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 

科目：  教育基本常識   

 

☆☆選擇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                                       共 5 頁，第 1 頁  
 

 

 

- 1 - 

 

 

准考證號碼： «准考證號碼» 

單選題（共有 50題，每題 2分，共計 100分） 

1.哪一個國際組織於 2015 年發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A)聯合國(UN)   (B)歐洲聯盟(EU)   (C)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2.教育部為符應國際趨勢，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心素養，提出「中小學國際教

育白皮書 2.0」（簡稱「國際教育 2.0」）。以下何者並非「國際教育 2.0」所訴求的核心素養?    

(A)彰顯國家價值   (B)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C)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D)提高國際學生能
力評量成績。 

 

3.108 課綱於學科領域做了部分的調整，現行有幾大領域呢?   

(A)六大領域   (B)七大領域   (C)八大領域   (D)十大領域。 

 

4.依據「家庭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   

(A)二   (B)三   (C)四   (D)六  小時。 

 

5.108 課綱提及核心素養三大面向的訴求，以下哪一選項並不包括在其中? 

(A)自主行動   (B)國際移動   (C)社會參與   (D)溝通互動。 

 

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依學制區分五個學習階段。其中國民小學五、六年級為第幾學習階段？ 

(A)第二   (B)第三   (C)第四   (D)第五  學習階段。 

 

7.哪一種類型的高級中等學校「採取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課程，提供學習性向明顯之學生，繼續
發展潛能」? 

(A)普通型   (B)技術型   (C)綜合型   (D)單科型  高級中等學校。 

 

8.依相關規定，學校聘任幾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應公開甄選，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A)一個月   (B)三個月   (C)四個月   (D)六個月。 

 

9.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以下何者並非國民教育階段學生所稱之家長?  

  (A)父母   (B)養父母   (C)祖父母   (D)監護人。 

 

10.依據教育部組織法，教育部置政務次長___人，常務次長___人?   

  (A)二/一   (B)二/二   (C)一/二   (D)一/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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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依據「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學校對於本校紀念日之休假，每年不得超過幾日? 

(A)一   (B)二   (C)三   (D)四  日。 

 

12.焦點討論法又稱作 ORID 討論法，運用其中四個元素做到從發散到收斂的過程。若這堂課程會
讓你得到什麼新的學習與新的領悟，屬於以下哪一個元素? 

(A)Objective(事實、客觀)   (B)Reflective(反思、感受)   (C)Interpretive(價值、經驗)   

(D)Decisional(行動、決定)。 

  

13.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考量與衡酌
學生身心狀況後，下列一般管教措施是不得採取呢?  

(A)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B)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之活動   (C)要求靜坐及站立反省   (D)通知監
護權人並協請處理。 

 

14.最早出現「教育」二字連成一詞，首見於： 

(A)太史公自序   (B)孔子論語篇   (C)魏公子列傳   (D)孟子盡心篇。 

 

15.依據 108 課程綱要，以下何者屬於國民中學的校訂課程?  

(A)彈性學習課程   (B)領域學習課程   (C)多元選修課程   (D)團體活動時間。 

 

16.依相關規定，學校通知違規學生及其家長參與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經書面通知幾次以
上未出席時，學校應函知教育部？ 

(A)一次   (B)二次   (C)三次   (D)四次。 

 

17.依據「教師法」規定，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諸多權利。以下何
者不屬於教師的權利? 

(A)參加教師組織   (B)參加在職進修活動   (C)提供學校教學之興革意見   (D)積極維護學生受
教之權益。 

 

18.為促進社會流動並提供弱勢生多元升學管道，教育部 110 學年起推動為期五年的「______計
畫」，位屬偏遠地區的國立大學首先推動優先錄取在地弱勢生？ 

(A)願景   (B)希望   (C)遠揚   (D)提攜。 

 

19.像是「身為原住民就應該很會唱歌吧？要不要唱給大家聽？」…，如此自以為看似沒問題的稱
讚，卻可能是強加於他人身上的刻板印象，稱為: 

(A)弱歧視   (B)偽歧視   (C)鉅歧視   (D)微歧視  現象。 

 

20.「國家語言發展法」所稱的中央主管機關為： 

(A)內政部   (B)文化部   (C)教育部   (D)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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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依據教育部的表示，目前國內的新住民子女約有 31 萬多人，約佔整體學生人數的比例為何? 

(A)37.4%   (B)27.4%   (C)17.4%   (D)7.4%。 

 

22.按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幾人? 

(A)一人   (B)二人   (C)三人   (D)四人。 

 

23.今年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由哪一所大學主辦?  

(A)義守大學   (B)高雄大學   (C)屏東大學   (D)成功大學。 

 

24.中途輟學學生是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轉學生因不明原因，自轉出之日起幾日內未向轉入學校
完成報到手續者? 

(A)三日   (B)五日   (C)六日   (D)七日。 

 

25.依相關法規規定，幾歲之學齡兒童，由戶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直轄市、縣 (市) 政府按學區
分發，並由鄉、鎮 (市) 、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學？ 

(A)四歲   (B)五歲   (C)六歲   (D)七歲。 

 

26.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民國何年上路實施? 

(A)103   (B) 105   (C) 106   (D)108。 

 

27.根據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分類，彰化師大附屬高工為哪一類型高級中等學
校? 

(A)大學附屬型高級中等學校   (B)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C)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D)單科型
高級中學學校。 

 

28. 根據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分類，我國國民基本教育雖然有俗稱的國小、
國中與高中職三種學制，但是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學習階段則分成幾階段? 

(A)三   (B)四   (C)五   (D)六。 

 

29. 下列哪個直轄市尚未將其轄區內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除了附屬於大學之高級中等學校與科
技部所屬實驗高中外，完全改隸為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A)新北市   (B)桃園市   (C)台中市   (D)高雄市。 

 

30.下列何所大學所附屬之高級中等學校所在縣市與該大學不同? 

(A)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B)國立中央大學   (C)國立中興大學   (D)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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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若不加計專業實習課程，哪一類型之高級中等學校「部定課程」的學分數最多?? 

(A)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B)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C)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D)單科型高級
中學學校。 

 

32.承上題，原則上，高級中等學校之彈性學習時間每週為幾節? 

(A)2-3   (B)4-5   (C)6-7   (D)8-9。 

 

33.下列哪一個縣市未轄有原住民族鄉鎮區?  

(A)苗栗縣   (B)桃園市   (C)雲林縣   (D)高雄市。 

 

3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近期公布有關 111 年度大學入學學科測驗將分為幾個考科? 

(A)三科   (B)四科   (C)五科   (D)六科。 

 

35.下列何者為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工作規劃辦理機關? 

(A)內政部   (B)教育部   (C)原住民族委員會   (D)客家委員會。 

 

36.中央政府辦理原住民族教育的預算比率，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教育機關預算總額之百分之幾? 

(A)1.5   (B)1.7   (C)1.9   (D)2.1。 

 

37.教育部近期公告，自民國幾年開始，教師資格考試將採取電腦測驗? 

(A)110   (B)111   (C)112   (D)113。 

 

38.民國 109 年各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除了領域團外，可以依照課程與教學議題成立的議題團
可以參照的議題最多有幾種? 

(A)17   (B)19   (C)21   (D)23。 

 

39.我國國民教育階段資優教育課綱所包含的四種教學模組不包含下列何者? 

(A)批判思考   (B)獨立研究   (C)領導才能   (D)情意發展。 

 

40.下列何種語言不屬於課綱中，本土語言的範圍? 

(A)拉阿魯哇語   (B)吐瓦魯語   (C)撒奇萊雅語   (D)越南語。 

 

41.根據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理財教育融入哪個科目中學習? 

(A)數學   (B)公民與社會   (C)家政   (D)資訊。 

 

42.彰化縣立幸福國民中學有 45 個班級。依據相關法規，該校合理的專任輔導教師應該有幾位? 

(A)1 位   (B)2 位   (C)3 位   (D)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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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根據今年發布的中小學國際白皮書 2.0，教育部訂定了國際教育 2.0 的政策。在未來 6 年內，希
望全國有多少比率的中小學可以參加學校國際化認證? 

(A)1/2   (B)1/3   (C)1/4   (D) 1/5。 

 

44.根據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所描述，較 1.0 版的白皮書，針對我國學生所增加的教育
面向不包含下列何者? 

(A)出國交流、實習   (B)出國遊學、交換生   (C)雙語課程   (D)國際課程。 

 

45.根據我國技術與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所提出的專業技術人才培育素養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學習力   (B)實作力   (C)創新力   (D)就業力。 

 

46.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於106年轉型為教師專業支持系統。該系統將教師專業回饋人才之進階認

證所規範的年資至少具幾年以上的正式教師年資? 

(A)3   (B)5   (C)7   (D)10。 

 

47.承上題，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備課、觀課、議課)，

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幾次? 

(A)1 次   (B)2 次   (C)3 次   (D)5 次。 

 

48.根據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揭櫫的師資培育核心價值不包含下列何者? 

(A)責任   (B)創新   (C)精緻   (D)永續。 

 

49.本校所辦理之「白沙夏日學校」未曾與下列學校合作辦理過? 

(A)彰化縣立田尾國中   (B)彰化縣立彰泰國中   (C)彰化縣立芬園國中   (D)彰化縣立信義國中
小。 

 

50.根據本校師培中心之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課程
架構，必修學分至少需修習幾學分? 

(A)20   (B)22   (C)24   (D)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