD）

19.有關教育部公布的超額比序項目中，列有「均衡學習」乙項，請問該
項包含哪些領域的學習表現？
（A）健康與體育。
（B）藝術與人文。
（C）自然與生活科技。
（D）綜合活動。

（CD）

20.以下有關全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敘述何者正確？
（A）需在教育實習結束之前通過。
（B）每年以辦理兩次為原則。
（C）各類科師資共同考試科目為國語文能力測驗、教育原理與制度。
（D）中學教師考科包含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ABC）

21.下列哪些學校屬於特殊教育學校？
（A）啟智學校 （B）啟明學校 （C）啟聰學校 （D）另類學校。

（BC）

22.有關未來 103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教的相關敘述，下列哪些是正確
的？
（A）全國各就學區之優質高中職比例達 40%之目標。
（B）各免試就學區免試入學之比例達 75%。
（C）特色招生分為考「術科」的甄選入學及考「學科」的考試分發
入學兩大部分。
（D）採先特色招生，後免試入學。

（ACD）

23.我國目前規範有分級制度及管理辦法的媒體為：
（A）電視

（ABC）

（B）報紙 （C）電影

（D）線上遊戲。

24.家扶基金會今年 2 月發表了「2011 臺灣弱勢兒童親職化現況調查」
結果，此調查抽樣全臺一千一百多個弱勢家庭的國小四年級到國中三
年級學生後，發現許多兒童被迫當小大人，請問下列有關描述何者正
確？
（A）八成的兒童在家需要負擔家務、協助照顧工作、以及情感支持。
（B）一成六左右的兒童要幫忙賺錢。
（C）大多數兒童感到壓力大且疲累。
（D）大多數兒童雖然在困境中，但是成績優秀，對未來充滿希望。

（ABC）

25.本中心將於今年暑期假三芝國中辦理第四屆「史懷哲精神教育營」，
請問關於這項教育活動目的的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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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習史懷哲的精神，自願到偏鄉地區協助中學生增進學習。
（B）提供師培生將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作印證的機會。
（C）真切認識臺灣城鄉之間教育機會與資源的落差。
（D）利用暑期賺取教育工讀金。
（BCD）

26.根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以及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課。下列有關教育實
習課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月固定領取 8000 元實習津貼。
（B）為全時制實習，故不得兼任校外工作。
（C）實習內容除教學實習外，還包含導師實習與行政實習等。
（D）實習成績及格者必須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

26.根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以及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課。下列有關教育實
習課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月固定領取 8000 元實習津貼。
（B）為全時制實習，故不得兼任校外工作。
（C）實習內容除教學實習外，還包含導師實習與行政實習等。
（D）實習成績及格者必須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26 題答案為 BCD 或 BC，請參閱備註說明）

（ACD）

27.有關現今青少年 E 世代網路流行語，下列哪些用語所代表的意義敘述
是正確的？
（A）Morning Call 代表「模擬考」。
（B）宮本美代子代表閒閒沒事作。
（C）「43」是「恕刪」的諧音。
（D）AKS 指的是「會氣死」。

（）

27.有關現今青少年 E 世代網路流行語，下列哪些用語所代表的意義敘述
是正確的？
（A）Morning Call 代表「模擬考」。
（B）宮本美代子代表閒閒沒事作。
（C）「43」是「恕刪」的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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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S 指的是「會氣死」。
（第 27 題答案為 ACD 或 ABCD，請參閱備註說明）

（ABCD） 28.某中學高三生拍攝向遊民潑糞影片，遭校方處以退學處分，台北市教
育局認為此舉不符程序，行文糾正。請問下列有關此事件的敘述，有
哪些是正確的？
（A）凸顯人權教育的重要性。
（B）退學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透過教育讓學生改過向善。
（C）教育應該從小就培養孩子的同理心，能夠知道「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
（D）依照「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規定，已沒有「退學」處
分。
（AC）

29.下列哪些課程屬於師資培育課程中之「教育基礎學課程」？
（A）教育概論 （B）教學原理 （C）教育心理學 （D）班級經營。

（AD）

30.完全中學是指同時設有哪些部門的高級中學？
（A）國中部 （B）專科部 （C）高職部 （D）高中部。

（ABCD） 31.下列哪些是政府有關技職教育政策的施政方針？
（A）推動技職教育優質化與專業化發展。
（B）強化產學緊密連結，縮短學用落差。
（C）推展技職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
（D）輔導學校建立特色。
（ACD）

32.下列哪些是我國中小學教育目前面對的重要議題？
（A）「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城鄉差距。
（B）師資來源單一化。
（C）「新臺灣之子」現象衍生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D）少子化造成教師供應過剩。

（ACD）

33.臺灣教育長期存在著「城鄉差距」問題，下列對此議題的敘述何者正
確？
（A）城市教育資源多於鄉村。
（B）都市學校教師流動率遠高於鄉村學校。
（C）鄉村較都市有較高比例的隔代教養問題。
（D）鄉村學校學生的文化刺激一般較為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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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34.請問下列哪些可算是廣義的教育活動？
（A）家族尊長教導「孝順」等道德規範。
（B）社會教育館舉辦藝文活動。
（C）社區大學開設課程。
（D）空中大學透過電視進行教學。
（ABC）

35.對於「直昇機家長」（helicopter parent）的敘述哪些正確？
（A）指隨時盤旋在子女身邊，看頭顧尾。
（B）過度焦慮，介入子女發展。
（C）替子女張羅、解決問題。
（D）認為子女已能獨當一面，自主解決問題。

（ABD）

36.表二呈現各國女性教師比例。根據表二，請問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
的？
（A）各國皆有隨著教育階段的提高，男性教師比例漸增的現象。
（B）就小學階段來講，各國的女性教師所佔比例皆超過一半。
（C）以國中階段而言，有三個國家的女性教師比例過半。
（D）日本的高中職裡，有超過七成的教師是男性。

表二：女性教師比例（2009 年）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98.8
97.1
99.2
97.4
96.7
94.0
97.8
96.3
98.4

68.6
64.8
77.5
56.8
59.6
86.7
85.0
94.0
83.9

67.9
40.7
66.9
48.2
49.3
65.6
62.4
70.8
65.7

57.6
26.4
43.9
46.5
45.2
56.4
48.6
59.9
58.0

中華民國
日
本
南
韓
中國大陸
印
尼
美
國
德
國
義 大 利
紐 西 蘭
資料來源：教育部

（ABCD） 37.本中心培育師資可至下列哪些類學校任教？
（A）完全中學 （B）綜合中學 （C）高級職業學校 （D）國民中
學。
（）

37.本中心培育師資可至下列哪些類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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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全中學 （B）綜合中學 （C）高級職業學校 （D）國民中
學。
（第 37 題答案為 ABCD 或 ACD，請參閱備註說明）

（ABD）

38.下列哪些屬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包含的七大教育議題？
（A）海洋教育 （B）環境教育 （C）品德教育 （D）性別平等教
育。

（ABCD） 39.我國師資培育制度針對不同類科的師資分開培育，請問包含下列哪幾
類？（A）幼稚園 （B） 特殊教育學校（班） （C）國民小學 （D）
中等學校。
（ABCD） 40.下列哪些屬於無障礙環境設施？
（A）導盲磚 （B）殘障車位 （C）輪椅昇降台 （D）具聲音裝置
的交通號誌。

備註說明：

多選第 26 題：（BCD）或（BC）
26. 根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以及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課。下列有關教育實習課程的敘述何者正
確？（A）每月固定領取 8000 元實習津貼。
（B）為全時制實習，故不得兼任校
外工作。（C）實習內容除教學實習外，還包含導師實習與行政實習等。
（D）實
習成績及格者必須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
書。


選項(D)若就考題原意所問「手段-目的」的關係而言是正確的，但由於選項敘述
中的「必須」一則可以解釋為及格者參加考試之必須義務性，二則可解釋為必
須參加考試通過後方獲得教師證書等兩種可能之詮釋。由於實習成績及格者並
非強迫報名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學生有其自由權、自主意願，若以此思考則該
選項並不正確。因考生的思考可能會趨向兩者皆有的情形，故本題答案更正為
（BCD）或（BC）。

多選第 27 題：（ABCD）或（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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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現今青少年 E 世代網路流行語，下列哪些用語所代表的意義敘述是正確的？
（A）Morning Call 代表「模擬考」。（B）宮本美代子代表閒閒沒事作。（C）
「43」是「恕刪」的諧音。（D）AKS 指的是「會氣死」。


選項(B)是參考周鳳五教授「火星文的美麗與哀愁」投影片第 16 張
（www.taipei.gov.tw/public/MMO/TRAD/950804_home.ppt），提到有些火星文以
閩南語諧音偽造日本姓氏。例如「宮本美代子」
（根本沒事情）和「櫻櫻美代子」
（閒閒沒事情）。
由於是直接取自閩南語諧音，
「宮本」取自「根本」
，
「櫻櫻」取自「閒閒」
， 因
此若考慮閩南語諧音，則「宮本美代子」和「櫻櫻美代子」兩者之間是無法替
代的，而「根本沒事情」
，和「閒閒沒事情」在語意上也有差異。因此無論就語
音或語意而言，選項 B 是錯誤的選項，並非正確答案。
但由於「宮本美代子」和「櫻櫻美代子」意義相近，使用時機和效果亦有部分
類似，故選答（ABCD）或（ACD）都給分。

多選第 37 題：（ABCD）或（ACD）
37. 本中心培育師資可至下列哪些類學校任教？（A）完全中學 （B）綜合中學 （C）
高級職業學校 （D）國民中學。


選項(B)部分，依據高級中學法第六條，高級中學分為普通高級中學、綜合高級
中學、單類科高級中學、實驗高級中學等四類，其中綜合高級中學係包含普通
科加上職校技職類科，由於高級中學在臺灣一般簡稱為高中，因此「綜合高中」
作為「綜合高級中學」的簡稱，相對於題幹所述「綜合中學」更為適當。然另
一方面，由於臺灣的綜合高級中學畢竟是取法西方的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若翻譯成中文「綜合中學」的譯法並無不當且一般人可以理解，亦可能
有人使用。故本題答案修正為（ABCD）或（A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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