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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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8:00 前，檢附證
明資料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education@ntu.edu.tw），逾期將以公布之答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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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下列教育相關成語用字，何者為正確：(A) 儒子可教（B）作育菁莪
（C）移尊就教

(D) 教澤永霖。

（C）2.為回應近日來社會對臺大畢業生的期待，臺大今年畢業典禮邀請的貴賓
與演講的主題為：（A）林百里先生談經營管理之道（B）張忠謀先生談
領袖特質（C）聖嚴法師談人品價值觀（D）證嚴法師談樂善好施美
德。
（B）3.依教育部新通過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為達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國民中小
學得採取常態分班（B）常態編班下，仍可實施能力分組教學，但以國
二、國三為限（C）分組教學以國文、英文、數學三個學科為限（D）
私立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採常態編班。
(A) 4.為因應社會對國中九年一貫課程採取一綱多本教科書的批評，教育當局已
採取 下列哪些措施：（ A）出版部編本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科書
（B）由縣市統一選定教科書版本供各校使用（C）由各校與書商議定書
價（D）基本學力測驗將以部編本內容為限。
（D）5.最近（今年 5 月）中部縣市因國中資優班招生考試，引發教育部與縣市

政府的爭執，教育部指稱地方政府違反法令，考試一律不算，請問是違
反哪一項法令？(A)國民教育法 (B)資優教育法 (C)教育基本法 (D)特殊
教育法。
（C）6.教育部已於 94 年 8 月 1 日將六所師範學院改為何種大學，並積極鼓勵
他們與其他大學合併 (A) 普通大學 (B) 師範大學 (C) 教育大學 (D)
技職大學。
（D）7.書包過重會影響學齡兒童身體發展，所謂書包「合理」的重量是指不超
過學生體重的多少？ (A) 1/2 (B) 1/4 (C) 1/6 (D) 1/8。
（A）8.教育部核定追求研究卓越計畫，哪一所大學獲得最多經費？ (A)臺灣大
學 (B)交通大學 (C)成功大學 (D)清華大學。
（A）9.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
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指出求學的關鍵因素是
(A)努力不懈 (B)不恥下問 (C)溫故知新 (D)博學於文。
（C）10.下列陳述，哪一段話用字完全正確，沒有錯字？ (A)「道雖彌，不行不
至；是雖小，不為不成」 (B)「不奮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 (C)「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D)「朽木不可
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與合誅」。
（B）11.一名高中學生期末考考第四名，但不符自己的期望，在學校寄發成績
單問卷回條上，冒簽父親之名，她的父親得知大怒，報警指控女兒犯了
以下哪一種罪名，此罪屬公訴罪，依法不得撤回？(A)詐欺 (B)偽造文書
(C) 侵佔 (D)說謊。
（C）12.近年來美國中學增加最快速的選修語言是 (A)西班牙文 (B)日文 (C)中
文 (D)法文。
（A）13.根據教育部最近三年各級學校學生死亡人數統計資料，佔學生死亡原
因第一位的是 (A)交通意外 (B)疾病 (C)自殺 (D) 槍殺。
（D）14.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的英文名稱為何? (A) Center for Teacher Training
(B) Program for Teacher Training (C) Institute of Teacher Education （D）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A）15.下列哪一個成語的「寫法」與「用法」是正確的？（A）蕭老師因作育
英才無數，而榮獲師鐸獎 （B）環境志工對社會的貢獻真是馨竹難書

（C）國三學生伋伋營營的準備國中基本學力測驗（D）張老師與我們
班關係非常密切，雖然畢業了，但總覺張老師音容苑在。
（A）16.下列有關修習本校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的規定，哪些是正確的？
（A）至少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B）教育基礎學共有四門課，
至少需修習 6 學分（C）教育方法學共有六門課，至少需修習 4 學分
（D）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至少需修習 12 學分。
（B）17.近些年教育改革強調「教育鬆綁」的精神，請問下列哪一項改革措施
最符合此精神？（A）規定大學學費調幅（B）施行師資培育管道多元
化（C）實施建構式數學教學（D）建立中輟生通報機制。
（C）18.教育部要求，今年高一學生全部都要上的銜接課程是哪一科？ （A）
英文 （B）國文 （C）數學 （D）理化。
（C）19.有關對中等學校教師會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A) 每位教師必須參加
教師會 (B)教師會的領導人為該校校長 (C) 每校皆可籌組教師會 (D)兼
任行政職務的教師不能參加教師會。
(B) 20.主張「由教師擔任研究者，參與教學現場之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
教學情境」是下列哪種研究方法之核心理念？（A）個案研究 （B）行
動研究（C）調查研究 （D）田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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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21.教育部今年舉行全國學生學習評量抽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測驗對象包括國小、國中與高中生（B）評量抽樣嚴謹，抽測當天隨機
抽取學生測試（C）測驗目的在讓個別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科實力（D）
測驗結果作為補助學校經費的依據。
（AB）22.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下列何者正確：（A）國民中小學每學期應實
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B）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
之學科領域（C）學校之招生不得有性別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因此學
校不得單獨招收單一性別學生 （D）學校對懷孕學生，應要求其暫時
休學，以減少其在學校可能遭遇之歧視與困難。

（AC）23.下列有關特殊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A）資優教育屬於特殊教育之
一環（B）資優生皆為高智商者（C）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特殊
教育，由地方政府辦理為原則（D）身心障礙學生不可就讀普通班，而
應予另外安置及輔導。
（ABC）24.下列何者是少年偷竊行為的癥兆？（A）家中無故失竊金錢或物
品，且明顯為「內賊」所為（B）孩子經常帶回不明之物品，並聲稱代
替同學暫時保管（C）孩子出手闊氣，經濟來源可疑（D）孩子考試作
弊，導師通知家長輔導管教。
(ABD) 25.目前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所指之多元入學管道包括：（A）申請入學
（B）登記分發入學（C）推薦入學 （D）甄選入學。
（AB）26.目前少子化對教育已逐漸產生的衝擊包括：（A）班級數減少（B）超
額教師產生（C）教師薪資降低（D）學生素質下降。
（BＤ）27.因應知識經濟時代所需，教育應特別注重培育下列哪些能力：（A）
勞力技術（B）創新求變（C）背誦記憶（D）終身學習。
（AD） 28.今年４月舉行全國性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下列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A）報考人數較去年大幅增加（B）考試科目較去年大幅變動（C）平
均通過率大幅增加，高達 80%（D）臺大教育學程畢業生通過率達
87%。
（BCD）29.大學學費調漲年年成為爭議焦點，下列有關大學學雜費的敘述，何
者正確：（A）私立大學學費大約為公立大學學費的五倍（B）教育部規
定未來大學學費調漲不得超過當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漲幅（C）學校必
須提撥學雜費一定比例作為學生獎助學金(D)未來可能實施調降學費的
機制。
（BD）30.有關教育機會均等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A）家庭社經地位的高
低與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呈負相關（B）文化弱勢兒童需要額外的教育
協助, 才能在學校中適應良好（C）給予外籍新娘子女額外的課後輔
導，違反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D）教育機會均等不但包括入學機會均
等，也包括在教育歷程中提供多元適性的教育。
（ABC）31.九年一貫課程採取一綱多本教科書實施迄今，遭遇 哪些批評？
（A）版本太多，增加學生學習負擔（B）各校選擇版本不同，轉學銜
接不易（C）多數書價比過去統編本昂貴，增加家長負擔（D）各家民

間書商對學校與教師的服務態度不佳。
(ACD）32.以下有關我國高等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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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經承認大陸地區
大學學歷，臺灣的大學面臨學生流失的困境（C）教育部委託專業團體
針對大學進行評鑑，作為經費補助與退場機制的參考依據（D）教育部
提供教學卓越經費，鼓勵大學提升教學品質。
（ABC）33.不久前新聞報導台北市某高中男學生因女友要求分手，憤而持刀殺
傷對方，這個事件顯示學校有必要加強：（A）性別平等教育（B）人權
教育（C）情緒教育（D）媒體素養。
（AD）34.教育部宣佈將從今年八月起廢除操行成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小、國中的操行成績一併廢除（B）操行評量改為通過、不通
過二種（C）老師不再需要 針對學生的日常生活表現予以事實記錄
（D）廢除操行成績背後的理念為尊重學生人權與尊嚴。
（BC）35.下列有關技職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A）近年來許多高職積極轉
型成完全中學（B）近年來高職學校總數少於高中學校總校數（C）近
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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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36.近來升學補習班生意日益蓬勃，學生補習人數增加，可能與下列哪些
教育政策有關：（A）一綱多本教科書（B）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加考作文
（C）教育優先區（D）小班小校。
（BCD）37.近年來我國教育呈現下列哪些「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A）
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滿分者集中於臺北縣市（B）從國中基本學力測
驗結果，呈現二極化的現象（C）偏遠地區隔代教養的現象多於都會區
（D）臺大新生原就讀的高中有集中於都會地區明星高中的現象。
(ABCD) 38.有關 95 年高中課程暫行綱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將取代
現行高中課程標準 （B）將於 95 學年度開始實施 （C）考量縱向銜
接，貫串九年一貫課程與大學基礎教育精神 （D）採用學習領域規畫
課程，整併部分科目。
(AB) 39.依現行之師資培育法，有關新制教育實習，何者正確?（A）實習期限為
半年（B）每位學生須繳 4 個學分之實習輔導費（C）實習期限為 1 年
（D）每位學生每月可領取 8000 元之實習津貼。

(ABCD)40.今年考進本校教育學程者，需經過哪些關卡，才能擔任正式教職？
（A）非英文科教師需通過中級英檢（相當於 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之
進階級） （B）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格（C）通過全國教師資格檢定
（D）通過各校教師甄選或各縣市聯合教師甄選。
(ABCD)41.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培養哪些學校類型的師資？（A）國中（B）完全
中學（C）綜合中學（D）職業學校。
（ACD）42.今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首次加考「寫作測驗」，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A）今年寫作成績不列入升學依據（B）滿分為十級分（C）3 級
分以下者須接受寫作能力補救教學（D）寫作能力補救教學，以「不收
費」為原則。
(ABCD) 43.我國師資培育法涵蓋培育哪些教育層級的師資? （A）高級中學
（B）國民中學（C）國民小學（D）幼稚園。
（ABCD）44.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所涵蓋的科目有哪些？（A）青少年發
展與輔導（B）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C）教育原理與制度（D）國語文
能力測驗。
（ACD）45.下列有關修習臺大教育學程的相關規定，哪些是正確的？（A）超
修教育基礎課程或教育方法課程之學分可當作選修學分（B）教育學程
各科成績獨立計算，不計入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C）所修之教育學分
若計作教育學程學分就不能計為畢業學分，若計作畢業學分就不能計作
教育學程學分（D）教育學程開設服務（三）課程，提供學生至附近國
中輔導國中生之服務學習機會。
（ABC）46.下列何者是政府目前大力推動的教育政策？ (A)小班教學 （B）九
年一貫課程 (C)五年五百億大學追求卓越 (D)十二年國民教育。
（BCD）47.目前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的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哪些課程？ （A）領域
專門課程（B）教育方法學課程 （C）教育基礎課程（D）教育實習課
程。
（ACD）48.下列有關國民教育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A）國民教育以養成
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B）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免納學費與雜費（C）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
補習教育，亦屬國民教育之一環（D）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
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

（ABCD）49.論語對教育對象的陳述，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A）人性秉
賦有上中下之別 （B）惟上智與下愚不移（C）才智在中人以下者充任
百工 （D）才智在中人以上者不只精通一才一藝。
（ABCD）50.十年教育改革以來，校園生態有哪些變化？ （A）家長參與校務
（B）師資來源多元化 （C）校長權力銳減 （D）學生擁有申訴權。
（BD）51.在目前我國對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上，有哪些敘述為真？（A）不
採認任何大陸地區的學歷 （B）採認高中以下學歷 （C）採認高等教
育學歷 （D）採認台商子弟學校學歷。
（ABCD）52.電腦病毒的入侵，常誘騙使用者下載並且執行程式的手法，請問
常用的方法有哪幾種？（A）連鎖電子信件 （B）惡作劇程式 （C）網
路免費優待券 （D）透過網站聯結。
（ABCD）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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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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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D）55.中小學學務處（訓導處）通常得設置哪些組？（A）訓育組（B）設
備組 （C）體育組 （D）衛生組。
（BCD）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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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57.近來中小學課程改革一貫制，將建立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指引主
要內涵為何？ (A)包括國中小及高中、高職課程 (B)強化能力銜接 (C)
建立課程的縱向聯繫 (D)建立課程的橫向統整。
（ABD）58.教育部自 96 年起對原住民升學考試加分優待有所變革，以下陳述何
者正確？ （A）現在許多原住民家庭都住在都會區，與一般家庭享有
同樣的教育資源，但升學時卻可獲得特殊優待，引起爭議，而有所變革
（B）原住民學生須取得「原住民語言文化學習證明」之資格認定門
檻，才可獲優待 （C）原住民升學優待採用「降低錄取標準」方式

（D）優待適用於高中職及大專升學考試。
（ACD）59.台北市教育局今年五月舉行的「優質學校評選」，請問以下哪些是
評選的項目？（A）表揚及鼓勵學校經營的卓越成就 （B）強調及突顯
學生升學的歷年表現 （C）肯定及推廣學校經營的優質經驗 （D）強
化及深耕學校經營的精緻發展。
（ABCD）60.教育部預計於四年內，將在 168 處鄉鎮設立 300 個偏遠鄉鎮數位機
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簡稱 DOC），其目的為何？（A）為
了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B）均衡城市與偏遠鄉鎮的數位應用 （C）推
動全國民眾的數位人權 （D）建設數位臺灣。

※※※※題目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