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九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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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前）檢附證明資料向本中心
提出（e-mail 到 edu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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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驗卷共七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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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今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約有卅一萬人報考，張三考試總分為
280 分，轉化為 PR 值是九十九，即表示張三成績在全國排名約在： (A)
3,500 名左右 (B) 300,099 名左右 (C) 99,310 名左右 (D) 306,900 名左右。
2. （B）今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考試科目中，哪一科成績呈現雙峰
現象最為明顯？ (A) 國文 (B) 英文 (C) 數學 (D) 自然。
3. （D）過去我國國二學生在大型國際數理科競賽中表現優異，為瞭解十五
歲完成國民基礎教育的應屆畢業學生，具備多少技能與知識，我國將於
2006 年首次參加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OECD）舉辦的跨國國際測驗，請
問該測驗的名稱是？ (A) IAEP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B)TIMS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 and Science Studies)
(C) AMC (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s) (D) PISA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4. （A）依據富邦文教基金會最近針對全國 12-18 歲在學學生所做抽樣調查，
發現對青少年而言，以下什麼媒體最為重要？
電視 (D) 報紙。

(A) 手機

(B) 網路

(C)

5. （D）下課後同學們喜歡衝到運動場上鬥牛，請問「鬥牛」的意思是： (A)
打架 (B) 跳繩 (C) 玩捉迷藏 (D) 打籃球。

6. （B）下列哪一句現代用語是用來形容「對偶像明星追逐崇拜的族群」？
(A) 月光族 (B) 粉絲族 (C) 飛特族 (D) 草莓族。
7. （C）根據最近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學位授予法，未來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
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可以取得什麼學位？ (A) 學士
士 (D) 技士。

(B) 專士

(C) 副學

8. （B）各縣市為避免輸在起跑點，爭相提早實施國小英語教學，教育部為
避免惡性競爭，規定自九十四學年起自國小幾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
(A) 二年級 (B) 三年級 (C) 四年級 (D) 五年級。
9. （D）一位多次中輟學生回學校上課，但無法適應班級上課方式，基於輔
導該生能回學校接受教育的立場，下列何種方式較適合？ (A) 上課時允
許該生在班上睡覺，只要不干擾他人上課 (B) 要求該生遵守上課規定，
否則依校規處分(記過等) (C) 允許該生整天在輔導室，直到他可以適應
上課為止 (D)徵求家長同意先至中途學校（園）上課，適應後再回學校。
10. （A）慧慧是國三的學生，在開學後兩個月，開始出現下列狀況：食慾減
退、吃不下飯，不想出門，記憶力減退、讀書效果很差，夜間失眠，早晨
無法準時起床上學。而且上述情況已經持續三週了，如果你是慧慧的老
師，你初步研判慧慧可能是罹患哪一種病症？(A) 憂鬱症 (B) 恐懼症
(C) 精神分裂症 (D)厭食症。
11. （B）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設定難易度為： (A) 簡單容易
中間偏難

(B) 中間偏易

(C)

(D) 挑戰高難度。

12. （A）根據警政署刑事局最近分析，青少年網路犯罪案件主要以竊盜和詐
欺為大宗，請問這些行為是與哪一項網路犯罪場所最有關聯？ (A) 線上
遊戲 (B) 聊天室 (C) 拍賣網站
(D) E-mail。
13. （B）今年考上台大教育學程的學生，至少要幾年才可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A) 一年

(B) 兩年

(C) 三年 (D) 四年。

14. （C）依據特殊教育法之規定，我國各級政府應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
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教育主管預算之多少？ (A) 1％
(B) 3％ (C)
5％ (D) 7％。
15. （C）九年一貫課程中，何種領域課程時數配置所佔的百分比最大？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B) 數學領域

(C) 語文領域

(A)

(D) 社會領域。

16. （D）如果你通過今年教育學程招生考試，順利取得修讀教育學程的資
格，根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你未來參加的教育實習課程將採取下列哪一
種方式進行？ (A) 參加一年的教育實習課程，每月領實習津貼八千元

(B) 參加一年的教育實習課程，繳交相當於八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C)
參加半年的教育實習課程，每月領實習津貼八千元 (D) 參加半年的教育
實習課程，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17. （C）下列有關教師聘任及權利義務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中小學

教師資格之取得採審定制，而非檢定制 (B) 中小學教師一經學校聘用，
即代表終生聘用
(C) 教師接受聘任後，享有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
供興革意見之權利 (D) 教師不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
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18. （D）以下有關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的相關敘述何
者正確？ (A)本中心師資培育的目標有二：創新和卓越 (B)本中心依教
師法規定成立 (C)教育專業課程之修習學分數為至少 20 個學分 (D)本中
心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在部分特定課程上進行校際選課合作事宜。
19. （B）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六大議題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B)品格教育

(C)兩性教育

(A) 資訊教育

(D)家政教育 。

20. （C）目前中華民國教育部長由何人擔任？
杜正勝 (D)李遠哲。

(A) 曾志朗

(B) 黃榮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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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以下有關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陳述，何者為真？ (A) 台北
市教育局公布台北市分區組距 (B) 教育部公布去年及今年的全國考生
ＰＲ值 (C) 由於題目簡單，全國得滿分者多達一千人以上 (D) 採用統
編本教科書出題的最後一年。
22. （AB）國中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教學進入第二年，哪兩個領
域的課程安排與實施最為混亂與艱困？ (A)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社會領域 (C)語文領域 (D) 綜合領域。

(B)

23. （ABD）假設李四是今年考進教育學程的哲學系學生，他未來想擔任中等
學校國文科教師，請問李四需要經過哪些過程才能取得國文科教師證書？

(A)修畢語文領域（國文主修專長）專門課程學分 (B)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 (C )參加一年教育實習課程 (D) 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24. （ABCD）新制教師資格檢定制度的考試科目包括哪些？
力測驗 (B) 教育原理與制度
程與教學。

(C)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A) 國語文能
(D) 中等學校課

25. （ABC）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63 號解釋指出，以下哪些規定是大學
自治的範圍？ (A) 自訂學分超過二分之一不及格退學制 (B) 訂定教學
內容及課程 (C) 自訂碩士資格考試不及格退學制 (D)自訂大學學費。
26. （ABCD）國內第一個大學系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試行辦法已經獲得
教育部核定通過，請問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包括哪些大學？
(B) 交通大學 (C) 陽明大學 (D) 中央大學。

(A) 清華大學

27. （BD）自從教育部開放民間編印教科書後，爭議頗多，教育部為導引提
昇教科書之品質，已著手編印哪幾個領域教育部編審定本國中教科書，並
將於 94 學年度上市？ (A)國文 (B)數學 (C)英文 (D)自然與生活科
技。
28. （ACD）目前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所指的多元入學管道係指
學

(B) 推薦入學 (C) 登記分發入學

(A) 申請入

(D) 甄選入學。

29. （BCD）為避免學生近視度數快速增加，教育部推動以下哪些護眼措施？
(A) 近距離用眼 1 小時後，眼睛望遠休息 10 分鐘 (B) 看書報距離至少
35 公分 (C) 小朋友每天看電視不宜超過一小時 (D) 八歲以下兒童不宜
操作電腦。
30. （ABC）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的主要精神是： (A) 多元智慧
擇

(C) 多元特色

(B) 多元選

(D) 多元綱要。

31. （ACD）以下有關綜合高中的陳述，哪些是對的？ (A) 兼具高中及高職
的特質 (B) 同時設有國中部及高中部的中學 (C) 一年級課程多為共同
科目，二年級以上選修科增加 (D) 比一般高職重視基礎學科能力的培
養。
32. （ACD）根據教育部 92 學年度對全國國中小學生的視力調查報告，以下
哪些陳述是正確的？ (A) 國中生視力不良情形比國小生嚴重 (B) 男生
視力不良情形比女生嚴重 (C) 都會區之國中、國小生視力不良比例偏高
(D) 國中、國小生視力不良比例最低的地區是花東地區。
33. （ABC）近年來我國教育呈現下列哪些現象？ (A) 單親家庭的中輟生比
例高於雙親家庭 (B) 外籍配偶子女容易出現學習困難現象 (C) 愈來愈

多偏遠地區的家庭子女陷入隔代教養、貧窮或文化弱勢的困境
新生多來自於鄉村地區新興高中。

(D)台大

34. （AB）外籍新娘所生之「新台灣之子」已屆學齡階段的人數越來越多，
為了協助他們的發展，教育當局將採行下列哪些措施： (A)得比照弱勢族
群，優先進入公立幼稚園就讀 (B)提供國小低年級學生課業輔導 (C)提
供免費午餐與書籍 (D)設置專班，集中教育。
35. （BCD）生涯發展為中學生重要發展任務之一，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生涯發展可分為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與衰退期，中學生正處在維持期
(B)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是九年一貫課程的十大基本能力之一 (C) 生涯
發展教育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六大議題之一 (D) 今年 4 月 19、20 日舉辦
的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上，與會人士建議將生涯發展列為高中必修課。
36. （ABD）以下有關我國高等教育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 近年來大學

數量迅速擴張，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機會大增 (B) 未來學生人口將逐年
下降，有些大學可能面臨招生不足的困境 (C) 大多數大學均計劃轉型成
為提供成人進修教育為主的社區型大學 (D) 因應師資培育多元化，許多
大學設立教育學程。
37. （ABD）近來社會輿論對過去十年來的教育改革多所批判檢討，其中論點
包括： (A) 負責規劃教育改革藍圖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
員組成缺乏基層教師 (B) 教育改革雖立意甚佳，但多項措施時程倉卒，
配套不足 (C) 過去十幾年來教育部長一任多年，未能新陳代謝，造成與
時代脫節 (D) 經過十年教育改革，中學生的考試升學壓力未減，補習風
氣更盛。
38. （BCD）教育部推動「教訓輔三合一」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只

有導師需負輔導的責任 (B) 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人性化照顧學生 (C)
彈性調整學校訓輔行政組織運作 (D) 結合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
網絡。
39. （BD）近來青少年時有自傷、自殺事件發生，教育部積極推動生命教育，
擬定生命教育課程綱要，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生命教育為六大議題之一 (B) 生命教育是教導學生對於生命的正
確態度 (C) 考量不同宗教信仰，生命教育須由不同宗教人士擔任教導者
(D) 生命教育宜引導學生透過體驗學習內涵，教師身教影響尤為重要。
40. （AC）下列有關技職教育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近年來許多高職積

極轉型成綜合高中 (B) 近年來高中與高職的比例已經調整成 3：7 (C)
近年來大學院校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許多技職專科學校升格為技
術學院或科技大學 (D) 目前大多數高職生畢業後以投入就業市場為主要

目標，不再升學。
41. （ACD）下列哪些特性的學校已被教育部列為目前教育優先區的補助對
象？ (A) 偏遠交通不便地區之學校 (B) 女性教師比例偏高之學校 (C)
外籍配偶子女比例偏高學校 (D) 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
42. （ABC）以下何者為華人社會一般中學生在學習上展現的特徵？ (A) 重
視學業成績勝於才藝表現 (B) 認為只要盡力（努力），即使考不好，也
會覺得已經盡到學生的本分 (C) 傾向將自己的學業成功或失敗歸因於
努力 (D)當自己考第一名時，會對同學說是因為自己天資聰穎。
43. （ABCD）下列哪些因素使得網路原本開放機制之優點變成青少年網路犯
罪之溫床呢？ (A) 網路內容未經管制與分級 (B) 青少年心智未成熟，
容易受誘惑 (C) 父母工作忙碌，無暇關注 (D) 缺乏適當的輔導機制，
適時導正青少年行為。
44. （ABCD）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後，必須到國（高）中或高職進行教育實習
課程，請問教育實習課程的內涵包括哪些？ (A) 教學實習 (B) 導師實
習 (C) 行政實習 (D) 進行研習。
45. （BD）以下有關教育的用詞何者正確？ (A) 「如慕春風」
施教」

(C) 「城門立雪」

(B) 「因材

(D) 「不憤不啟」
。

46. （ABC）依內政部兒童局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發生兒童受虐案去年達八千
件，其中施虐致死的案例亦增加許多。請問造成受虐案件的原因可能為
何？ (A) 施虐者主要為兒童身邊的父母 (B) 部分學校老師因害怕家長
報復不敢通報 (C) 針對「高風險家庭」政府未建立預警制度 (D) 孩童
不知道可以打「九九五」保護專線。
47. （AD） 今年台北市教育局核定 13 所高中設立資優班，請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 人文社會與自然學科兼顧 (B) 集中在中正、大安區設立 (C)
強調高學費菁英訓練 (D) 不限設籍台北市的學生入學 。
48. （ AC ）下列何者是目前實施的教育政策？ (A) 九年一貫課程
力分班教學 (C) 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D)十二年國民教育。
49. （ABCD）依據特殊教育法，特殊兒童涵蓋哪些？
習障礙

(C) 聽覺障礙

(B) 能

(A) 智能障礙 (B) 學

(D) 資賦優異。

50. （ABC）依照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生編班實施要點」的規定，下列有關學
生編班的敘述中，有哪些是正確的？ (A) 國民中學得將新生依照智力測
驗成績高低順序排序，採用 S 形編班方式 (B) 國民中學二年級得就英
語、數學一或二科分別實施分組教學 (C) 國民中學三年級得就英語、數

學、理化一至三科分別實施分組教學
班，私立中學則不受此限制。
51.

(D)公立國民中學必須實施常態編

（ABCD）依據教師法，身為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
下列哪些義務？ (A)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B)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
究、進修 (C)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D)擔任導
師

52.

（CD）教育基本法素有「教育憲法」之稱，下列何者為該法之重點？ (A)
國民基本教育應延長為十二年 (B) 國民基本教育各類學校之編制，應以
小班大校為原則
(C) 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
育，應優先予以補助 (D) 教師專業自主權遭受學校不當或違法之侵害
時，政府應提供當事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53. （BD）下列有關教育制度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 目前國民教育已

全面向下延伸一年 (B) 資賦優異之國民小學學生，得縮短其修業年限
(C) 全面廢除高職 (D) 大學開設碩士在職專班，鼓勵回流教育。
54. （ABC）下列有關我國過去二十年以來的教育發展狀況敘述哪些是正確
的？ (A)讀高中人數遽增，但就讀高職人數遽減 (B) 私立學校在大學校
院中所占的比重快速增加 (C) 面臨師資培育之多元化，師範院校紛紛尋
求轉型 (D)公立大學學生人數多於私立大學。
55. （ABD）九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國內百餘位學者組成「重建教育連線」，針
對國內近十年來的教育改革提出檢討，發表「重建教育宣言」，並發起全
民連署行動，下列各者為其主要訴求？ (A) 照顧弱勢學生，維護社會正
義 (B) 透明教育決策，尊重專業智慧 (C) 追求卓越教育，拔擢優秀人
才 (D) 檢討十年教改，終結政策亂象。
56. （ABC）立法院於九十三年六月上旬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下列
敘述何者為正確？ (A) 中央、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應設置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B) 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傾向之差別待遇 (C) 學校
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D) 自 95 學年度開
始，各級學校均應採男女合校。
57. （ACD）以下有關國民中學教育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A) 公立國民中學

採學區制分發入學 (B) 國民中學學生免納學費及雜費 (C) 國民中學之
教科書，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 (D) 國民中學之教科書，由各
校自行選用。
58. （ABCD）依照我國法律，如果兒童及少年出現下列哪些行為會被認為是
違法？ (A) 吸菸 (B) 嚼檳榔 (C) 觀看閱覽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

力、色情出版品

(D) 在道路上競駛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

59. （ABC）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的改變，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擬採若干對策，
下列哪些是政府所採取的教育政策？ (A) 因應人口結構的少子化，調降
國民教育班級人數 (B) 配合人口多元化趨勢，加強對外籍配偶及其子
女教育之協助 (C) 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鼓勵回流進修，加強成人教
育 (D) 人口結構男多女少，鼓勵男女合校合班。
60. （ACD）以下有關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文
科不考作文 (B) 社會科不考公民與道德 (C) 數學科不考證明題 (D)
英文科不考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