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九十一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招生考試
教育常識測驗
考生如對試題答案有疑義時，請於答案公布後三日內（即 6 月 29 日下午 3 點
前），檢附證明資料向本中心提出（email 到 educent@ms.cc.ntu.edu.tw），逾期
將已公布之答案計分，不得再提出異議。

說明：
1.本測驗卷共有單選題二十題，每題二分；多重選擇題四十題，每題四分；皆
採倒扣制，總分二百分。
2.本測驗卷共二張四頁（正反面都有試題），請用 2B 鉛筆作答於指定答案卡
上。
3.本測驗卷請隨同答案卡繳回。
一、單選題【共二十題，每題二分，共四十分。每題各有四個備選答案，答錯
倒扣三分之一題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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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依題號作答於答案卡上。
1. （C） 「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係在下列哪個法中規定？（A）憲法 （B）
憲法增修條文 （C）教育基本 法 （D）國民教育法。
2. （C） 古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話如為真，則下列何項 IQ 的人受教
育的影響最大？（A）20 (B)60 (C)100 (D)140。
3. （D） 本校於 1995 年設立教育學程中心，其法源依據為何？（A）大學法
（B）教師法 （C）師範教育法 （D）師資培育法。
4. （C） 小華這次段考數學考了 75 分，英語考了 85 分，下列敘述何者較為正
確？（A）小華的英語考得比數學好 （B）小華的數學能力比英語差 （C）小華
數學的得分比英語低 （D）小華的數學答錯的題目比英語多。
5. （ B ） 青少年的流行語中，「哈草」是指：(A)喝酒 (B)抽煙 (C)嚼檳榔 (D)喝
茶。
6. （ C） 下列青少年的流行語中，哪個選項中的二個詞語其意思較為不同？ (A)
噴條、吃熱狗 (B)台客、SPP (C)外國汽車、機車 (D)欠電、陳水。
7. （C）配合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國中小全年上課天數以幾天為原則？
(A)180 (B)193 (C)200 (D)224 天
8. （C）下列哪一項法律號稱「教育的憲法」？ (A)師資培育法 (B)教師法 (C)教
育基本法 (D)國民教育法

9. （B）依據立法院一讀通過的「社區學院設置條例」，承認社區學院為正式學
制，未來修畢社區學院課程者，可以取得什麼學位？ (A)學士 (B)副學士 (C)專士
(D)副專士
10. （B）最近某大學學生某學期所修學分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遭校方退
學，學生不服提出申訴，最後經最高法院判決大學勝訴。這個判例彰顯什麼理
念？ (A)學生受教權的保障 (B)大學自主權的保障 (C)學生申訴權的保障 (D)大學
專業權的保障
11. （B）教育體制鬆綁後允許大學校舍興建採 BOT 方式，請問 BOT 係指 (A)
Benefit， Offset， Transmit (B) Build， Operate， Transfer (C) Buy， Obtain，
Transform (D) Burden， Originate， Trade
12. （C）今年初喧騰一時的國際奧林匹亞競賽醜聞，起因於 (A)學生考試作弊
(B)試題外洩 (C)竄改成績 (D)參與考試出題教師至補習班任教
13. （B）最近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爭議頗多，尤其是推薦甄選及申請入學的公平
性備受質疑，為減少質疑，明年這兩個管道招生名額總和與考試分發案名額的
比例將訂為 (A) 2：8 (B)3：7 (C) 4：6 (D)5：5
14. （A）最近立法院通過一項法律，積極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請問這
項法律是(A)終身學習法 (B)全民教育法 (C) 勞動基準法 (D) 工會法
15. （A）近來有第二官方語言的爭議，經多次民調顯示，多數民眾傾向將哪一
種語言列為第二官方語？ (A)英語 (B)閩南語 (C)客家語 (D)原住民語
16. （C）依本校規定，教育學程領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的先修課程是 (A)教
育概論 (B)分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C)九年一貫課程導論 (D)課程發展與設計
17. （C）目前高中各科教科書版本眾多，今年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指定科目考試
是對以下什麼理念的檢驗？ (A)回歸主流 (B)回流教育 (C)一綱多本 (D)零拒絕
18. （C）為整合教育資源，政府鼓勵高等教育機構合併，請問已完成合併的案
例為 (A)台灣師範大學及台灣科技大學 (B)東華大學及花蓮師範學院 (C)嘉義技術
學院及嘉義師範學院 (D)高雄師範大學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9. （D）教育部公布，今年舉辦第二屆的「總統教育獎」，旨在鼓勵何種特質
的中小學學生？ (A)自然科學成就傑出者 (B)參加國際比賽獲殊榮者(C)資優之肢
體殘障生 (D)環境艱困奮發向上者
20. （C）九十一年起，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試場，攜帶手機進場者，處以下列何
項懲罰？ (A) 處以罰金 (B) 立即沒收手機 (C) 該科以零分計算 (D) 失去應考資格

二、多重選擇題【共四十題，每題四分，共一百六十分。每題各有四個備選答
案，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二個選項是正確的。每答對一個選項，可各獲一
分，每答錯一個選項則各倒扣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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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題號作答於答案
卡上。
21. （BCD） 下列哪些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理念？ (A)知識本位 (B)課程統整
(C)學校本位課程 (D)能力指標
22. （BCD）在教師法中，教師可有下列哪些權利？ (A)罷教權 (B)專業 自主權
(C)在職進修權 (D) 申訴權
23. （ABC） 最近社會上對「多元入學方案」產生質疑的聲音，主要包括：
（A）學生升學壓力不減反增 (B)家長經濟負擔加重 (C) 申請入學、推薦甄試過
程的公平性待商榷 (D)學生升學率大幅降低
24. （AC） 下列有關國中生對學校課業學習的看法，哪些為真？ (A)大部份學生
認為父母對他們功課的表現比對他們才藝的表現更為重視 (B)大部份學生學習數
學是基於濃厚的興趣 (C)學生會因為喜歡一個老師的特質而喜歡他教的學科 (D)
大部份學生會告訴同學自己功課好是因為自己很聰明
25. （BC） 當前原住民教育問題主要包括: (A) 原住民所在偏遠地區教師薪資偏
低 (B) 原住民學生就讀普通高中人數偏低，大多以技職學校為主 (C)原住民學生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偏低 (D)從事原住民教育師資的流動性低，且素質不齊。
26. （BCD） 政府推動「高中職社區化」計劃。下列哪些敘述是錯誤的？ (A) 該
方案被視為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基礎 (B)鼓勵所有高中與社區國中合併為完全中學
(C) 各地明星高中可聯合舉行全國性考試，以招收最優秀的學生 (D) 將從 91 學
年度起於全國全面實施
27. （BC） 有關我國高等教育的現況，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大學院校數量擴
張迅速是為因應未來就學人數之增加 (B) 增加的院校中很多是專科升級改制而
成 (C) 目前多數大學院校之間，功能分化不明確 (D)有許多所大學已成為國際著
名高等教育學府
28. （CD） 根據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精神， 教師的角色需做哪些的轉變？ (A)
由課程發展者轉變為課程設計者 (B) 由能力引發者轉變為知識傳授者 (C)由被動
學習者轉變為主動研究者 (D)由單打獨鬥者轉變為團隊合作者
29. （AB） 九年一貫課程鼓勵「課程統整」，以下哪些為其規劃？ (A)將分科課
程統整為領域課程 (B)將六大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中 (C)由教育部出版統整式教
科書 (D)以知識本位取代能力指標。

30. （ABC） 為提昇學生輔導工作的成效，教育當局擬推動： (A) 推展學校本位
教師進修輔導知能制度 (B)規劃教師輔導學生職責並納入教師聘約 (C) 推展多元
型態中途學校實施替代性教育方案 (D)強化升學輔導為核心的青少年輔導工作
31. （BCD） 近日校園師生衝突事件時有所聞， 其可能原因包括： (A) 社會日
趨複雜， 導致學生偏差行為一元化 (B) 部份家長不認同教師教學輔導理念，影
響子女對教師態度 (C)傳統尊師重道觀念式微，學生較敢反抗教師管教 (D) 部分
教師有管教不當情事發生
32. （ABD） 近些年來政府提出的教育鬆綁措施有哪些？ (A)允許義務教育階段
學齡兒童在家教育 (B)體制外學校（如森林小學）合法化 (C)大學可至大陸辦理
授予學位的學分班 (D)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
33. （ABD） 近些年來政府「權力下放」給中小學校的措施有哪些？ (A)學校自
行聘任教師 (B)學校自行選擇教科書 (C)學校自行遴選校長 (D)學校自行決定學校
本位課程
34. （AB） 政府打算自明年起取消軍教免稅，以擴大稅基，促進賦稅公平，請
問目前有哪些教師免繳所得稅？ (A)國小教師 (B)國中教師 (C)高中教師 (D)高職
教師
35. （CD） 依據現行法令規定，教師可以 (A)組織工會 (B)罷教 (C)參加校務會議
(D)參加教師評審委員會
36. （ACD） 因應民國九十一學年度實施國中九年一貫領域教學，師資培育職
前教育需加強： (A)第二專長的能力 (B)撰寫教科書的能力 (C)協同教學的能力
(D)資訊融入教學的能力
37. （ABD） 最近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師資培育法修正案之重點有哪些？ (A)中小
學師資由分流培育改為合流培育 (B)一年全時教育實習改為半年 (C)實習津貼由
八千元調高為比照最低基本工資 (D)教師資格的取得由書面檢定改為考試檢定
38. （BCD） 依據教育部統計資料，以下有關中輟生的陳述，哪些為真？ (A)所
謂中輟生的定義是指連續一週沒有到校者 (B)國中中輟生的比例高於國小 (C)男
生中輟生的比例高於女生 (D)花東地區中輟學生比例為全台之冠
39. （ABD） 教育部宣佈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全面實施「K 教育」，請問以下有關
「K 教育」的陳述，哪些是對的？ (A)「K」是 kindergarten 的簡稱 (B)免試入學
(C)義務教育 (D)師資需大學畢業且修畢幼稚教育師資學程。
40. （ABCD）教育部為協助國內高等教育追求卓越，將採取哪些措施？ (A)大
學合併 (B)大學結盟 (C)校內資源整合 (D)成立跨校研究中心
41. （ABD） 基本學力測驗，所謂「基本」的意思是 (A)基礎的 (B)核心的 (C)簡
單的 (D)重要的

42. （CD) 以下有關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量尺分數的陳述，哪些是對的？ (A)
每科量尺分數的滿分是 100 分 (B)每科都必須全部答對才能得滿分 (C)今年社會
科答對 1 到 10 題的考生都得到量尺分數 1 分，代表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至少答對
10 題的基本分 (D)每一考題不等值，尤以高分組群最為明顯
43.（ABCD) 我國加入 WTO 後，在教育服務事業方面的開放承諾包括哪些？ (A)
國外高中職以上學校可以來台設校 (B)國外學校可以提供跨國遠距教學服務 (C)
外國人可以來台設立短期補習班 (D)外國留學服務業可以在台營業
44.（ABC) 近來多元入學方案引發各界爭議，主管教育行政當局提出「改良式
多元入學方案」，請問其未來改進方向為何？ (A)入學方案簡單化 (B)招生公平
化 (C)選才多元化 (D)在校成績採計標準化
45. （BCD) 下列哪些屬於民國八十三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以後的
改變？（A）中學教師採聘任制 （B）中學校長採用遴選制（C）中學可以成立
教師會 （D）中學必須成立教評會。
46. （ABC) 下列哪些屬於教師法規定的教師義務？（A）遵守聘約 （B）輔導及
管教學生 （C）實施教學活動 （D）辦理選務工作。
47. （ABC) 目前國中升高中職多元入學管道，包括：（A）甄選入學 （B）申請
入學 （C）登記分發入學 （D）聯合考試入學。
48. （ABCD) 目前有哪些類型的高中職辦理甄選入學？（A）音樂、美術、舞
蹈、戲劇、體育特殊才能班 （B）高職海事、水產、護理、藝術、農業類科
（C）數理資優班 （D）語文資優班。
49. （ ABD ) 對於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敘述，下者哪些正確？（A）共舉行
兩次 （B）內容包括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五科 （C）統編本教科書
列有「藍底部分」亦列入取材範圍 （D）測驗的題型全部為四選一的單選測驗
題。
50. （AC) 依照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施要點規定，學校應成立的
組織包括：（A）課程發展委員會 （B）教材編選委員會 （C）各學習領域課程
小組 (D)各科教學研究會。
51. （ABCD) 教育行政單位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有哪些配套措施？（A）成
立「教學創新、九年一貫」教學網站 （B）公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
書審定辦法」 （C）各縣市成立「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小組」 （D）研定「國民
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52. （ACD) 近年來語言學習風氣盛，總體而言，包括了那些改變？ (A)英語教學
向下延伸至小學 (B)所有大學畢業生均須通過英文能力檢定 (C)舉辦鄉土語言師
資檢覈考試 (D)學習第二外語的風氣漸盛

53. （ABCD) 我國目前反毒工作中，有下列哪些隱憂？ (A)吸毒者低齡化(B)新興
毒品不斷出現 (C)利用網路販售毒品 (D)再犯率不斷升高
54. （ABC) 日前全國反毒會議上，教育部及民間反毒團體都對青少年使用新興
毒品的問題表達憂心並提出警告。請問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列哪些
藥物被列為毒品？ (A)俗稱快樂丸、搖頭丸的 MDMA (B)俗稱 k 他命、卡門的
Ketamine (C)俗稱液體快樂丸、Ｘ液體的 GHB (D)俗稱 RU486 之墮胎藥的
Mifepriston
55. （BCD) 小學一年級已於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新的學期成績
單除了由傳統單張改為三大張外，並具有哪些特色？ (A)完全取消成績等第之評
分(B)成績由分科改為分領域評量 (C)教師需用文字描述學生學習狀況 (D)取消德
育評分，改成日常生活表現
56. （ABC） 對於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組距不宜公布一事，教育部
認為有以下所列哪些原因？ (A)凸顯城鄉差距，易形成縣市間及校際間的惡性競
爭 (B)知道所有考生之分數組距，無助於對選擇之學校的瞭解 (C)可能使學生過
度依賴測驗分數，而非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學校 (D)學校自己可自行算出，不必公
開學生也可以得知
57.（ABCD) 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向為教育部所重視之重點工作之一。請問下
列哪些是違反著作財產權之行為？(A)剪下 BBS 的言論，壓成光碟附於雜誌內銷
售 (B)於個人網頁上使用其他網站複製下來的皮卡丘的動畫 (C)在個人網頁上轉
載他人文章，且未經著作所有權人同意 (D)破解有時效的試用軟體，使其無時效
的限制
58. （ABCD）在經濟不景氣持續下，申請就學貸款人數不斷增加，請問就學貸
款可支付的項目包括哪些？(A)學雜費 (B)校內住宿費 (C)校外住宿費 (D)書籍費
59. （AC） 網路線上遊戲是時下中學生的重要休閒活動之一，台北市為管理網
咖有哪些措施？ (A)電腦網路遊戲採分級制 (B) 學校 100 公尺內不得設立網咖 (C)
十五歲以下青少年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始得進入網咖 (D) 十五歲以上青少
年，午夜十二點之前皆可進出網咖
60. （AD） 以下有關現行的電視電影分級，哪些正確? (A)普通級是所有人都可
以觀賞 (B)保護級是十二歲以下不得觀賞(C)輔導級是六歲以下需父母陪同觀賞
(D)限制級是十八歲以下不可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