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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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6月26日（星期四）中午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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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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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 103 學年度起本校師資生修課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服務學習三改成必修
（B）教育方法課程為 6 科全選
（C）修課期間須完成 54 小時實地學習
（D）暑期必須參加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營
D 2. 目前取得教師資格的流程包含（a）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與學科專門課程（b）取
得師資生資格（c）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d）參加半年教育實習。下列哪項
排序正確？
（A）a→b→c→d
（B）a→b→d→c
（C）b→a→c→d
（D）b→a→d→c
C 3. 師資生在修教材教法之前，一定要完成下列哪項工作？
（A）教育基礎課要修滿 4 學分
（B）教育方法課要修滿 6 學分
（C）「課程發展與設計」與「教學原理」至少修習一門
（D）取得適合培育任教類科之系所資格
D 4. 今年（103 年度）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本年度應屆畢業生的通過率最接近哪個比率？
（A）70%
（B）80%
（C）90%
（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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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前陣子臺北市八歲女童疑似餓死事件，震驚全國。該女童從沒上過學，學校亦
未確實追蹤通報。依據「強迫入學條例」，我國國民強迫入學的年齡是？
（A）6-12 歲
（B）6-15 歲
（C）6-18 歲
（D）6-22 歲
C 6. 近來發生中小學營養午餐貪汙弊案，有 32 位校長被判有罪，使得下列何者蒙羞？
（A）杏林
（B）梅林
（C）杏壇
（D）梅壇
A 7. 《禮記》〈學記〉篇有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
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
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請問這段文字和下列何者最為呼應？
（A）因材施教
（B）不恥下問
（C）有教無類
（D）學而時習之
B 8.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在臺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中鼓勵學生成為專才與通才兼具的
什麼人？
（A）I 型人
（B）T 型人
（C）M 型人
（D）π 型人
D 9. 校園內學生打鬧行為，常見者如拉同學椅子、對同學阿魯巴、伸腳絆倒正在走
路的同學等，很可能導致傷害案例。為了防止校園意外事件發生，下列哪項作
為最具教育意義？
（A）禁止學生互動玩耍，預防事件發生
（B）引述校規說明懲處原則，讓學生心生恐懼
（C）由風紀股長負責舉發，違規者受罰
（D）引用案例說明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與學生討論預防之道
A 10. 下列何者不是十二年國教國中教育會考學科評分等級？
（A）傑出
（B）精熟
（C）基礎
（D）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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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1. 國中教育會考考場設有無障礙坡道，座椅與教室動線也利於乘坐輪椅之特殊生
移動，廁所距離考場不遠。請問以上這些措施主要是基於哪一項教育理念？
（A）適性分流
（B）適性教學
（C）正常化教學
（D）教育機會均等
B 12. 根據報載，眼科醫師表示，近年來兒童近視發生年齡提早。下列何者為最可能
之原因？
（A）國小低年級上課時數增加
（B）兒童使用 3C 產品頻率變多
（C）學校體育課程減少
（D）教室照明設備變差
B 13. 隨著科技的進步，有越來越多的網站讓廣大群眾可以透過網路連線取得學習資
源。請問下列哪項為針對臺灣中小學學生設計的教育資源網站？
（A）可汗學院
（B）均一教育平台
（C）TED 臺北
（D）Coursera
D 14. 近來教育現場倡導「翻轉教室」模式方興未艾。請問「翻轉教室」的理念為何？
（A）翻轉學生間的程度落差，優先照顧低成就學生
（B）翻轉學生間的社經地位落差，優先照顧弱勢學生
（C）翻轉師生間的權力落差，教師要多傾聽學生意見
（D）翻轉學習順序，學生課前先看教學影片，再到課堂上討論解惑
B 15. 有些父母總是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試圖介入孩子的一切。這種父母
最常被稱為什麼？
（A）虎媽狼爸
（B）直昇機父母
（C）戰鬥機父母
（D）怪獸家長
A 16. 下列有關招生考試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統測為科技大學之招生考試
（B）基測為一般大學之招生考試
（C）會考為高中特色招生之依據
（D）指考為大學申請入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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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7. 下列何者為十二年國教政策五大理念之一？
（A）多元進路
（B）貧富均等
（C）全面免費
（D）免試入學
C 18. 「天下雜誌」常探討各國教育發展。下列哪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設計，曾被其列
為最能兼顧「卓越」與「平等」的理念？
（A）日本
（B）美國
（C）芬蘭
（D）英國
A 19. 針對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草案出爐，數十位中研院院士連署爭取高中課程
中，應增加下列哪科之課程時數，以維持學生基本學力？
（A）數學科
（B）國文科
（C）英文科
（D）物理科
C 20. 請問參加今年第一屆國中教育會考的考生大約有多少人？
（A）9 萬人
（B）18 萬人
（C）27 萬人
（D）42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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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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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1. 我國目前使用的課綱為？
（A）國中使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B）高中使用高中課程九五課綱
（C）高職使用高職課程九九課綱
（D）全面使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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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 2. 下列有關 103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敘述，
哪些正確？
（A）完成教育實習且成績及格者才能參加考試
（B）通過檢定考試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
（C）取得合格教師證即為正式教師
（D）檢定考試全國通過率超過六成
（請參閱頁 12 之備註說明）
ABC 3. 臺大師資生取得合格教師證後，未來擔任中學教職時可直接擔任的職務包括哪
些？
（A）學科教師
（B）班級導師
（C）兼任學校行政
（D）特教老師
ABC 4.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除提供優質課程外，也辦理多種課外活動，下列哪些為本中
心辦理的活動？
（A）辦理臺大 Super 教案獎，徵選優秀創新教案
（B）開設服務學習三，提供國中生課業輔導
（C）舉辦暑假史懷哲課業輔導營，輔導偏鄉學生
（D）舉辦「我的學思歷程」講座，邀請名人分享人生學習經驗
AC 5. 下列哪些為臺大師資培育中心的教育目標？
（A）創新
（B）開放
（C）關懷
（D）卓越
BCD 6.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包含下列哪些？
（A）專門課程
（B）教育基礎課程
（C）教育方法課程
（D）增能課程
ABD 7. 學生若有下列哪些情形，將無法參加教育實習？
（A）未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
（B）分科教材教法與教育實習的科目分屬不同科
（C）碩士生未完成碩士論文
（D）畢業系所（包括輔系與雙主修）與申請任教的科目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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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8. 下列有關本校教育實習的敘述，哪些正確？
（A）時間為半年
（B）地點為中等學校
（C）內容限定為教學實習
（D）期間可領取教育津貼
ACD 9. 根據特教法之精神，校園內必備之無障礙設施包含：
（A）坡道
（B）AED
（C）升降設備
（D）無障礙廁所
AC 10. 最近中小學教師評鑑納入教師法引發爭議，重要關係人立場不同，請問以下哪
些敘述是正確的？
（A）教育部認為教師評鑑有助教師專業成長，支持評鑑入法
（B）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贊成評鑑與考績掛勾，以利教師自我督促
（C）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傾向教師評鑑與考績掛勾，藉此淘汰不適任教師
（D）校長協會傾向評鑑與考績脫勾，避免標籤化教師
CD 11. 下列哪些敘述彰顯十二年國教中「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
（A）適性揚才的「性」與「才」限定於智力
（B）明星高中強調的「學術性向」不應被視為多元才性中的一種
（C）每個人的才性發展速度不一，需要各種試探機會
（D）教師要認識每位學生的才性，需與學生家長密切合作
ABC 12. 下列有關國中教育會考之敘述，哪些正確？
（A）可以掌握國中畢業生基本學力
（B）可作為補救教學的重要參據
（C）可作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一
（D）可作為特色招生分發依據
ABC 13. 政府即將推動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的方案（Sport & Health 150 方案）。
根據研究證實，人們在運動時會產生多巴胺、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等物質，對
哪些面向有正向影響？
（A）IQ（智力商數）
（B）EQ（情緒管理商數）
（C）HQ（健康商數）
（D）FQ（財務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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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14. 下列哪些教育措施可以為處於教育不利地位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扶助？
（A）縮短義務教育年限
（B）設置教育優先區
（C）推展特殊教育
（D）實施常態編班
AB 15. 金車基金會近日針對全臺小五到高二學生調查其網路休閒行為，下列哪些敘述
符合現在青少年的相關行為？
（A）超過半數青少年的手機可上網，且絕大多數在家也能上網
（B）青少年上網主要玩電玩遊戲、線上聊天、逛臉書社群網站
（C）假日因補習及其他休閒活動多，使用網路休閒的時間少於平日
（D）大部分青少年願意將父母加入臉書好友，且年齡愈大這個趨勢愈明顯
ABD 16. 我國中小學教育有下列哪些問題？
（A）少子化現象嚴重
（B）學業成就呈現雙峰趨勢
（C）新住民學生人數銳減
（D）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高
AD 17. 下列有關我國國際教育趨勢的敘述，哪些正確？
（A）高中生出國留學人數增加
（B）出國攻讀博士學位人數持續增加
（C）我國留學生佔美國外國學生人數第一
（D）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灣求學人數增加
ABD 18. 中央研究院分析「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報告」，發現
臺灣學生的表現具有下列哪些特色？
（A）小四到國二期間，數學成績進步幅度高於國際平均
（B）國中學生數學成績落差高居參與國家之冠
（C）國二學生數學成績低落情形集中在偏鄉地區
（D）呈現「成績好還要更好，但成績差反而不再加強」的現象，成績差距擴大
ACD 19. 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國家針對 15 歲青少年每三年進
行的大規模測驗，目的在評估哪些素養？
（A）閱讀素養
（B）資訊素養
（C）科學素養
（D）數學素養

第 7 頁，共 14 頁

BD 20. 依我國現行《特殊教育法》，哪些類別學生經鑑定確認後，便可依法申請接受
特殊教育？
（A）遭霸凌學生
（B）自閉症學生
（C）學習成就低落學生
（D）智能障礙學生
AB 21. 在全球颳起《正義》旋風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Michael Sandel，在其課程採
取蘇格拉底「產婆法」的教學。產婆法係指產婆幫助產婦將嬰兒生出來，放在
教學的情境下。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A）教師相當於產婆的角色
（B）學生相當於孕婦的角色
（C）嬰兒係指教師教導學生的知識
（D）教學過程以教師講授為主
ABC 22. 依據學習共同體作者日本教育家佐藤學的分析，東亞教育有下列哪些問題？
（A）考試領導教學，競爭激烈
（B）學生學習壓力大，從學習中逃走
（C）教師教學單打獨鬥，挫折感強
（D）家長放任小孩，品格教育堪憂
BCD 23.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最新研究顯示，在美國亞裔小學生平均學習成績
比白人兒童出色，究其原因為：
（A）亞裔族群基因好，天生聰明
（B）亞裔家庭普遍堅信成功是努力的結果
（C）亞裔家長較獨裁強勢地訓練孩子，督促孩童更努力學習
（D）亞裔家長對學業成績期望高，要求孩子追求卓越
（請參閱頁 12 之備註說明）
BCD 24. 教育部於 102 年出版的《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指出，在下列哪些國際趨勢的影
響下，臺灣必須在教育上做出因應？
（A）工業化
（B）少子女化
（C）高齡化
（D）數位化
AB 25. 近來毒品進入校園的問題嚴重，引發關注，以下有關反毒的陳述何者正確？
（A）聯合國通過「國際反毒日」宣示反毒決心
（B）「紫錐花」為「反毒」的代表花卉
（C）海洛因位居 19 歲以下年齡層濫用藥物的第一名
（D）學校不得對學生進行尿液篩檢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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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 26. 幾位家長針對十二年國教的入學方式進行討論，其中哪些不正確？
（A）田阿姨：「我的姪女小琳從小就展現出絕對音感，她可以選擇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進入藝術才能班就讀。」
（B）王先生：「只要購屋在北一女旁，孩子就可「就近」就讀北一女。」
（C）符媽媽：「我家小琳學業成績超好，只要在這次會考中考到 PR95，鐵定
可上北一女。」
（D）徐奶奶：「我家小琳國中畢業後打算出國遊學，不在臺灣念高中，害得小
琳的爸媽擔心會收到強迫入學通知。」
AD 27. 幾位家長聚在一起討論十二年國教。請問，其中哪些論述符合十二年國教政
策？
（A）俊易媽：「我們家俊易是實施十二年國教的第一屆國中畢業生，今（103）
年五月已經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了。」
（B）式安爸：「十二年國教標榜免試升學。任何考試都不用參加，就可以順利
升上高中。」
（C）杰輪媽：「十二年國教是免學費的德政，無論念高中或高職，都不需要繳
交學費。」
（D）書盡媽：「書盡打算先申請第一階段免試升學，如果對所錄取的學校不滿
意，可以放棄之後再參加特色招生。」
（請參閱頁 13 之備註說明）

AB 28.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升學管道包括哪些？
（A）免試入學
（B）特色招生
（C）推薦甄選
（D）登記分發
（請參閱頁 14 之備註說明）
ACD 29. 配合十二年國教扶助弱勢生政策，下列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學科成績在同年級後 25%的學生為補救教學對象
（B）補救教學的科目限國、英、數、理化等主科
（C）補救教學採自願參加方式
（D）補救教學可利用一般上課時間，離開原編班集中輔導，不必用到課後時間
ABC 30. 下列哪些是臺灣實施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制度下可能產生的現
象？
（A）志願服務功利化
（B）競賽成績浮濫
（C）記功嘉獎標準不一
（D）對各學習領域在校成績分分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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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31. 由於少子化衝擊日趨嚴峻，加上產業對基礎人才需求孔急，日前教育部修正專
科學校法，針對技職教育體系提出改革。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可改制為專科
（B）過去學制改制均只有「向上」改制，現在學校可「向下」改制
（C）針對辦學績效不佳的科技大學，教育部得命其改制為專科
（D）高職可直接升格為科技大學
BCD 32. 下列是四位老師對於「特色招生」的描述，請問有哪些是正確的？
（A）吳老師：「各區特招考試科目相同，都考國文閱讀理解、英文、數學、自
然和社會。」
（B）江老師：「特招考試的目的在甄選及鑑別具備學術性向的學生。」
（C）周老師：「特招不列入志願序的積分，與免試入學有很大的不同。」
（D）鄭老師：「各校可根據其特色，加權採計相關考科分數。」
AC 33. 以下有關國中教育會考（簡稱會考）與特色招生（簡稱特招）的比較，哪些是
正確的？
（A）會考對象為所有國中應屆畢業生；學生可選擇是否參加特招
（B）會考旨在甄選及鑑別優秀學生；特招旨在檢視國中三年的學習成效
（C）會考的題目難易適中；特招的難度及鑑別度增加
（D）會考各科成績最高分為 100 分；特招各科最高分為 50 分
ACD 34. 下列是四位國中生對於「國中教育會考」的描述，請問有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A）小費：「真是太過份了，我們要參加的國中教育會考題目難度比過去國中
基測還來得高。」
（B）小燕：「會考增加我拿手的英文聽力測驗及數學非選擇題型，而且從今年
開始就正式計分了。」
（C）宗線：「會考免收報名費，我可以省下來吃大餐。」
（D）竟騰：「我都快被考焦了，作文竟然考『面對未來，我應該具備的能力』，
這種需要論述的題目好難喔！」
AD 35. 近來學齡兒童未入學事件頻傳，依據「強迫入學條例」，下列哪些正確？
（A）學校應通報未入學，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的適齡學童
（B）同區學校間應彼此知會未入學兒童名單，以便核對
（C）青少年福利委員會應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導入學
（D）家長或監護人若不送兒童入學，將被罰款
ABCD 36. 教育部規定 103 學年度起師資生需要滿足「實地學習」時數。請問下列哪些為
本校師培中心規劃的實地學習活動？
（A）擔任中學生課後輔導補救教學教師
（B）至中學課堂內觀摩學科教師教學
（C）至教育優先區學校辦理中學生教育營隊
（D）參訪具有特色之理念學校（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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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37. 勞動部日前研議修法鬆綁教師罷工權，賦予教師「有條件」合法行使罷工，例
如：只能拒絕提供像導護、改作業、行政工作等非教學性勞務，教師仍須在教
室，但可不上課，可罷教但事後須補課等，引發各界爭議。下列各方立場敘述
哪些正確：
（A）教育部贊成，認為罷工為教師權利
（B）教師團體不贊成，認為將影響教師專業形象
（C）家長團體反對，認為此舉將影響學生受教權
（D）勞動團體贊成全面廢除不當限制，保障勞工罷工權
AC 38. 下列哪些是我國政府頒發給優秀教師的獎項？
（A）師鐸獎
（B）總統教育獎
（C）教學卓越獎
（D）經師獎
ABC 39. 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草案日前公布。依據該草案，未來高中課程會有哪些
變化？
（A）總學分數降低
（B）增加選修課程比例
（C）學生選修跑班上課
（D）必修大學先修課程
AB 40. 近來有許多大學結盟，促進教學、研究合作和資源整合。下列哪些有關聯盟的
陳述正確？
（A）臺大、臺師大、臺科大籌組「國立臺灣大學聯盟」
（B）陽明和清大同屬「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成員
（C）中央、中山、中興、中正同屬「臺灣中心大學系統」
（D）高師大與新竹教大同屬「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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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多重選擇題
（ABD）
2. 下列有關 103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敘述，哪
些正確？
（A）完成教育實習且成績及格者才能參加考試
（B）通過檢定考試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
（C）取得合格教師證即為正式教師
（D）檢定考試全國通過率超過六成
《試題疑義說明》
一、 一般所稱「正式教師」係指經地方政府或學校公開甄選程序聘用為有正式員
額佔缺之教師，不同於不佔缺之代理或代課教師。各縣市政府正式教師甄選
簡章亦採「正式教師」之名詞，以區隔代理或代課教師，甄選通過者才能成
為正式教師，例如「臺北市 103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簡章」。
二、 取得合格教師證後，須參加與其所取得資格相符之學校辦理之教師公開甄選，
通過甄選並經聘任，方成為正式教師。
三、 綜上，本題維持原公布答案。
四、 參考資料：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大學畢業依第九條第四項或前條第一項規
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參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教師證書。」及第十四條「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生
應依前條規定分發外，應參加與其所取得資格相符之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
師公開甄選。」（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769）。
（BCD）
23.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最新研究顯示，在美國亞裔小學生平均學習成績
比白人兒童出色，究其原因為：
（A）亞裔族群基因好，天生聰明
（B）亞裔家庭普遍堅信成功是努力的結果
（C）亞裔家長較獨裁強勢地訓練孩子，督促孩童更努力學習
（D）亞裔家長對學業成績期望高，要求孩子追求卓越
《試題疑義說明》
一、根據 2014 年 5 月 5 日出刊之《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研究結論指出，亞裔家庭
更加相信學業成就不是靠天生能力，而是努力的結果；亞裔學生與白人學生在
成績上的「差異」應歸因于「努力程度」而非「天生異稟」。
二、過去其他許多有關亞裔（華人）的研究也顯示，白人較相信成敗歸因於天賦能
力，亞裔更相信努力是成功的關鍵。
三、綜上，本題維持原公布答案。
四、參考資料：
1. ETtoday 東森新聞：
「亞裔孩童比白人聰明 『虎媽』強勢教育是關鍵」
，原文網
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506/3538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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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小學生平均學習成績比白人兒童出色，研究顯示不是因為他們天生聰

2.

明，而是亞洲家庭普遍堅信，成功是努力的結果，因此在「虎媽」的強勢教育
下，使孩童更努力學習。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最新研究顯示，亞裔學生入學時成績並不比白人學生出色，但到了 5 年級後他
們的考試成績會遠遠超越白人，原因是亞裔家長更獨裁、不寬容地訓練孩子。
亞裔家長對教育成績寄予很高的期望，讓孩童要承受超高標準的壓力，雖
然他們成績較為出色，但也得付出代價，通常他們心理適應能力比較差，社交
能力也不及白人學生，親子關係可容易出現裂痕、發生衝突。
Hsin A, Xie Y (2014) Explaining Asian Americans’academic advantage over whi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期刊網址：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4/04/30/1406402111.full.pdf。
（AD）
27. 幾位家長聚在一起討論十二年國教。請問，其中哪些論述符合十二年國教政
策？
（A）俊易媽：「我們家俊易是實施十二年國教的第一屆國中畢業生，今（103）
年五月已經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了。」
（B）式安爸：「十二年國教標榜免試升學。任何考試都不用參加，就可以順利
升上高中。」
（C）杰輪媽：「十二年國教是免學費的德政，無論念高中或高職，都不需要繳
交學費。」
（D）書盡媽：「書盡打算先申請第一階段免試升學，如果對所錄取的學校不滿
意，可以放棄之後再參加特色招生。」
《試題疑義說明》
一、 目前教育部政策為（1）念高職免學費，但若念高中，則有家庭年所得門檻限制
（新臺幣 148 萬以上須繳學費）
，兩者顯有不同。
（2）若學生就讀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入學方式，未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其學生
不適用免學費之規定。（3）重讀者，不能免學費。（4）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不能免學費。
二、 綜上，選項 C「無論念高中或高職，都不需要繳交學費」明顯錯誤。本題維持
原公布答案。
三、 參考資料：
1.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條及第五十六條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143&KeyWordHL=&Sty
leType=1。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條規定：
「九年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規定，採免
試、免學費及強迫入學；高級中等教育，依本法規定，採免試入學為主，由
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力自願入學，並依一定條件採免學費方式辦理。」
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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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但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及符合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立學校之學生，
不適用之。」
2.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逐年實施高中職(五專前三年)免學費」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1。
3.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執行策略」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630。
4.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預期效益」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634。
（AB）
28.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升學管道包括哪些？（命題老師：符老師）
（A）免試入學
（B）特色招生
（C）推薦甄選
（D）登記分發
《試題疑義說明》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公告之入學方式包含「免試入學」及「特色招
生」兩種，其餘選項均非正確答案。
二、特色招生包含甄選入學（術科考試）及考試分發入學（學科考試），兩者均非
登記分發。
三、十二年國教不包括大學階段，爰高中升大學非屬本題之範疇，且目前高中升大
學管道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入學，並無登記分發之管道。
四、綜上，本題維持原公布答案。
五、參考資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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