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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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7月2日（星期五）上午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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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近來教師體罰學生事件頻傳，依據目前教育基本法之規定，請問下列有
關體罰之敘述何者正確？ （A）當事人同意即可 （B）全班學生同意
即可 （C）家長同意即可 （D）不得體罰
（D）2. 師資培育機構學生可以預先修讀教育學程學分，考進本校教育學程後，
先前修讀教育學分抵免的上限是幾學分？ （A）全部 （B）12 （C）9
（D）6
（C）3. 臺北市政府為落實「國中均質、適性教育」，首次推動的高中職免試入
學的計畫是 （A）春暉計畫（B）卓越計畫 （C）北星計畫（D）繁星
計畫
（A）4. 最近國內出現第一位疑似服用「喵喵」死亡的案例，請問「喵喵」是一
種什麼？（A）毒品 （B）偽藥 （C）烈酒 （D）減肥藥
（C）5. 今年４月放榜之教師檢定考試全國平均通過率為63.9%，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本年度應屆畢業生教師檢定考試通過率最接近以下那個比率？
（A）65% （B） 75% （C）85% （D）95%
（A）6. 臺灣現有的教育大學與師範大學主要區別在於，前者主要培養的師資
是： （A）國小教師 (B) 國中教師 (C) 高中教師 (D) 國、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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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教育專業課程中，教育心理學屬於下列哪類教育課程？（A）基礎學
（B）方法學 （C）實習課程 （D）實務課程
（C）8. 假若你是高職三年級導師，你的學生們擬參加四技二專入學考試，他們
所需參加的考試是？ (A)學測（學科能力測驗）

(B) 基測（基本學力

測驗） (C)統測（統一入學測驗） (D) 指考（指定科目考試）
（C）9. 日前獲選為美國《時代》雜誌2010年全球百大最具影響力人物英雄類第
八名的陳樹菊女士的愛心行動，可作為學校教育學生的內容，期勉學生
能夠： （A）風行草偃

（B）上行下效

（C）見賢思齊 （D）近朱

者赤
（B）10. 臺大追求「八十臺大、前進百大」，根據近期上海交通大學之世界大
學學術排名評比，臺大的表現為： （A）已進入世界前五十名
兩岸三地之冠

（C）論文影響力居全球之冠

（B）

（D）國際學生人數名

列前茅
（D）11. 我國目前一般大學之師資培育主要採用何種模式： （A）高中畢業進
入一般大學科系修習 （B）高中畢業進入大學教育系修習 （C）大學
畢業進入學士後教育學程修習 （D）大學或研究所期間修習校內開設
教育學程
（C）12. 根據報載，由於少子化，加上就業困難，成年子女依賴父母供養，既
不就學，也不就業，也不接受職業訓練者被稱為：（A）草莓族 （B）
月光族 （C）溺途族 （D）快閃族
（B）13. 教育部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評鑑，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
所有教師均須參加

（B）根據調查校長大多贊成實施（C）據以處理

不適任教師 （D）與教師敘薪、升級結合
（D）14. 教育學程的學生，需要針對將來在中學任教的科目及領域，於相關系
所修習專門課程。請問本校各科專門課程總學分數大都介於下列哪個範
圍？ （A）6-9學分 （B）10-15學分 （C）16-29學分 （D）30-60學分
（B）15. 本中心何時受理學生專門課程認定之申請？（A）考上教育學程之後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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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申請 （B）進入教育學程後每學期期初 （C）僅在申請教育實習前
（D）僅在臺大畢業前
（A）16. 根據教育部98年10月公布的「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的所需教師數量，是依據什麼來
計算的？ （A）班級數 （B）學生數 （C）縣市政府收入 （D）國家
每年預算
（B）17. 以下哪一種植物代表本校師資培育的生命圖像？ （A）杜鵑花

（B）

大王椰子樹 （C）楓樹 （D）荷花
（A）18. 時下年輕人總會自創一些新奇名詞用來溝通。請問下列對於流行語的
解讀，何者為正確？ （A）「殘念」是指遺憾
敗壞門風的兒子 （C）「山寨」是指反毒行為

（B）「敗犬」是指
（D）「萌」是形容人

很率直
（B）19. 五都改制後，教育部原規劃60所臺北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
縣的國立高中要改制為市立高中，但地方縣市首長反對，主張暫緩移
交。請問其反對最主要原因為何？ （A）權責不明
（C）學校整併

（B）財政問題

（D）學區重劃

（D ）20. 教育部為因應少子化提出「精緻國教發展方案-國民中學階段」，逐年
降低班級學生人數，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並增加儲備教師就業機會。
98學年度起國民中學一年級以34人編班，請問至102學年度，預計每班
降至多少人？ （A）17人 （B）20人 （C）25人 （D）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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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1. 依據今年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簡章，欲報考教育學程須於報名時具備各
任教科別的那些資格：
（A）相關系（所） （B）相關學系輔系 （C）相關學系雙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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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不限系所
（ABCD）2. 以下哪些行為違反菸害防制法？
（A）有吸菸習慣的大人遞菸給高中生分享
（B）雜貨店、超商賣菸給高職生
（C）國中生下課躲在學校廁所抽菸
（D）中學老師在導師辦公室抽菸
（BCD）3. 今年 9 月入學高中生適用的 99 課綱，為落實選修課程，避免掛羊頭賣
狗肉，下列哪些陳述是正確的？
（A）畢業所需之選修學分數佔總學分之一半
（B）至少 40 個選修學分及格才可畢業
（C）每學期至少要選 2 學分的「非考科」選修課
（D）生命教育為「非考科」的選修科目之一
（ABD）4. 政府積極推動公立教職員退休制度從由現行「七五制」改為「八五制」
新制，請問以下有關「八五制」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計算的基礎是「退休年齡」加上「工作年資」
（B）年滿六十歲且任滿廿五年者，可以領取月退休金
（C）民國八十五年以後當老師者適用新制
（D）長期之影響將造成教師平均年齡增加
（AD）5. 近年來中小學教師工作面臨的壓力與挑戰增加，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包
括：
（A）家長與學生的權利意識高漲 （B）校長權力獨大使教師噤聲
（C）教師評鑑全面實施

（D）教育改革要求教師求新求變

（CD）6. 以下有關「融合教育」的陳述，何者正確？
（A）又稱「另類教育」
（B）將造成特殊學生被貼標記的傷害
（C）普通班老師有機會接觸到特殊學生
（D）特殊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學習
（ABD）7. 以下有關 98 學年度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的陳述，何者正確？
（A）以中國大陸籍人數最多

（B）總人數創歷年新高

（C）以居住在臺北市人數最多

（D）小學生人數比國中生人數多

(ACD) 8. 以下有關明（100）年國中基測的陳述，何者正確？
（A）將分為北北基聯測及全國基測兩種
（B）北北基聯測考綱不考本，全國基測考綱又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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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北北基聯測及全國基測第一次同一天考試
（D）非北北基學生想要跨區就讀北北基學校，須以全國基測成績登記
分發
（CD）9. 許多中小學校園販售不合格食品，校園販售之飲品、點心應具備以下
哪些認證標誌：
（A）FDA

（B）ISO

（C）CAS

（D）GMP

（ACD）10. 為提高學生品德教育，教育部補助辦理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此計畫：
(A) 鼓勵學校發展品德教育之教學方法
(B) 本計畫期程為十年長程計畫
(C) 優先補助品德教育已有成效之學校
(D)補助對象包含中小學及大專院校
（AC）11. 近年來國際上盛行學習中文，因應此需求
(A) 中國大陸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
(B) 美國各州派大量語文教師來臺進修中文
(C) 臺大文學院辦理華語文師資研習
(D) 教育部函令各大學增加中文系學生招收名額
（ABD）12. 臺灣十餘年來教育改革已全面執行之措施包括：
(A) 高中及大學多元入學

(B) 國中小九年一貫課程

(C) 高中社區化

(D) 國中小教科書一綱多本

（BC）13. 一般中型（含）以上中學教務處通常設置哪些組？
(A) 體育衛生組

(B) 註冊組

(C) 教學組

(D) 訓育組

（ABC）14.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培養下列哪些師資？
(A) 國民中學

(B) 高級中學

(C) 高級職業學校

(D) 專科學校

（AD）15. 臺北縣推動英語活化課程，下列何者屬實？
(A) 外加時數違反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時數規範
(B) 臺北市與基隆市亦表態有意跟進
(C) 教育部尊重縣市政府決策，迄今未做出任何反應
(D)臺北縣教師會舉辦大遊行，表達反對訴求
（ACD）16. 臺大師資培育中心的教育目標在培育具有「專業」、「多元」及以下
那些特質的未來的卓越教師？
(A) 創新

(B) 勤奮

(C)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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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領導

（ABC）17. 以下有關我國國民教育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民教育分兩階段，前六年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年為國民中學
教育
(B) 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理為原則，並鼓勵私人興辦
(C) 國民中小學應辦理學生團體保險
(D) 國民中小學家境貧苦者始得免納學費
（ACD）18. 關於九年一貫課程，下列何者為正確？
(A) 實施對象為國小一年級至國中三年級學生
(B) 綜合活動領域包含健康與體育
(C) 彈性課程佔總節數的 20%
(D) 課程目標在培養國民十大基本能力
（AB）19. 日前有一位學童由於相關人員的疏忽，在已經表達求援訊號的情況
下，仍被母親帶走自殺，共赴黃泉。請問依據法令，下列何者屬於教
師的職責：
（A）平日關懷輔導

（B）獲知危機緊急通報

（C）緊急安置

（D）破門而入緊急搶救

（BD）20. 我國中小學教育目前遭遇的重大挑戰包括：
（A）升學機會不足

（B）城鄉差距大

（C）入學率低

（D）師資供過於求

（AC）21. 政府目前對少子化現象已採取的中小學教育因應措施為：
（A）超額教師調校

（B）大量招募外國學生

（C）整併學校

（D）增加每班配置教師員額

（ABC）22. 大學入學繁星計畫實施至今，頗受社會輿論肯定，其目的為：
（A）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B）提升社區高中聲望

（C）平衡地區差距

（D）增加明星高中競爭優勢

（ABCD）23. 近來霸凌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下列何種情況符合霸凌的定義：
（A）向同學勒索金錢

（B）把同學叫到廁所打一頓

（C）嘲笑同學是男人婆

（D）聯合同學杯葛、排擠特定同學

（BC）24. 下列何者可代表我國教育成果在國際上受肯定：
（A）多次國際閱讀能力評比名列前茅
（B）多次國際數理學業評比名列前茅
（C）經常獲得國際奧林匹亞競賽獎項
（D）托福成績在亞洲各國學生中名列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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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25.為提供學生多元豐富的學習資源，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本學年度提供
那些活動與服務：
（A）舉辦「我的學思歷程」演講
（B）舉行「提升學習動機」研討會
（C）舉辦「臺大 SUPER 教案獎」
（D）開放本校非教育學程學生預修課程
（ABC）26. 高中生升大學有幾種管道？
（A）繁星計畫 （B）指考分發 （C ） 甄試申請 （D）龍門計畫
（BD）27. 教育部的攜手計畫，課後輔導主要的輔導對象為：
（A）不受管教的學生

（B）低成就的學生

（C）資賦優異的學生

（D）家庭社經背景弱勢的學生

（BD）28. 全國家長團體聯盟最近調查指出，全國有超過一半的家庭，父母和孩
子無法一起吃晚飯。請問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哪些：
（A）孩子流連網咖不回家

（B）孩子要補習晚回家

（C）外勞陪伴吃晚餐

（D）父母下班時間晚

（ABD）29. 為避免「新臺灣之子」（新住民子女）在校內遭受歧視，請問學校
可以有哪些作法？
（A）加強多元文化教育
（B）禁止學生以「菲傭泰勞」開同學玩笑
（C）依學生父母原國籍身份進行分班
（D）教師對新臺灣之子的學業表現不應抱有成見
（AD）30. 目前高中 99 課綱將暫緩實施的科目及原因以下哪些屬實？
（A）國文：白話文與文言文比例的爭議
（B）英文：採通用拼音或漢語拼音的爭議
（C）地理：中國地理與臺灣地理比例的爭議
（D）歷史：中國史與臺灣史比例的爭議
（ABCD）31. 一項「2009 全國兒童媒體使用行為研究調查」，發現臺灣可上網家
庭達到 84％，數位家庭時代已然成型，但也帶來許多問題，包括
哪些？
（A）學童網路使用率最高
（B）過半家長對於媒體內容毫無控管
（C）學習上網後以打電動比例最高
（D）虛擬與實境不分，成為學童使用媒體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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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32. 根據教師法，以下哪些人不得聘任為教師？
（A） 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B）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C） 行為不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D）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ABCD）33. 教育學程的在校生去教育實習之前，應該修畢哪些課程的學分？
（A）教育專業課程

（B）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

（C）普通課程

（D）系所畢業應修課程（學位論文除外）

（ABCD）34. 下列有關教育實習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本屆教育學程新生將來之實習為半年制
（B）實習內容包含行政實習、教學實習、導師實習和研習活動
（C）須全時實習，不得回校修習任何課程
（D）要繳交 4 學分之學分費
（CD）35. 以下有關全國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幼 稚 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敘
述，哪些是正確的？
（A）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即可報考
（B）考試內容通過後才可去實習
（C）通過後才能取得教師證
（D）通過後才能參加教師甄試
（ABC）36. 有關招收陸生來臺就讀大專院校的敘述，下列哪些是正確的？
（A）該政策涉及「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兩岸人民關係條例」
的修訂
（B）教育部打算採取「三限六不」政策
（C）有立委主張將「三限六不」入法，但教育部表示不支持
（D）將於今年九月開始全面開放陸生來臺就讀大專院校
（ABC）37. 下列有關我國高等教育的陳述，哪些是正確的？
（A）近十年來，就讀研究所人數急速成長
（B）有部分校系招生不足額
（C）教育部以經費補助部份大學追求教學或研究卓越
（D）開放由市場機制決定大學學費
（BCD）38. 下列哪些屬於我國政府提供教育資源，關懷弱勢學生的教育政策？
（A）發放「教育券」給中小學學生之低收入戶
（B）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經導師認定即可納入午餐費補助
（C）非自願性失業人士∗子女，補助其高中就學費用
8

（D）非自願性失業人士∗就讀高中職以上子女之就學貸款，經學校審查
通過即可申請
∗

「非自願性失業人士」指失業達 1 個月以上，未逾 6 個月者。

（ABCD）39. 有關環境教育的敘述，下列哪些是正確的？
（A）環境教育是九年一貫課程重要議題之一
（B）立法院已通過環境教育法
（C）未來高中以下的學生，每年均需參加 4 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課程
（D）學校鼓勵學生重視環保，環境保護之核心 3R 口號係指 Reduce、Reuse
及 Recycle
（BD）40. 荀子勸學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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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強調什麼的重要性？
（A）天分

（B）努力

（C）貴人相助

※※※※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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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終身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