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命題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為綜理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之命題工作，確保命題品質，

特訂定本要點。 

一、教育部為綜理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之命題工作，確保命題品質，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資格考試分為幼兒園、特

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及

中等學校四類科。 

二、資格考試分為幼兒園、特

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及

中等學校四類科。 

本點未修正。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

學類科為五科外，其餘類科為

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一科至二

科及教育專業科目三科，應試

科目名稱如下：  

（四）中等學校類科：  

1.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

驗」一科。  

2.教育專業科目：該類科包括

「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

發展與適性輔導」、「課程教學

與評量」三科。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

學類科為五科外，其餘類科為

四科，包括共同科目二科至三

科及專業科目二科，應試科目

名稱及命題範圍如下： 

（一）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語

文應用」、「閱讀理解」、「寫作」

等基本能力。 

2.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原理

包括「教育心理學」、「教育社

會學」及「教育哲學」等；「教

育制度」包括與本教育階段相

關制度、法令與政策。 

3.數學能力測驗：包括「普通

數學」及「數學教材教法」；其

僅適用於國民小學類科。 

（二）專業科目： 

4.中等學校： 

（1）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青少

年發展包括「生理」、「認知」、

「人格、社會」、「道德、情緒」；

青少年輔導包括「主要諮商學

派、輔導倫理」、「發展性輔導

（包括生活輔導、學習輔導、

生涯輔導）」、 

4「適應問題與輔導」、「心理與

教育測驗」。 

（2）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包

一、配合一零七年六月二十九

日本部訂定發布之「中華民國

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基準」，教師資格考試評量架構

及考科內容配合修正為素養導

向考科評量架構，並以師資類

科為主要架構敘寫，「教育原理

與制度」名稱修正為「教育理

念與實務」並納入教育專業科

目，爰共同科目由原二科至三

科調整為一科至二科；教育專

業科目由原二科調整為三科 

二、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

驗」及「數學能力測驗」名稱

維持，修正教育專業科目名

稱，有關各科題型、命題內容

及素養評量之說明移列至第四

點。 



括中等學校「課程發展與設

計」、「教學原理與設計」、「班

級經營」、「學習評量」等。 

四、各科試題研發小組應依考

試時間與應試科目之不同，訂

定各科素養評量指標及題型，

並配合課程改革、教育趨勢，

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教育政策及重大教育議題

（包括精進學生學習成效政

策、五育理念、品德教育、性

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等）適時融入各科命

題內涵與範圍。國語文能力測

驗應同時兼顧本土作家、作

品、文化等內容。題型為選擇

題、非選擇題及綜合題(得包括

選擇、是非、配合與問答題)，

各科題型及素養評量指標如

下：  

（一）國語文能力測驗：  

1.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

題、寫作及綜合題。  

2.素養評量指標：  

(1) 語文理解：包括語文知識

與閱讀理解。  

A.語文知識：  

a. 字詞理解與運用分析。  

b.文化常識與應用文書。  

B.閱讀理解：  

a.內容意旨。  

b.篇章結構與風格欣賞。  

(2)溝通表達：能以通順語句、

適當結構，抒發主觀經驗並整

合客觀資訊，以達成有效溝

通。  

（三）教育理念與實務：  

1.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

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2.素養評量指標：  

(4)中等學校類科：  

四、各科試題研發小組應依考

試時間與應試科目之不同，訂

定各科命題內容、命題內容參

照及題型，並配合課程改革、

教育趨勢，適時將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政策

及重大教育議題（包括精進學

生學習成效政策、五育理念、

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

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納

入各科命題內涵與範圍。國語

文能力測驗應同時兼顧本土作

家、作品、文化等內容。各科

命題內容參照及題型如下：  

（一）國語文能力測驗：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寫作。  

2.命題內容參照：  

(1)選擇題：  

a.字詞理解與運用分析。  

b.篇章結構與風格欣賞。  

c.內容意旨。  

d.文化常識與應用文書。  

(2)寫作。  

（二）教育原理與制度：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問答題。  

2.命題內容參照：  

（1）本考科之命題內容以未來

教師之基本專業素養為原則。  

（2）本考科命題範圍包括教育

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

學及教育制度等四個領域。  

（3）教育哲學命題內容主要為

教育歷程與教育問題之哲學探

討及理論，包括：  

ａ、教師哲學。  

ｂ、教育本質和目的論。  

 



A.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

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

能，並應用於各級學校教育。  

B.了解並應用教育內外在社會

環境與社會脈絡，包括巨觀、

微觀二層面，如教育與社會公

平、社會變遷、社會關係等。  

C.了解我國主要教育行政與教

育制度、教育法規與教育政

策、學校實務及教育改革趨

勢，並應用於中等學校教育情

境。  

D.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

內涵，並應用於中等學校。  

（四）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

導：  

1.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

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2.素養評量指標： 

(4)中等學校類科：  

A.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理論、

不同社經及文化背景之發展差

異，並應用於教學與輔導。  

B.了解主要學習理論(包括學

習策略)與動機理論，並應用於

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與輔導。  

C.辨識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

質及鑑定歷程，並提供適切教

育與支持。  

D.了解班級經營、正向支持之

原理與技巧，並應用於營造學

生自律與自治、親師生夥伴關

係及友善學習環境。  

E.了解主要輔導理論與技巧、

輔導機制與資源、輔導倫理與

主要法規，並應用於協助學生

適應與發展。  

（五）課程教學與評量：  

1.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

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2.素養評量指標： 

ｃ、教育內容論。  

ｄ、教育方法論。  

ｅ、各家學說。  

（4）教育社會學命題內容主要

為社會學理論在教育上之應

用，包括：  

ａ、教育社會學理論。  

ｂ、社會結構、變遷、流動與

均等。  

ｃ、學校組織與文化。  

ｄ、教師專業。  

ｅ、班級社會學。  

ｆ、教學社會學。  

（5）教育心理學命題內容主要

為心理學理論在教育上之應

用，並避免與學習評量、兒童

發展心理學、課程發展等重

疊，包括：  

ａ、概論。  

ｂ、人類發展。  

ｃ、學習理論及其應用。  

ｄ、動機與學習。  

ｅ、個別差異與教學。  

ｆ、教學設計與教學策略。  

（6）教育制度主要為本國與各

主要國家（美、日、英、法、

德、芬蘭）及國際重要教育組

織之一般教育通論、教育制

度、教育法規及重要教育政

策。  

（三）數學能力測驗：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非選擇題，非選擇題

包括計算或證明題、問答題

等。  

2.命題內容參照：  

（1）普通數學：  

a.數與量。  

b.代數。  

c.幾何。  

d.統計與機率。   



(4)中等學校類科：本指標中所

指稱之「了解」與「應用」，涵

蓋師資生之情境應用、高層次

思考、反思修正等表現，包括

下列五項：  

A. 了解課程主要原理、課程發

展與設計、課程評鑑之原則，

以應用於中等學校課程、教學

及評量。 

B. 考量社會變遷中之重要議

題、課程政策與改革趨勢，以

發展課程、教學及評量。 

C. 了解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

式，以設計、實施、改善中等

學校教學。 

D. 了解多元教學方法與策

略、學習科技與資源，以應用

於中等學校教學規劃與實踐

(包括探究與實作)。 

E. 了解與使用多元評量方法

(包括使用科技)，以檢視學習

進展，促進學生自我成長，及

指引與調整教學。 

 

（十）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問答題。  

2.命題內容參照：  

（1）青少年發展：  

a.生理。  

b.認知。  

c.人格、社會。  

d.道德、情緒。  

（2）青少年輔導：  

a.主要諮商學派、輔導倫理。  

b.發展性輔導（包括生活輔

導、學習輔導、生涯輔導）。  

c.適應問題與輔導。  

d.心理與教育測驗。  

（十一）中等學校課程與教

學：  

1.題型：本考科試題題型分為

選擇題及問答題。  

2.命題內容參照：  

（1）課程發展與設計：  

a.課程理念。  

b.課程發展模式。  

c.課程設計原則。  

d.課程政策與改革。  

（2）教學原理與設計：  

a.教學原理。  

b.教學活動及設計（包括教學

資源及情境規劃）。  

c.教學策略及方法。  

（3）學習評量：  

a.概念及原理。  

b.方法及應用。  

（4）班級經營：  

a.理念原則。  

b.方法及應用。  

五、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

分。命題如為選擇題型者，應

為四選一之單選題，答錯不倒

扣。 

五、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

分。命題如為選擇題型者，應

為四選一之單選題，答錯不倒

扣。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六、題庫之命題委員擬定試 六、題庫之命題委員擬定試 本點未修正。 



題，應親自為之，並嚴守秘密。 題，應親自為之，並嚴守秘密。 

七、各科審題委員、命題委員

及組題委員如有本人、配偶、

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考

時，應行迴避。 

七、各科試題研發委員、命題

委員及組題委員如有本人、配

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

考時，應行迴避。 

原試題研發委員主要工作為審

題、修、試題疑義及組題，後

續將由命委員命題後，由審委

查並提供意見，爰修正為審題

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