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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科目：教育理念與時事 

 

第一部份 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75 分) 

請選擇一個最合適之答案，填寫於答案卷，答錯不倒扣。 
1. 請問十二年國民教育預定於民國幾年實施？(A)102 (B)103 (C)104 (D)105 年。 

2. 教育部為因應 12 國教正積極推動國中小補助實施方案，該方案規定每年將進行幾次線上

系統評量？(A)1 次 (B)2 次 (C)3 次 (D)4 次。 

3. 教育部改組後，請問目前師資培育業務由哪個單位承辦？ (A)國民教育署 (B)中等教育

司(C)高等教育司 (D)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4. 教師利用口頭讚賞來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屬於下列何種方式?  (A)社會增強 (B)教

師增強 (C)口頭增強 (D)替代增強。 

5. 目前中學教師參加學校教師會是採何種制度? (A)義務制 (B)自願制 (C)代表制 (D)推

薦制。 

6. 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是根據下列哪一個法令？ (A)國民教育法 (B)師資培育法(C)教師

法 (D)師範教育法。 

7. 「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是 (A)荀子 (B)孟子 (C)孔子  (D)老子  的主張。 

8. 「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是哪一位教育家的主張？(A)康德 (B)桑代克 (C)沙特     

(D)福祿貝爾。 

9. 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學校長的任期一任為多少年?  (A)3 年 (B)4 年 (C)5 年    

(D)6 年。 

10. 「因為我的成績不好，所以老師常認為我的其他行為表現也不好」，這是什麼效應?  (A) 

月暈效應 (B)蝴蝶效應 (C)比馬龍效應 (D)霍桑效應。 

11. 最常與課程統整聯想在一起的教學作法為何?  (A)討論教學  (B)創意教學  (C)聯絡教

學 (D)價值澄清。 

12. 為強化師資生實務教學能力，教育部表示，未來師資生需到中小學現場實習至少幾小時？ 

(A)36 小時 (B)54 小時 (C)72 小時 (D)108 小時。 

13. 「國民中學智力測驗」是屬於何種測驗？(A)標準化測驗 (B)教師自編測驗 (C)隨堂測驗

(D)性向測驗。  

14. 人類受教育的可能性，主要在於人類自出生到身心完全成熟以前，具有下列哪一種特性？ 

(A)可塑性 (B)個別差異性 (C)創造性 (D)團體生活性。 

15. 哲學領域內探討宇宙的根源、存在、事物的本質、現象的本體等現象是屬於列哪一項？

(A)心靈論 (B)知識論 (C)價值論 (D)形上學。 

16. 當我們談到教育有促進社會流動的功能時，社會流動指的是？  (A)社會中人口流動   

(B)社會中文化的轉變 (C)社會中價值的變動 (D)社會中各階級間的流動。 

17. 我國所謂的教育第二條國道為  (A)小學、國中、高中 (B)國中、高中、大學 (C)高中、

大學、研究所 (D)高職、技職院校、技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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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國國民中小學的教科書是採用何種編輯方式？  (A)統編制 (B)審定制 (C)自由制  

(D)國定制。  

19. 設計學習內容，用來教會大多數學生(80％以上)的教學法稱為？ (A)個別化教學      

(B)能力分班教學 (C)精熟教學 (D)合作式教學。  

20. 學校教育情境中，教師都很準時上下課，學生因此而學得守時的習慣，此類課程稱之為：

(A)正式課程  (B)非正式課程  (C)潛在課程  (D)懸缺課程。 

21.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教學方法的決定在教材選擇之前 (B)決定目標之前要先分析

學生的學習需求 (C)評鑑是教學中及教學後都要進行的工作 (D)發展和決定教學資源是

在實施教學之前。 

22. 國中新生數學能力測驗是屬於 (A)智力測驗 (B)性向測驗 (C)成就測驗 (D)人格測驗。 

23. 設計或發展課程的第一個步驟是？ (A)選擇內容 (B)組織內容 (C)確定目標 (D)修正與

評鑑。  

24. 我國訂頒的教育基本法其教育理念係依據哪一種心理學說？ (A)人本主義 (B)行為主義

(C)認知心理學 (D)心理分析學派。  

25. 教育部推動體適能 333 計畫，下列哪一項不是該計畫的規定？ (A)每週運動 3次       

(B)每次運動跑操場 3圈 (C)每次運動達到心跳 130 下 (D)每次運動 30 分鐘。 

26. 規定「年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力而申請退休者，或年滿六十五歲而延長服務者，不

得擇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的法令是 (A)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 (B)教師退休法  

(C)教師福利法  (D)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27.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是屬於學校的  (A)一級單位  (B)二級單位  (C)三級單位        

(D)四級單位。     

28. 九年一貫課程將中小學課程統整成幾大領域？  (A)四大領域 (B)五大領域 (C)六大領

域  (D)七大領域。  

29. 近年來許多學校針對學校的情境條件因素進行 SWOT 分析，其中 T 是指  (A) 機會  (B)

威脅  (C)優勢  (D)劣勢。 

30. 現任教育部長是誰？(A)杜正勝  (B)吳清基  (C)鄭瑞城 (D)蔣偉寧。  

 

第二部分 申論題 (共 25 分) 

1. 我國近年來積極推動學生閱讀，學生如能善用暑假學習與閱讀，其思考的質與量均可有效

提升。請問您如身為一位中等學校教師，在暑假期間會推薦學生閱讀何種書籍？(請至少

推薦三本書籍，並說明您推薦學生閱讀此書之原因與可能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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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75%）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B 11 C 21 A 

2 C 12 B 22 C 

3 D 13 A 23 C 

4 A 14 A 24 A 

5 B 15 D 25 B 

6 B 16 D 26 A 

7 C 17 D 27 A 

8 D 18 B 28 D 

9 B 19 C 29 B 

10 A 20 C 3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