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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科目：教育理念與時事 

1.政府規定公私立國民中學學生編班方式為 （1）階梯式能力分班（2）混合編班 
（3）隨機編班（4）常態編班 。 

2.中等學校編造學生之學籍資料及學籍之保管工作是屬於 （1）總務行政（2）教務行

政（3）訓導行政（4）輔導行政 。 
3.國中新生數學能力測驗是屬於 （1）成就測驗（2）智力測驗（3）人格測驗（4）性

向測驗 。 
4.「教師法」對教師任用的方式為 （1）縣市教育局遴聘（2）家長會推薦（3）校長全

權聘任（4）由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聘任 。 
5.下列那一個名詞的範圍最大？ （1）教科書（2）教學目標（3）教材（4）課程 。 
6.下列那一個名詞的含蓋範圍最小？ （1）教育（2）輔導（3）諮商（4）心理治療 。 
7.行為學派學者中提出效果律(law of effect)的是？ （1）桑戴克（2）布魯納（3）皮亞

傑（4）艾律克森 。 
8.教師不得在課堂上談論投票傾向或選舉是非，乃基於 （1）避免是非難定（2）良能

（3）政府強制規定（4）教育行政中立之原則 。 
9.推動國民中學九年一貫課程七大領域教學，其中原有的美術、音樂、表演藝術稱為 
 （1）語文領域（2）自然領域（3）社會領域（4）藝術與人文領域 。 

10.我國國民教育延長為九年，是從民國那一年開始實施？ （1）55 年（2）56 年   
  （3）57 年（4）58 年 。 
11.政府近年來投入相當多經費於特殊教育，是基於何種教育理念？ （1）因材施教 
（2）有教無類（3）英才教育（4）國際形象 。 

12.青少年普通認為「男生比較有力氣，女生比較柔弱」、「男生理科比較強，女生文

科比較強」等，是屬於 （1）性別刻板印象(sex stereotype)（2）月暈效應（3）霍桑

效應（4）比馬龍效應 。 
13.學生家長會的主要職責為 （1）捐款給學校（2）干預學校行政（3）協助學校師生，

辦好學校教育（4）替學校做行銷 。 
14.中等學校新任教師初聘聘期為 （1） 4 年（2） 3 年（3） 2 年（4） 1 年 。 
15.世界公認的第一個標準化智力測驗是 （1）史比智力測驗（2）魏氏智力量表 
（3）比西智力量表（4）瑞文氏智力測驗 。 

16.現在高中職的教科書是採用何種編輯方式？ （1）統編制（2）審定制（3）自由制

（4）國定制 。 
17.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師應重視 （1）行動研究（2）基本研究（3）應用研究（4）理

論研究 。 
18.教師依其專業知能在執行其專業任務，或作出專業決定時，不受外來的干預是指教

師的 （1）專業成長權（2）專業自主權（3）專業結社權（4）專業評鑑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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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現任教育部部長是 （1）杜正勝（2）周燦德（3）鄭瑞城（4）曾志郎 。 
20.提出道德發展三時期六階段的學者是？ （1）柯伯格（Kohlberg， Lawrence） 
（2）皮亞傑（Piaget）（3）班度拉（Bandura）（4）馬斯洛（Maslow） 。 

21.目前那一縣市依教育基本法的規定，試辦公辦民營的國民教育 （1）台北市 （2）台

中市（3）宜蘭縣（4）高雄縣 。 
22.找出評量結果中，個人分數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我們需要知道： （1）信度 
（2）效度（3）常模（4）標準 。 

23.為解決特殊地區的教育問題，平衡城鄉教育差距，教育部實施什麼政策 （1）小班小

校（2）免試入學（3）學年學分制（4）教育優先區 。 
24.本次八八水災，南部許多學校受災嚴重，您如果身為災區學校教師，應該如何應變？ 

（1）回到家裡避難，享受暑假（2）四處打電話跟朋友分享所聞（3）留守避難所， 
   安撫學生及家屬（4）四處拍照，做成資料紀錄檔 。 
25.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這項規定係來自於： 
（1）教育基本法（2）憲法（3）憲法增修條文（4）國民教育法 。 

26.正修科技大學設置師資培育中心的法源為何？ （1）教師法（2）教師法施行細則 
（3）師資培育法（4）大學法 。 

27.各級學校教師的聘任、解聘、資遣是由誰負責？ （1）校長（2）教務主任（3）教師

評審委員會（4）人事室 。 
28.依新制師資培育法規定，到中等學校教育實習課程有多久？ （1）1 年（2）半年 
（3）5 個月（4）7個月 。 

29.大學開設中等教育學程至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多少學分？ （1） 20（2） 22（3） 24 
（4） 26 。 

30.下列有關智力的敘述，何者不符合現代智力理論的概念？ （1）智力是不會改變的 
（2）智力與學習成就有關（3）環境對智力的影響早期大於後期（4）智力為個體表

現在各種心智活動的能力 。 
31.根據目前法令，要取得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包括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全時 
   教育實習的時間多久？ （1）一個月（2）半年（3）一年（4）二年 。 
32.下列那一種法律的頒布促使師資培育多元化? （1）教育基本法（2）國民教育法 

（3）教師法（4）師資培育法 。 
33.小華現在是大三學生，他希望自己以後可擔任高中教師，他必須 （1）轉學到師範大

學（2）修讀教育系（3）至師資培育大學修讀中等教育學程（4）好好讀書考取研究

所，以取得碩士學位 。 
34.我國的學制「六三三四制」主要是仿效下列那一國？ （1）日本（2）德國（3）英國 
（4）美國 。 

35.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教育之宗旨在於培育何種素養之國民？ （1）智仁勇

三達德兼備（2）禮義廉恥四維健全（3）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4）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八德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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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根據佛洛伊德(S. Freud)的性發展階段理論，青少年是處於哪一階段？ （1）口腔期

（2）性器期（3）兩性期（4）潛伏期 。 
37.一所包含國中部和高中部的學校稱為 （1）完全中學（2）綜合中學（3）一貫中學 
（4）高級中學 。 

38.對於98年所要推動的高中高職新課程，社會上對於哪個學科的反彈最大？  
  （1）英文 （2）國文 （3）數學 （4）理化 。 
39.為弭平城鄉及社經地位的差距，改善弱勢族群、原住民教育處境，政府必須加強教育

經費的投資。以下的具體做法何者「無法」達成上述目的： （1）免費供應弱勢家

庭學童營養午餐（2）補助偏遠學校交通工具（3）貫徹常態編班（4）修繕或興建師

生宿舍 。 
40.正修科技大學因辦學績優，得到教育部數千萬元的補助，請問教育部這項計畫的名稱

是？ （1）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教學卓越計畫（3）補助績優大學計畫（4）優化

技職教育計畫 。 
41.某企業家的孫子欲成為科技教師，此企業家因而計畫在新竹縣成立一所科技大學，並

在大學內設立師資培育中心。依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此所科技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的設立，應經由哪一個層級的主管機關核准之？ （1）新竹縣政府教育局（2）
新竹縣政府（3）行政院（4）教育部 。 

42.下列何者不是發展的通則？ （1）發展過程具有共同模式 （2）共同模式下沒有個別

差異（3）早期發展是後期發展的基礎（4）發展的連續歷程中呈現階段現象 。 
43.在英國的學制中，公學(public school)是哪一種類型的學校？ （1）公立學校（2）私

立學校（3）代用中學（4）公辦民營學校 。 
44.一個循規蹈矩的小孩，常被認為必定是聰明好學、功課優秀，而且向上之心很強。是

屬於 （1）刻板印象深刻（2）推理乖舛謬誤（3）月暈效應（4）線索錯誤偏差 。 
45.1905 年編成第一個智力測驗，是為著名的 （1）西比量表（2）西蒙量表（3）比奈

量表（4）比西量表 。 
46.喜憨兒是屬於 （1）可教育性（2）可養護性（3）可拋棄性（4）可訓練性 智能不足 。 
47.教師在輔導學生時，能設身處地對學生產生一種共鳴性的了解，此種輔導技巧為何？ 

（1）同理心（2）積極關注（3）真誠與一致（4）尊重與接納 。 
48.張老師正在輔導班上一位遭受家庭暴力傷害的學生，他完整記錄了輔導的過程與內

容。依據輔導倫理，下列何者最具有資格調閱其個案紀錄？ （1）父母（2）法院 
（3）校長（4）村里長 。 

49.下列何種教室座位安排比較適當？ （1）依照能力的高低（2）採男女分排座法 

（3）按固定身高排列（4）異質分組式排列 。 

50.《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七大「學習領域」，不包括下列哪一項？  

（1）語文（2）電腦（3）健康與體育（4）藝術與人文 。 



正修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科目：語文測驗 

一、國語文 
1.以下何句成語有錯字？（1）如雷貫耳（2）亦步亦趨（3）生活糜爛（4）別出

新裁 。 

2.中國最早詩歌總集是 （1）古詩十九首（2）詩經（3）楚辭（4）唐詩三百首 。 

3.下列成語，何者可用來形容「否極泰來」？ （1）由剝而復（2）牛驥同阜（3）

門可羅雀（4）異曲同工 。 

4.「一目了然」中「目」的詞性是：（1）名詞（2）形容詞（3）副詞（4）動詞 。 

5.下列哪一組不是同義詞？ （1）「庭訓」、「家教」（2）「故舊」、「老友」（3）「標

榜」、「虛假」（4）「日薄西山」、「殘生將盡」 。 

6.「窮則變，變則通」是以下哪部經書裡得哲理？ （1）易經（2）尚書（3）左

傳（4）春秋 。 

7.有「三閭大夫」之稱的愛國詩人為（1）莊子（2）屈原（3）陸游（4）辛棄疾 。 

8.「禍起蕭牆」正確的意思是 （1）為正義發難起義，卻因而獲罪（2）汲汲於

爭名奪利，終至身敗名裂（3）禍患起於私心（4）禍患起於內部 。 

9.研究中國文字，最重要的一部書是： （1）論語（2）說文解字（3）康熙字典

（4）爾雅 。 

10.「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其中的「杜康」在修辭學中屬： （1）比喻（2）排

比（3）轉化（4）借代 。 

11.根據「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晴空。來鴻對去燕，宿鳥對嗚蟲。」的對仗

標準，以「黃梅時節家家雨」為上句，下列四個句子中，哪個能作為下句，

與它組成對偶句？ （l）丁香初綻悠悠雲（2）梨花院落溶溶月（3）青草池

塘處處蛙（4）榆莢臨窗月月雪 。  

12.《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迄： （l）隋（2）唐（3）五代（4）宋 。 

13.下列各書及作者的搭配，何者為正確？ （1）《紅樓夢》—吳承恩 （2）《老

殘遊記》—劉鶚 （3）《聊齋誌異》—羅貫中 （4）《西遊記》—吳敬梓 。 

14.「天地英雄氣，千秋尚凜然。勢分三足鼎，業復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

不象賢。淒涼蜀故伎，來舞魏宮前」所歌詠者為誰？ （1）諸葛亮（2）李

後主（3）曹操（4）劉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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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滄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句中的「纓」

是： （1）絲線（2）絲繩（3）帽子（4）帽帶 。  

16.名山事業是： （1）經商（2）從政（3）著書（4）教學 。 

17.請選出沒錯字的詞語： （1）鞠躬盡翠（2）黨同罰異（3）先斬後奏（4）先

生奪人 。 

18.「人生處一世，去若朝露晞。年在桑榆間，影響不能追」（曹植〈贈白馬王彪〉）

以上詩句意謂： （1）知己難得（2）年華易逝（3）鄉居最樂（4）仕途險惡 。 

19.「九州生氣恃風雷，萬馬齊瘖究可哀」（龔自珍〈己亥雜詩〉）意指： （1）

變革方能救國（2）立政惟在得才（3）外敵最為可慮（4）安內才能攘外 。 

20.形容奔走辛勞的詞語是？ （1）撥雲見日（2）呼風喚雨（3）半壁江山（4）

櫛風沐雨 。 

21.「垂涎三尺」中的「涎」讀同： （1）銜（2）顏（3）顯（4）衍 。 

22.比喻人疼愛子女之成語： （1）舉案齊眉（2）鶼鰈情深（3）舐犢情深（4）

椿萱並茂 。 

23.在國語中與「浪費公帑」的「帑」同音的是： （1）「倜儻」的「「儻」（2）

「弓弩」的「弩」（3）「妻孥」的「孥」（4）「駑馬」的「駑」 。 

24.語文中上下兩句字數相等、句法相似、平仄相對，叫做對偶。根據這些條件，

判斷下列何者是「五更鼓角聲悲壯」的對句？ （1）三山半落青天外（2）三

分割據紆籌策（3）三嶽風雲氣肅清（4）三更燈火五更雞 。 

25.「悲天憫人」是由「動詞＋名詞＋動詞＋名詞」的方式構成的，下列何者與

此相同？ （1）群山萬壑（2）粗枝大葉（3）國泰民安（4）開天闢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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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文 
1. Albert usually brings a______ with him when he takes a trip, so that he can write 

down what he sees on the road. 

（A）broom（B）notebook（C）jacket（D）knife 

2. Jean is crazy the color purple. The walls of her house are all______ purple. 

（A）built（B）dug（C）painted（D）shown 

3. I walked to school every day______ my dad bought me a bike last month. It’s 

really fun and convenient to go to school by bike. 

（A）after（B）because（C）if（D）until 

4. Deborah put some sugar and cream in her coffee to make it______ better. 

（A）taste（B）tasted（C）tasting（D）to taste 

5. Betty_____ TV when her little brother fell off the chair. 

（A）watched（B）was watching（C）has watched（D）is going to watch 

6. Allen:______ you have twenty minutes right now? I need to talk to you. 

Bruce: Sure! Come on in. 

（A）Are（B）Do（C）Have（D）Should 

7. Kay: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Amy: I go swimming a lot. Almost every day. 

Kay: Wow! That’s a good______. It keeps you healthy. 

（A）business（B）chance（C）dream（D）habit 

8. Daisy: I went to Taitung to visit my uncle there. 

Grace: Really?_______ were you there? 

Daisy: For two weeks. 

（A）How long（B）How often（C）How soon（D）What time 

9. Studying in a foreign country______ me a lot of money. That’s why I had to sell 

my apartment.（A）cost（B）lost（C）made（D）spent 

10. You should think______ before taking the job; don’t do it just for fun. 

（A）happily（B）proudly（C）quickly（D）seriously 

11. Alice learned from the TV news_____ Nora Jones was coming to Taiwan the next 

day. 

（A）that（B）where（C）which（D）whether 

12.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be really_____, so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take a heavy 

coat on your trip. 

（A）clear but windy（B）cold but dry（C）cool and wet（D）hot and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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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ommy is looking for the watch his uncle_____ him on his birthday. 

（A）gives（B）gave（C）to give（D）has given 

14. Kathy:______ your French class, Jerry? 

Jerry: I couldn’t understand a word the first month, but it’s getting better now. 

（A） How’s（B）What’s（C）When is（D）Which is 

15. Lucy: Do you think Sally and Martin should get married? 

Rose: Why not? They love each other, _______ ? 

（A） will they（B）won’t they（C）do they（D）don’t they 

16. Amy: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Coffee hurts my stomach. 
Bill: No, thanks. I _______ drink coffee. Coffee hurts my stomach. 

（A）almost（B）already（C）seldom（D）still 

17. Sam: Sorry, I’m late. 

Ben: Here you are! I waited for you for one hour and ______ you wouldn’t come. 

（A）forgot（B）found（C）noticed（D）thought 

18. My sister was very _____ with me because I broke her new pencil box. 

（A） popular（B）shy（C）honest（D）angry 

19. I was not home when the ______ brought the package, so I’ll have to get it myself 

at the post office. 

（A） bus driver（B）mail carrier（C）police officer（D）shopkeeper 

20. 20. Mrs. Smith        the movie very much.  She has seen it three times. 

（A） liked（B）likes（C）has liked（D）will like 

21. Ted was still very weak when he left the hospital. But after a week’s ____, he felt 

much better and went back to work. 

（A） rest（B）study（C）talk（D）trip 

22. Betty goes jogging every day in the park, and Allen______ , too. 

（A） is（B）does（C）has（D）was 

23. _____ Joe looks strong, in fact he gets sick easily. 

（A） Because（B）If（C）Though（D）When 

24. Now we have to take a taxi home because_____ are no buses after eleven o’clock. 

（A） here（B）there（C）they（D）we 

25. If the weather is fine this weekend, my family_____ to the beach for two days. 

（A）go（B）went（C）have gone（D）wi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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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8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國文科答案 

1. 4 2. 3 3. 1 4. 4 5. 3 

6. 1 7. 2 8. 3 9. 2 10. 4 

11. 3 12. 3 13. 2 14. 4 15. 4 

16. 3 17. 3 18. 2 19. 1 20. 4 

21. 1 22. 3 23. 1 24. 3 25. 4 

 

英文科答案 

1. B 2. C 3. D 4. A 5. B 

6. B 7. D 8. A 9. A 10. D 

11. A 12. D 13. B 14. A 15. D 

16. 送分 17. D 18. D 19. B 20. B 

21. A 22. B 23. C 24. B 25. D 

 

教育理念與時事 

1. 4 2. 2 3. 1 4. 4 5. 4 

6. 4 7. 1 8. 4 9. 4 10. 3 

11. 2 12. 1 13. 3 14. 4 15. 3 

16. 2 17. 1 18. 2 19. 3 20. 1 

21. 3 22. 3 23. 3 24. 2 25. 2 

26. 3 27. 3 28. 2 29. 4 30. 1 

31. 2 32. 4 33. 3 34. 4 35. 3 

36. 3 37. 1 38. 2 39. 3 40. 2 

41. 4 42. 2 43. 2 44. 3 45. 4 

46. 4 47. 1 48. 2 49. 4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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