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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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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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過去早自習常用來考試，配合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教育部要求未來各國中每星
期至少有一天早自習用來做什麼？
（A）吃營養早餐
（B）做護眼操
（C）到教室外運動
（D）閱讀
(A)
2. 霸凌有很多種，每次小美只要成績比阿宏好，阿宏就會跟其他同學說是小美作
弊的緣故，所以大家都不跟她玩，小美覺得自己被班上同學排擠，請問此個案
是屬於哪一種霸凌？
（A）關係霸凌
（B）肢體霸凌
（C）言語霸凌
（D）網路霸凌
(B)
3. 今年初北市某所國中訓導組長，誤將極機密的校內高關懷學生名單當成廢紙處
理，結果學生姓名、班級、座號，和需輔導的偏差行為或困境，甚至前科紀錄，
輾轉傳到學生手上。請問這是違反什麼法律？
（A）青少年福利法
（B）個人資料保護法
（C）人身保護法
（D）國民教育法
(D)
4. 去年（ 101 年度）十五至廿九歲青年，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是未在學、未就
業。請問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或不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的青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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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被稱為什麼？
（A）頂克族
（B）粉領族
（C）草莓族
（D）尼特族
(C)
5. 最近廣泛流傳力克．胡哲的勵志書《人生不設限》，這本書主要在描述作者：
(A) 從小家境貧困但立志向上的奮鬥歷程
(B) 克服自閉症成為優秀教師的的心路歷程
(C) 天生沒手沒腳但不輕言放棄的生命歷程
(D) 雙腳殘疾卻成為奧運選手的奮鬥歷程
(B)
6.「學習共同體」將教學中傳統面向教師的座位形式改成以下何種形式?
(A) 一字型
(B) ㄇ字型
(C) Ｓ字型
(D) Ｔ字型
(C)
7. 學校為祝賀賈老師任教三十年，特別公開表揚其貢獻並致贈匾額。請問下列哪
一個賀詞最適切？
（A）呦呦鹿鳴，鼓瑟吹笙
（B）春風化雨，功勛彪炳
（C）作育英才，亹亹不息
（D）妙手回春，懸壺濟世
(D)
8. 下列哪一項政策最能夠符合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
（A）因應物價上漲，教育部調漲大學學費
（B）配合十二年國教免試升學，鼓勵私立高中之國中部學生直升
（C）吳寶春想念 EMBA，教育部火速修法
（D）設立教育優先區，政府編列預算優先補助偏遠地區學校
(C)
9. 小葉就讀五星國中，午餐拒吃蔬菜，導師再三要求學生不能浪費食物，但小葉
不聽勸告，因此把老師給惹毛了，老師體罰小葉。對於此事件，下列哪項敘述
最合乎現況之規範？
（A）不打不成器，體罰是為了學生好
（B）施予體罰是教師管教學生的權利
（C）國家法令明文禁止體罰，避免學生身心受侵害
（D）為尊重學校發展特色，是否體罰由學校自行決定
(D)
10. 今年（102 年度）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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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平均通過率約為 59.78%，較去年的 61.8%略低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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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B）80%
（C）90%
（D）100%
(B)
11. 修習教育學程的步驟包含：
（1）參加半年教育實習（2）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3）取得師資生資格（4）
修畢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請問下列排序何者正確？
（A）（1）（2）（3）（4）
（B）（3）（4）（1）（2）
（C）（3）（4）（2）（1）
（D）（4）（3）（2）（1）

(C)
12. 請問強調讓身心障礙學生盡量與普通學生一起共學，而非隔離開來實施雙軌制
的教育型態，稱為什麼？
（A）混齡教學
（B）常態編班
（C）融合教育
（D）學習共同體
(D)
13. 我國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各級類科教師的管道，自從民國 83 年制定通過下列哪
項法案後開始走向多元培育的途徑？
（A）教師法
（B）師範教育法
（C）國民教育法
（D）師資培育法
(B)
14. 下列何者為「強迫入學條例」所規範的年齡層?
(A)六到十二歲
(B)六到十五歲
(C)六到十八歲
(D)十三到十五歲
(A)
15. 除本中心規劃的正式課程外，由本中心師資生組成的教育學程學會也為師資生
舉辦相當充實、多元的非正式課程與學習活動，試問需要具備下列哪項資格始
得成為學程學會會員？
（A）本校教育學程學生為當然會員
（B）經申請並繳交會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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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經登記並審查通過者
（D）經教師推薦者
(B)
16. 十二年國教免試過程中的超額比序，以下哪一項敘述正確？
（A）所有縣市的超額比序方法一致
（B）每一個縣市的超額比序都納入會考
（C）各個縣市的比序項目都包含競賽成績
（D）志願序影響不大
(A)
17. 政府預定於 103 年起正式推動實施十二年國教，此政策目前造成下列哪一種現
象？
（A）欲就讀私立中學國中部的報名人數增加
（B）由於免試升學，補習的國中生人數減少
（C）「明星高中」全面以免試升學管道招生
（D）國中普遍減少考試次數，讓學生快樂學習
(D)
18. 透過十二年國教升學管道，可進入就讀之學校類型不包括下列哪項？
（A）高中
（B）高職
（C）五專
（D）二專
請閱讀下列短文後回答第 19 題及第 20 題：
〈刷牙〉
是不是刷牙的時間越長、越用力，我們的牙齒就會越乾淨呢？
英國研究人員指出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實際嘗試過許多不同的方法，結果發現
最佳的刷牙方式為：刷兩分鐘，不要太用力，效果最好。如果刷得太用力，就會傷
害你牙齒的琺瑯質和牙齦，而且還無法清除食物殘渣或牙菌斑。
本特‧漢森是一位研究刷牙的專家，她認為握牙刷最好像是握筆一樣，「從一
側開始刷，沿整排牙齒刷過去。」她說：「也別忘了刷舌頭！實際上，舌頭上面可
能會有大量導致口臭的細菌。」〈刷牙一文來自於挪威的一份雜誌〉。
(A)
19. 這篇文章是關於什麼？
（A）最佳的刷牙方法
（B）最好用的牙刷
（C）一口好牙的重要性
（D）不同人們刷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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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 英國研究人員有什麼建議？
（A）要盡可能地多刷牙
（B）不要試著刷舌頭
（C）不要太用力地刷牙
（D）刷舌頭要比刷牙的次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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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
1. 最近日本佐藤學教授提出「學生從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在國內亦引發關注。
從學習中逃走的學生有以下哪些特性？
（A）出國壯遊
（B）學習動機低落
（C）身體坐在教室內，靈魂卻不在
（D）沒有放棄學習，但也沒有樂在學習
(ABD)
2. 教育部為提升學生體適能，推動「三三三計畫」，所謂「三三三」係指
（A）每週至少運動 3 次
（B）每次運動最少 30 分鐘
（C）每次運動後，呼吸能達 30 次以上
（D）每次運動後，心跳能達 130 次以上
(ABCD)
3. 教育部近期擬定的人才培育白皮書，在中小學師資部分有哪些重點，以改善師資
培育與進用？
（A）啟動教師評鑑
（B）明定教師進階制度
（C）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廢除強調記憶背誦的命題方式
（D）降低代理（課）教師人數及授課比率
(CD)
4. 只要每天平均使用電腦兩小時以上，就會出現「電腦視覺症候群」，包括乾眼、
眼睛酸痛、視力模糊、頭疼等症狀，教師該如何教導學生預防電腦視覺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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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光源最好直接打在螢幕上
（B）電腦螢幕的亮度愈高愈好
（C）電腦螢幕最好略低於視線水平，而且距離要有一個手臂長
（D）每小時休息十分鐘，每三十分鐘看六公尺以外的遠方至少十秒
(ABD)
5. 一般而言，目前高學歷青年失業率偏高的原因為何?
(A) 大學快速擴充
(B) 就業市場僧多粥少
(C) 企業徵才對學歷的要求降低
(D) 高學歷青年學用落差大
(AB)
6. 「畢業後，先出國打工兼度假！」是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生涯規劃選項之一，目
前有哪些國家已開放給我國青年打工度假?
(A) 澳洲
(B) 英國
(C) 美國
(D) 中國大陸
(ABCD)
7. 近日「博士賣雞排」事件引起社會輿論廣泛的討論，下列何者為曾提出的議題?
(A) 讀書無用論
(B) 浪費教育資源
(C) 職業無貴賤
(D) 高教過度擴張
(BC)
8. 面對校園霸凌，老師應該怎麼做?
(A) 直接報告校長處理
(B) 營造尊重與包容的班級氛圍
(C) 了解霸凌者的動機，修正其偏差觀念
(D) 鼓勵班上其他同學一起排擠霸凌者，保護被霸凌者
(ABD)
9. 面對未來職場，大學生需擁有的「軟實力」
，包括下列哪些能力?
(A) 溝通表達
(B) 團隊合作
(C) 課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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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終身學習
(AD)
10. 下列有關教育的成語，何者用字正確無誤？
(A) 桃李春風
(B) 詢詢善誘
(C) 呈門立雪
(D) 因材施教
(ACD)
11. 以下有關本校教育專業課程之修習規定，哪些是正確的？
（A）預修至多可採計 6 學分
（B）他校轉入本校至多可抵免 20 學分
（C）修習教材教法前，要先修習一門教育基礎學及兩門教育方法學共 6 學分
（D）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

(ABC)或(ABCD)
12. 我國高中職畢業生可以報考的考試類別有哪些？
（A）學測（學科能力測驗）
（B）指考（指定科目考試）
（C）統測（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
（D）基測（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請參閱頁 15 之備註說明）
(ABD)
13. 近幾年來，高中生透過多元入學方式升大學，有哪些發展趨勢？
（A）學生選擇申請入學管道升學的比例增加
（B）學生跨類組選擇科系的情況增加
（C）頂尖大學新生以透過繁星計畫入學者為主
（D）申請入學的資料不再限於紙本，採用網路申請方式的學校數量增加

(ABCD)或(BCD)均可。
14. 近年來的教育發展趨勢對技職教育產生影響，請問以下哪些為真？
（A）高中職全面免學費政策，打擊原來高職免學費的優勢
（B）目前高職生多以升學為目標，與高職為終點教育的目標不合
（C）為弭平產學落差，許多技職院校與業界合作，積極規劃產學合作
（D）為強化產業基礎，教育部未來五年擬投入 203 億經費改善技職教育
（請參閱頁 15 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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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 或(ABCD)
15. 近來臺北市醫院骨科門診發現，因為姿勢不良造成脊椎側彎加重的患者，有增加
的現象，且主要年齡集中在九歲到十八歲的青少年，請問主要原因可能為何？
（A）長時間打電動
（B）長時間玩手機
（C）長時間唸書
（D）運動量不足
（請參閱頁 15-16 之備註說明）

(AB)
16. 教育部日前公布《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請問以下敘
述哪些正確？
（A）學校錄用新進人員時，應先到不適任教師通報系統查詢確認
（B）適用對象除公私立學校老師外，並擴及學校工作人員、運動教練、補習班教
師等
（C）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不適任教育人員被登錄
（D）曾被醫師判定有精神疾病而納入通報的不適任老師，即使經過治療，仍不能
自通報名單中刪除
(AD)
17. 下列引述的話語顯示不同人士對明年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教有著不同的理解。其
中，有的敘述正確，有的錯誤。請問有哪些人的敘述符合政府公佈的十二年國教
政策？
（A）黃小花：「就算走免試升學管道還是必須考國中教育會考！」
（B）在基隆唸八年級的李大同：「喔，基北區要求多元學習，那我拿手的健康與
體育只要在校成績得分越高，越能夠贏過其他競爭者。」
（C）住北投的姚媽媽：
「為了要讓我家目前唸七年級的小婉可以進入北一女就讀，
我已經把家裡的戶口遷到北一女的學區了。」
（D）文文說：「我可以先申請免試升學，錄取的學校如果不滿意，可以放棄再參
加特色招生。」
(BD)
18. 下列有關教師輔導管教學生的敘述，有哪些是正確的？
（A）教師不能打學生手心，但可以要求學生交互蹲跳、學鴨子走路
（B）除非教師有相當理由及證據，否則不得搜查學生身體或書包
（C）學生忘記帶作業或沒有寫作業，教師不可對其體罰但可以罰款方式替代
（D）學校人員進行宿舍檢查時，必須要有學生幹部或家長代表陪同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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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列哪些課程屬於師資培育課程中之「教育方法課程」？
（A）教育概論
（B）教學原理
（C）教育測驗與評量
（D）班級經營
(ABC)
20. 根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有關實習的規定，符合下列哪些條件之一，方能申請跨區
實習？
（A）申請人父、母或配偶罹患重大疾病，需親人照顧者
（B）申請人之配偶不在同一縣市任職或生活者
（C）自願至原住民地區學校、偏遠地區學校實習者
（D）戶籍地不在台北縣市者
(AB)
21. 下列哪些可作為支持實施十二年國教的論述？
（A）好學生到哪裡都是好學生，學生可以讓這個學校變好，家長不能再有「非進
到那一個學校」的迷思
（B）家長觀念要改變，因為不會所有的小孩學科表現都好，所以適性發展很重要。
（C）若要成功推行十二年國教，關鍵點是改變入學考試方式，例如北北基區特色
招生考類 PISA 試題。
（D）在高度競爭之下，升學進入「明星高中」為保障孩子未來生涯順利發展之唯
一出路

(CD)或（D）
22.有關十二年國教免學費的相關敘述，有哪些是正確的？
（A）所謂「免學費」，就是所有學習相關的費用例如平安保險費、書籍費等都不
需要繳交
（B）免學費是針對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並不包含在內
（C）免學費是高中、高職一體適用
（D）如果學生重讀原年級，不得再次申請學費減免
（請參閱頁 16 之備註說明）
(ABCD)
23. 身為教師，採取下列哪些作法方符合「差異化教學」的理念？
（A） 實施多元的教學策略
（B） 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
（C） 運用同質性和異質性小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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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進行多元化的評量
(ACD)
24. 下列哪些措施有助於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
（A）實施國中常態編班
（B）降低師生比
（C）學校按照課表授課
（D）提升教師專長授課比率
(ABCD)
25. 十二年國教中的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將加考聽力，關於此政策的相關敘述哪些是
正確的？
（A）測驗聽力將矯正以往英語教育較偏重閱讀的現象
（B）有識者擔心加考聽力對於偏鄉地區學生不公平
（C）可能增加家長送孩子去補習班補習聽力的情況
（D）教育部審查通過之英語科教材都包含 CD 有聲教材，學生可善加利用
(ABC)
26. 據報載，美國 14 歲天才少年雅各．巴奈特（Jacob Barnett）自幼被診斷出罹患
自閉症，然而 IQ 被測出高達 170，超越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專家透露，
正在攻讀量子物理學碩士學位的雅各，未來可能獲得諾貝爾獎，此個案可彰顯
下列哪些教育理念？
（A）有教無類
（B）因材施教
（C）適性揚才
（D）通才教育
(ABCD)
27.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是近年來新興的教育理念與作法，引起
國內外諸多討論。試問下列有關翻轉教室理念的描述哪些正確？
（A）學生上課前觀看教學影片，進行自主學習
（B）學生角色從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轉變為主動學習者
（C）教師角色從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學習協助者
（D）上課時主要幫助學生釐清困難，進行更高層次的學習活動
(BCD)
28. 近來基北區特色招生是否要採取類 PISA 題型的方式命題成為熱門話題。PISA 全
名 為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量 計 畫 （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針對其會員國每三年大規模舉行的一項測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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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評估十五歲青少年的基本素養。PISA 評比內容涵蓋下列哪三個領域？
（A）資訊素養
（B）閱讀素養
（C）數學素養
（D）科學素養
(AC)
29. 本中心師資生在修習各科教材教法前必須在下列哪兩門課程中二擇一修習？
（A）課程發展與設計
（B）班級經營
（C）教學原理
（D）輔導原理與實務
(ABCD)
30. 教育優先區是我國為縮短國民中小學教育資源城鄉差距，並積極落實教育機會均
等的具體政策。試問下列哪些是獲選為教育優先區的指標項目？
（A）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B）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移民子女之學
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C）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D）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率偏高之學校
(ABD)
31. 請問下列哪些是我國特殊教育法的適用對象？
（A）過動症學生
（B）自閉症學生
（C）學習成就低落學生
（D）資賦優異學生
(ABC)
32.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致力於培養「卓越的中學教師」
，請問其所需具備的五項特質，
除了「專業」、「創新」以外，另外三項是什麼？
（A）多元
（B）關懷
（C）領導
（D）獨立
(ABD)
33.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增進教育學程學生專業知能，在正式課程外另外提供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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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能活動，以下何者正確？
（A）三芝國中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營
（B）教育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C）我的學思歷程系列演講
（D）台大 Super 教案獎競賽
(ABCD)
34. 目前國中基測與未來國中會考有哪些差別？
（A）前者考題中間偏易，後者考題難易適中
（B）前者英文無聽力測驗，後者英文有聽力測驗
（C）前者數學為選擇題，後者數學有非選擇題型
（D）前者成績採取 PR 值百分量尺，後者成績採取「精熟」、「基礎」、「待
加強」三等級
(ABC)
35. 十二年國教配套措施之一「提升國民素養實施方案」，請問國民素養除了語文素
養外，還包括哪些？
（A）數學
（B）科學
（C）數位
（D）公民素養
(ABCD)
36. 下列何者為十二國教所引起的爭議?
(A) 入學制度太複雜
(B) 孩子壓力無法減輕
(C) 超額比序項目不合理
(D) 抽籤決定升學學校
(BCD)
37. 十二年國民教育是指以下哪些階段為國民教育？
（A）幼兒園
（B）國小
（C）國中
（D）高中職
(AD)
38. 十二年國教招生的比序項目重視服務學習。請問以下有關服務學習的敘述哪些
是正確的？
（A）服務學習從利他的過程中，自己也可以成長
（B）為考量學生安全，服務學習宜以校內打掃環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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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純粹為應付升學，無助於學生體會社會責任
（D）幫助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能夠樂在服務

(BCD)
39. 同時具備下列哪些條件的學校可以辦理特色招生？
（A）家長會議決議通過
（B） 通過教育主管機關之校務評鑑
（C） 具有特色課程的高中職
（D） 獲得教育主管機關核准
(ABCD)
40. 下列哪些是臺北市推動十二年國教的策略與行動？
（A）推動「以學定教、學教翻轉」，以學生怎麼學反思教師應該怎麼教
（B）成立「專業學習社群」，教師以團隊形式進行教育專業對話
（C）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討論)
（D）強調「學習共同體」的概念，鼓勵學生與教師各自互相觀摩學習

※ ※※※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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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單選題
(A)
2. 霸凌有很多種，每次小美只要成績比阿宏好，阿宏就會跟其他同學說是小美作弊
的緣故，所以大家都不跟她玩，小美覺得自己被班上同學排擠，請問此個案是屬
於哪一種霸凌？
（A）關係霸凌
（B）肢體霸凌
（C）言語霸凌
（D）網路霸凌
本題重點為〞小美被同學排擠〝，且本題為單選題，故最適合之答案為(A)。仍維
持原答案。

多重選擇題
(ABD)
5. 一般而言，目前高學歷青年失業率偏高的原因為何?
(A) 大學快速擴充
(B) 就業市場僧多粥少
(C) 企業徵才對學歷的要求降低
(D) 高學歷青年學用落差大
答案(B)所指之就業市場承題幹之意，乃指高學歷青年適合之就業市場，針對答案

(C)疑義者所提出之文件僅顯示企業進用碩士畢業學歷員工未顯著增加，但並未顯
示企業徵才對學歷的要求降低。因此本題仍維持原答案(ABD)。

(AB)
6. 「畢業後，先出國打工兼度假！」是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生涯規劃選項之一，目
前有哪些國家已開放給我國青年打工度假?
(A)
(B)
(C)
(D)

澳洲
英國
美國
中國大陸

本題題幹是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度假提供之打工，美國所提供之〝暑期打工旅

遊計畫〞是針對在學學生。因此答案仍維持(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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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
9. 面對未來職場，大學生需擁有的「軟實力」
，包括下列哪些能力?
(A) 溝通表達
(B) 團隊合作
(C) 課業表現
(D) 終身學習
軟實力包括個人特質、習慣、態度與人際技巧，終身學習為現代人所需具備之重要
個人態度與習慣，因此屬於軟實力之範疇，本題仍維持原答案(ABD)。

(ABC)或(ABCD)
12. 我國高中職畢業生可以報考的考試類別有哪些？
（A）學測（學科能力測驗）
（B）指考（指定科目考試）
（C）統測（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
（D）基測（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原答案(ABC)為符合法規及常理之正確答案。答案（D）雖不合常理，但符合法令，

因此本題答案(ABC)或(ABCD)均可。

(ABCD)或(BCD)均可。
14. 近年來的教育發展趨勢對技職教育產生影響，請問以下哪些為真？
（A）高中職全面免學費政策，打擊原來高職免學費的優勢
（B）目前高職生多以升學為目標，與高職為終點教育的目標不合
（C）為弭平產學落差，許多技職院校與業界合作，積極規劃產學合作
（D）為強化產業基礎，教育部未來五年擬投入 203 億經費改善技職教育
教育部持續宣導之高中職全面免學費政策的確對高職不利。但立法院三讀通過之

法律與原先宣導之內容有出入（高職、五專免學費，高中排富）
，因此答案 (ABCD)
或(BCD)均可。

(ABD) 或(ABCD)
15. 近來臺北市醫院骨科門診發現，因為姿勢不良造成脊椎側彎加重的患者，有增加
的現象，且主要年齡集中在九歲到十八歲的青少年，請問主要原因可能為何？
（A）長時間打電動
（B）長時間玩手機
（C）長時間唸書
（D）運動量不足
第 15 頁，共 17 頁

脊椎側彎是長期姿勢不良的結果，考量(C)長時間唸書亦為可能原因之一，因此同

意答案(ABD) 或(ABCD)均可。

(AD)
17. 下列引述的話語顯示不同人士對明年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教有著不同的理解。其
中，有的敘述正確，有的錯誤。請問有哪些人的敘述符合政府公佈的十二年國教
政策？
（A）黃小花：「就算走免試升學管道還是必須考國中教育會考！」
（B）在基隆唸八年級的李大同：「喔，基北區要求多元學習，那我拿手的健康與體
育只要在校成績得分越高，越能夠贏過其他競爭者。」
（C）住北投的姚媽媽：「為了要讓我家目前唸七年級的小婉可以進入北一女就讀，
我已經把家裡的戶口遷到北一女的學區了。」
（D）文文說：「我可以先申請免試升學，錄取的學校如果不滿意，可以放棄再參加
特色招生。」
在基北區免試入學的超額比序項目計分中，健康與體育之在校成績凡及格者，其
得分相同。例如健體成績 100 分者與 60 分者完全相同，並無健體在校成績越高，
越能夠贏過其他競爭者之規定。因此本題維持原答案(AD)。



(CD)或（D）
22.有關十二年國教免學費的相關敘述，有哪些是正確的？
（A）所謂「免學費」，就是所有學習相關的費用例如平安保險費、書籍費等都不需
要繳交
（B）免學費是針對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並不包含在內
（C）免學費是高中、高職一體適用
（D）如果學生重讀原年級，不得再次申請學費減免
就學校屬性而言，高中和高職者皆適用免學費政策。就個人屬性而言，才以家庭
年收入多寡作為是否排富之區分標準。選項（C）問的是學校屬性，並未問及針
對個人家庭收入的排富問題，因此本題維持原答案(CD)。但因考慮排富政策易造
成考生困擾，故本題選(D)亦可。



(ABC)
26. 據報載，美國 14 歲天才少年雅各．巴奈特（Jacob Barnett）自幼被診斷出罹患自
閉症，然而 IQ 被測出高達 170，超越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專家透露，正
在攻讀量子物理學碩士學位的雅各，未來可能獲得諾貝爾獎，此個案可彰顯下列
哪些教育理念？
（A）有教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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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因材施教
（C）適性揚才
（D）通才教育
本題幹敘述凸顯雅各的受教權並不因其特殊性（自閉症）而受損，符合「有教無

類」的教育理念。因此本題維持原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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