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九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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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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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更正第 49、第 50 題答案。
試題疑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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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處理國民中學的學校、教師及學生相關業務，在教育部主要是由那個
單位負責？ （A）國民教育司 （B）中等教育司 （C）社會教育司 （D）中部
辦公室。
2. （D） 下列有關測驗與評量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紙筆測驗是評量學生進
步最有效的工具 （B）測驗和考試成績應該導引課程與學校目標 （C）學習的
評量者是老師，學生和家長不宜參與評量工作 （D）學習的評量不一定需要運
用紙筆測驗。
3. （A） 對下列成語的解釋或應用，何者最為適當？ （A）「三人行，必有我
師」說明社會學習的重要性 （B）「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強
調環境的重要性 （C）「孟母三遷」說明遺傳對學習的重要性 （D）「殺雞儆
猴」闡釋親身經驗是學習的必要過程。
4. （B） 根據教育部九十二年三月頒布的 SARS 疫情停課標準，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如發現一班有一位疑似病例，該班全班強制隔離 （B）如發現一
校有二班或二位可能病例，全校停課 （C）停課期限為七天 （D）本標準僅適
用於全國國民中小學。
5. （C） 近來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增加，對教育造成的影響有： （A）教師減
薪（B）多數大學為減輕學生負擔，調降學分費 （C）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增加
（D）書商為了減輕家長負擔，大幅降低教科書及參考書價格。

6. （D）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精神，下列人員的角色應有那些改變：
（A）教師從課程發展者成為課程執行者 （B）校長從教學領導者成為行政領導
者 （C）家長從被動旁觀者成為課程主導者 （D）學生從被動接受者成為主動
學習者。
7. （A） 下列有關高級中等學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普通高中學生比例逐
年提高、高職學生比例逐年減少 （B）綜合高中包含國中、高中，提供六年一
貫的教育 （C）完全高中包括學術與職業性向課程，協助學生試探分化 （D）
高職將於兩年內停辦，轉型為技術學院。
8. （C） 近年來，為順應國際化的趨勢，台北市二十七所公私立高中積極推動
第二外國語，以下哪一種語言學生選修人數最多？ （A）德語（B）法語（C）
日語（D）韓語。
9. （D） 下列哪一句現代用語是用來形容經不起壓力的青少年族群？ （A）月
光族 （B）麵龜族 （C）紅唇族 （D）草莓族。
10. （B） 為達常態編班目的，國中小新生入學時採用之編班方式，係以智力測
驗、學業成績之高低順序，或公開抽籤之先後順序排列，再依什麼形態分配於
各班？ （A）ㄇ 形 （B）S 形 （C）X 形 （D）Y 形。
11. （A） 九十二年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的考試科目，包括下列哪些？ （A）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B）國文、英語、數學、自然（C）國文、英
語、數學（D）目前尚未定案。
12. （C） 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附中、附小除外）校長之產生，是經由 （A）
教師會及家長代表投票選舉 （B）校內教師會推薦甄選 （C）台北市教育局組
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之 （D）市政府派任。
13. （D） 九年一貫課程之鄉土語言政策在國中與國小分別為何？ （A）國中採
必選修、國小採選修方式 （B）國中小都是必選修方式 （C）國中小都採選修
方式 （D） 國小採必選修、國中採選修方式。
14. （C） 青少年常用「很ㄍㄧㄥ」一詞，以下描述何者較接近？ （A）諂媚
（B）沮喪 （C）放不開（D）佔人便宜。
15. （B） 現行課程改革採取「一綱多本」政策，其意義主要是指什麼？ （A）
一本綱要、多種教法 （B）一本綱要、多種教材 （C）一個目標、多元綱要
（D）一本綱要、多種老師。
16. （B） 目前教師參加學校教師會是採 （A）義務制 （B）自願制 （C）代表
制 （D）推薦制。

17. （A） 教育部於今年一月公布的國民中小學英語字彙表，學生應學習的基本
字詞有多少個？ （A）1000 （B）1500 （C）2000 （D）2500 。
18. （B） 我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始於民國哪一年？ （A）四十七 （B）五十七
（C）六十四 （D）七十六。
19. （D） 所謂的「教訓輔三合一」制度， 是指 （A）導師必須在訓導處和輔導
處擔負行政工作 （B）處分學生時，教師、訓導主任和輔導室主任都要在場
（C）教導、訓導、輔導必須由同一個人執行 （D）教師、訓導處和輔導室必須
通力合作共同輔導學生。
20. （C） 我國現今教育經費的預算數額，主要是依據哪一個法規？ （A）憲法
（B）教育基本法 （C）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D）教育財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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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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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CD） 目前台大教育學程中心師資培育的目標包括： （A）卓越 （B）多
元 （C）創新 （D）領導。
22. （ABD） 對九十二學年度考入台大教育學程的新生而言，以下哪些是取得
教師證書的要件？ （A）修畢專門科目學分 （B）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C）參加一年教育實習 （D）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23. （ABCD）教育部因應 SARS 疫情，採取哪些具體措施？ （A）建立校園疫
情即時通報中心 （B）成立 SARS 心理輔導資訊網 （C）建立網路居家學習網
站 （D）規定停課課業輔導措施。
24. （ABCD）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國中小學學校組織中增設「課程發展委員
會」。請問該會的職責包含哪些？ （A）規劃學校總體課程 （B）決定各年級
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 （C）設計教學主題 （D）教學評鑑。
25. （ABCD）依據「教育基本法」的規定，教育是誰的責任？ （A）國家
（B）學校 （C）老師 （D）家長。
26. （CD） 去年教師節，台灣各地近十萬的教師舉行了台灣教育史上第一次大
規模的遊行，請問他們的公開訴求是什麼？ （A）提高教師薪資待遇 （B）反
對寒暑假要求教師上課進修的規定 （C）擺脫教育行政體系的支配、執行管制
及複製的工具性角色 （D）呼籲教師團結組成工會。
27. （ABD） 教育部數學領域綱要修訂小組，檢討目前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
程，發現了哪些問題？ （A）教材內容淺化 （B）計算程序複雜化 （C）授課

時數過多 （D）課程綱要的內容及程度比美國落後。
28. （ABCD）根據「家庭教育法」，下列哪些屬於家庭教育的範圍？ （A）子
職教育 （B）親職教育 （C）婚姻教育 （D）倫理教育。
29. （BD） 下列哪些敘述符合我國幼稚園階段的教育現況？ （A）不合格師資
比率低於 10％ （B）從業人員以女性為主 （C）公立幼稚園園數較私立幼稚園
多 （D）專業工作人員流失比例居高不下。
30. （ABCD）下列哪些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特色？ （A）培養學生具備帶著
走的基本能力 （B）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C）融入社會新興議題 （D）強調本
土化及國際化。
31. （CD） 九十二年五月，教育部因應 SARS 疫情，宣佈更動大學指定科目考
試題型，輿論批評教育部決策為： （A）未考慮閱卷教師及應考考生感染
SARS 之風險 （B）一人決策，沒有經過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討論 （C）政策
搖擺不定，反覆變動 （D）教育部、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對更改考試題型的決策權歸屬不清。
32. （BC） 有關九十一學年度開始採用的國中小學新編九年一貫教科書，下列
敘述何者為真？ （A）國立編譯館版本與民間書商版本併行 （B）教育部採統
一議價決定教科書價格 （C）各界指出教科用書錯誤頗多 （D）由縣市教育局
統一決定該縣市國中小之教科書版本。
33. （AB） 下列對我國過去五十年來教育發展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國
中畢業生升學率大幅成長 （B）女性佔各級受教學生人數比例上升 （C）國
中、小學每班平均人數逐漸增加 （D）高等教育人口佔全體受教學生人口的比
例下降。
34. （AC） 九十一年七月通過的「師資培育法修正案」有下列哪幾項重要改
變？ （A）教育學程中心得改名為師資培育中心 （B）教育實習的形式由全時
變為部分時間赴校 （C）取消教育實習津貼 （D）教師資格檢定由考試院辦
理。
35. （AC） 日前在立法院討論的「教師法修正草案」，教師、家長、教改團體
意見分歧，爭議的焦點包括： （A）教師應擁有罷教權 （B）取消中央層級的
教師會 （C）教師強迫加入教師會 （D）教師定期換證。
36. （BD） 依據教育部日前公佈的中輟生調查發現： （A）中輟生人數逐年減
少 （B）單親家庭中輟生人數逐年增加 （C）中輟生當中，國小學生所佔比例
較國中學生為高 （D）東部地區輟學率偏高。
37. （ABD） 近來立法院修改勞動三法，對於教師是否應有「勞動三權」爭議
頗大，請問勞動三權係指 （A）團結權 （B）協商權 （C）自主權 （D）爭議

權。
38. （BCD） 台北市推動的「學校日」措施，旨在實踐「教育基本法」中所強
調的哪些理念？ （A）強化校長的行政權（B）確保學生的學習權 （C）提升教
師的專業自主權（D）增進家長的參與權。
39. （ABD） 教育主管當局將權力下放給各國中小學的做法包括哪些？ （A）
發展課程（B）選用教科書 （C）遴選校長 （D）聘任教師。
40. （ACD） 今年初遠見雜誌調查國人對最近教育改革的看法，結果發現：
（A）多數家長及教師贊成恢復聯考（B）多數教師認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沒
有困難（C）多數教師及家長贊成教育改革（D）多數家長不清楚什麼是九年一
貫課程。
41. （BCD） 九十一年底的「第一屆全國科學教育會議」指出我國學生在國際
競賽中數理科表現有下列哪些隱憂？ （A）學生表現比國際平均值低 （B）學
生成績明顯存在雙峰分布現象 （C）學生對數理科的學習興趣不高 （D）學生
在高層次科學探究上的表現欠佳。
42. （ABC） 我國近些年來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產生哪些現象？ （A）政府有
限資源相互排擠 （B）多數學生留在國內就讀研究所，出國留學人數大幅減少
（C）學生人數少於一萬人之小型大學增加 （D）九十一學年度大學錄取率突
破百分之百。
43. （BCD） 近些年來「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或「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命題有
哪些趨勢？（A）題目的文字敘述漸趨簡短 （B）閱讀圖表的題目增加 （C）基
本概念推理的題目增加 （D）各學科間統整的題目增加。
44. （CD） 學生被編入「後段班」後，常一開始就認定自己會失敗，而最後結
果通常也會失敗，以下哪幾種概念可以解釋這種現象？ （A）歷史效應 （B）
霍桑效應 （C）自我實現的預言 （D）標籤作用。
45. （BCD） 許多學者指出 EQ（情緒智商）是影響個人未來成功的關鍵特質，
請問下列何者為 EQ 教育的內容？ （A）協助學生掌控管理他人的情緒（B）協
助學生覺察了解自己的情緒（C）協助學生覺察了解他人的情緒（D）協助學生
激勵自己的正向情緒。
46. （AC） 目前（九十一學年度）國民小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年級是？
（A）一年級（B）三年級（C）四年級（D）五年級。
47. （ACD） 依據「教育基本法」規定，我國教育部之權限包括： （A）教育
制度之規劃與設計（B）設立縣市級教育審議委員會 （C）中央教育經費之分
配與補助 （D）促進教育事務之國際交流。

48. （AB） 以下有關現行電視、電影分級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普通
級是所有人都可以觀賞 （B）限制級是十八歲以下不可觀賞 （C）輔導級是六
歲以下需父母陪同觀賞 （D）保護級是十二歲以下不得觀賞。
49. （ABD） or （ABCD）下列哪些特徵是網路成癮的癥兆？ （A）一直想著剛
剛上網時發生的事情 （B）上網時間經常較原來預期的長很多 （C）常想到用
網路來解決生活及學習上的問題 （D）當離線或不能上網時，會覺得不安、易
怒、沮喪或暴躁。
50. （ABCD） or （ABD）下列哪類學生是特殊教育實施之對象？ （A）資賦優
異學生 （B）智能障礙學生 （C）情緒障礙學生 （D）學習障礙學生。
51. （BCD） 「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提出的教育改革訴求包括： （A）大學
免試入學（B）帶好每個學生 （C）暢通升學管道 （D）教育鬆綁。
52. （ABC） 有關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的政策，下列敘述何項正確？ （A）
九十三學年度先在金、馬、澎湖等離島實施 （B）提供對象是五足歲的幼兒
（C）採免費或補助方式實施 （D）採強制入學。
53. （ABD） 目前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的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哪些課程？ （A）教
育基礎課程 （B）教育方法學課程 （C）領域專門科目課程 （D）教育實習課
程。
54. （ABC） 目前全國共有六十多所大學校院開辦教育學程，開辦的學程包含
哪些？ （A）幼稚教育學程 （B）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C）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D）體育教育學程。
55. （BC） 根據台大教育學程中心的規定，擔任哪幾科的教師需通過該科語文
能力測驗？（A）國文 （B）英文 （C）日文 （D）鄉土語言。
56. （ABC） 近日教育部提出的「大學法修正草案」，提出哪些改變方向？
（A）國立大學可行政法人化 （B）辦學績效不彰的大學，教育部可予以解散
（C）大學學生可直升博士班 （D）教育部可視狀況強制大學合併。
57. （BC） 近年來教師退休蔚為風潮，其原因為何？ （A）政府規定寒暑假需
到校上班 （B）擔心退休撫卹制度變革影響權益 （C）課程改革對教師要求過
高 （D）班級人數逐年增加，不勝負荷。
58. （BCD） 依我國目前的現況，家長基於親權，對於未成年子女在學校教育
上享有以下哪些權利？ （A）公立學校越區就讀權 （B）教育生涯選擇權
（C）子女在校資訊請求權 （D）父母教育權受侵害時，得主張異議權。
59. （ABD） 下列有關最近（九十二年六月）修正通過之「著作權法」的敘
述，何者是正確的？ （A）下載 MP3，只要不是營利用途，不算違法 （B）自

國外攜帶光碟、書本五份以內，不算違法 （C）影印原文書籍，不論數量多
寡，均屬違法 （D）製造、販賣盜版光碟列為公訴罪。
60. （BD） 教育部將引進外籍人士擔任國民中小學外語教師，下列有關敘述何
者為正確？ （A）只有私立學校可聘任外籍教師 （B）外籍教師聘任前應具備
相關教學經驗 （C）教學應以外籍教師為主，本國教師為輔 （D）外籍教師的
聘任以偏遠地區學校為優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