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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有 50 題，每題 2分，共計 100 分） 

 

1.中華民國於 2020 年 1 月 11 日舉行第幾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A)第十二任   (B)第十三任   (C)第十四任   (D)第十五任。 
 

2.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幾分之幾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
出不信任案？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一。 
 

3.2019 年 7 月 31 號少年輔育院正式走入歷史，改制成： 
(A)矯正學校   (B)中途學校   (C)管訓學校   (D)資源學校。 
 

4.以下何者屬於「命令」的位階？  
(A)國民教育法   (B)地方稅法通則   (C)臺灣地區解嚴令   (D)條約締結法施行細
則。 
 

5.教育部的「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自 103 學年度開始，逐年實施就讀高職者免學費，
就讀高中且家庭年所得總額符合新臺幣幾萬元以下條件者亦免學費之補助措施？ 
(A)128 萬元   (B)138 萬元   (C)148 萬元   (D)168 萬元。 
 

6.國家為強化學生在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力及未來的職場競爭力，訂有：  
(A)2020   (B)2025   (C)2030   (D)2035  (年)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7.若高中職學生經審查通過並加入「青年儲蓄帳戶」，每人每月可核撥新臺幣幾萬元以作
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 
(A)1 萬元   (B)1.5 萬元   (C)2 萬元   (D)2.5 萬元。 
 

8.我國現行一般公務人員(常務人員)若屬第五職等的科員，是為： 
(A)委任   (B)薦任   (C)簡任   (D)特任   職等。 
  

9.教育部和大學招生委員會對於「大學端審查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立場，以下何者
並非列為最重視的選項？  
(A)大學從中找到懂得自主學習的高中學生    
(B)高中社團名稱與報考大學科系的吻合程度    
(C)高中學生的人格特質與大學系上的人才特質相符    
(D)高中學生在多元活動中展現的積極自主與耐挫力。 
 

10.近期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一讀通過《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調高教育經費法定下限，從百分之二十三提升至百分之多少？ 
(A)二十三點五   (B)二十四   (C)二十四點五   (D)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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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府推動因應少子化政策，國教署將新成立下列哪一個組別以負責推動幼兒相關政

策？ 
(A)幼稚教育組   (B)幼齡教育組   (C)學齡教育組  (D)學前教育組。 
 

12.依法要為每一位身心障礙且具有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需求之學生擬定計畫，名為： 
(A)個別化輔導計畫   (B)個別化教育計畫   (C)個別化諮商計畫   (D)個別化資源
計畫。 
 

13.依據學習金字塔理論，學習者在兩週以後還記得的學習內容，會因為不同的學習方式
而有很大的差別。以下何者的記憶保留度是最低的？ 
(A)實作   (B)閱讀   (C)聆聽   (D)聽看。 
 

14.2012 年聯合國大會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項基本目標，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類生
活中的普遍目標和期望，決議將每年的幾月幾日定為「國際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 
(A)3 月 20 日   (B)4 月 4 日   (C)8 月 15 日   (D)11 月 11 日。 
 

15.依據菸害防制法，未滿幾歲者不得吸菸？ 
(A)十六歲   (B)十八歲   (C)二十歲   (D)二十一歲。 
 

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依各教育階段學生之身心發展狀況，區分為五個學習階段。其中
「學生身心發展的快速期，也是自我探索與人際發展的關鍵期」是指： 
(A)第二   (B)第三   (C)第四   (D)第五   學習階段。 
 

17.第三十二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 2020 年的何地舉行？  
(A)首爾   (B)東京   (C)馬德里   (D)伊斯坦堡。 
 

18.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屬於學校哪一個單位的權責？ 
(A)校務會議   (B)行政會議   (C)教師評議委員會   (D)課程發展委員會。 
 

19.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選修科目，每班開班
人數最低以多少人為原則？ 
(A)6 人  (B)8 人   (C)10 人   (D)12 人。 
 

20.國家有權利與義務建立學校或社會教育，以滿足人民基本需要。此謂： 
(A)幸福權   (B)公民權   (C)學習權   (D)生存權。 
 

21.以下何者並非師資培育法所提之師資培育對象？  
(A)大學師資   (B)幼兒園師資   (C)國民小學師資   (D)國民中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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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Marc Prensky 在 2001 年提出，在上世紀末以後出生就活在電腦、網際網路世界與在數

位國度裡成長的一代，是為： 
(A)digital natives (數位原生)      (B) digital immigrants (數位移民)    
(C)digital learners (數位學習者)   (D)digital goalkeeper (數位守門員)。 
 

23.依據 French 與 Raven 的說法，教師對學生具有影響力(power/influence)之來源，源
自多方面。其中教師因其人格而受學生們的認同愛戴與讚賞有加，是謂： 
(A)法職權   (B)專家權   (C)參照權   (D)強制權。 
 

24.以下哪一個教育辭彙之意涵，與憲法第一五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之精
神最為接近？ 
(A)零容忍   (B)零拒絕   (C)零中輟   (D)零極限。 
 

25.依據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得以長期聘任之，而長聘至多幾年？ 
(A)三年   (B)五年   (C)七年   (D)九年。 
 

26. 「我思故我在」屬於何思潮的主張： (A)存在主義思潮  (B)經驗主義思潮  (C)理性
主義思潮  (D)後現代思潮。 

 
27. 「理想國」是何人所著： (A)柏拉圖(Plato)  (B)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C)西塞

羅(Sicero)  (D)歐威爾(George Orwell) 

 
28.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誰的名言？ (A)蘇格拉底(Socrates)  (B)盧梭(Rousseau)  

(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D)西塞洛(Cicero)  

 
29. 「教育即生長」這是哪一位教育家的名言： (A)Otto Willmann  (B)John Deway  

(C)Anne Sullivan  (D)Maria Montessori 
 

30. 把「教育」二字連成詞，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思想家為： (A)
孔子  (B)孟子  (C)荀子  (D)莊子。 

 

31. 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之說的思想家是： (A)孟子  (B)荀子  (C)老子  (D)
鄭玄。 

 
32. 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近代思想家是： (A)張之洞  (B)梁啟超  (C)蔡元培  (D)

胡適。 

 
33. 下列何種理論的主張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較為相近： (A)行為主義學習

論  (B)認知發展論  (C)訊息處理論  (D)社會學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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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馬斯洛(A. H. Maslow)動機理論的主要焦點為何： (A)個體內在歸因的結果  (B)個體

外在的社會誘因  (C)個體內在的需求層次  (D)個體內在的認知衝突。 

 
35. 教育基本法為重要的教育法律。我國教育基本法，新近修訂於何時： (A)民國 108 年  

(B)民國 106 年  (C)民國 104 年  (D)民國 102 年。 

 
36. 有關師資培育之法規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由立法院

訂定發布實施  (B)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申請停辦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C)師培中心之師資生甄選、修習課程規範等相關規定，由教育部訂定頒布  
(D)大學暨獨立學院應設立院級師資培育中心。 

 
37. 有關教師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教師法訂定的主旨在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待

遇  (B)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採審定制；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採檢定制  (C)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應經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聘
任  (D)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和擔任導師是應盡的義務。 

 
38.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教學方案之學習目標的產生是依據何者產生？ (A)

總綱的核心素養  (B)各領域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C)各領域的學習表現  (D)各
領域的學習內容。 

 
39.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基本核心素養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全球

化公民  (B)自主行動  (C)溝通互動  (D)社會參與。 

 
4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與過去的課綱最大的差異為何： (A)強調

學生科技及資訊能力  (B)強調學生品格發展  (C)強調多元評量  (D)強調終身學習。 

  
4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新增下列哪個領域，加強學生程式編碼和運資訊應用能力： 

(A)數學  (B)自然  (C)英語  (D)科技。 

 

42. 家長時常干涉教師對學生的教學，這是教師的哪一種權威受到挑戰： (A)傳統權威 (B)
法定權威  (C)專業權威  (D)感召權威。 

 
43. 「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當前「家長教育選擇權」係指家長可以為

子女選擇： (A)就讀的學校  (B)課程與教材  (C)課室與教師  (D)就讀的班級。 

 
44. 任何科目之教學均應以下列何者為考量之起點： (A)教師的知識與能力  (B)學者的論

述與倡議  (C)學習者力與興趣  (D)校長的領導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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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列何者是教育基本法規定的學生權利之一： (A)教育之自由權  (B)罷課權  (C)不

受體罰權  (D)成績申核權。 

 

46. 教育學程陳教授設計期中作業為「請設計一份評定國中一年級綜合活動教科書之評定
表，表中列出評鑑之項目及其加權量，然後據以實際評定各版本教科書之優劣。」這
一項作業主要在評量學生何種認知能力： (A)瞭解  (B)應用  (C)評鑑  (D)分析。 

 
47. 根據 PBL 的教學原則，下列哪一個題目較適合用來作為(Problem-Solving Learning, 

PBL)的探究問題： (A)學校水池污染狀況的改善  (B)英文單字的記憶  (C)一元二次
方程式的學習  (D)校外參觀報告的撰寫。 

 
48. 某校校長正在分析學校內外環境的優缺點、機會與威脅，以研擬招生策 略，請問該校

長採行何種計畫策略： (A)平衡計分方案  (B)SWOT 分析  (C)線性規劃法  (D)CIPP
評估。 

 
49. 在一個 500 人參加的測驗中，志雄分數排名為第 200 名，請問他的百分等級最接近何

值： (A)PR80  (B)PR60  (C)PR40  (D)PR20。 

 
50. 彭政閔球衣背號 23，屬於何種量尺： (A)次序量尺  (B)名義量尺  (C)等距量尺  (D)

比率量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