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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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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處理校園霸凌問題，教育部提出學校應有常設性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請問此一小組之

召集人係由下列何者擔任？(A) 生教組長 (B)學務主任 (C)輔導主任 (D) 校長 
2. 下列有關親師衝突的認知何者正確？   

(A)親師衝突代表教師的教學或管教方式有問題，應該立即檢討改進  
(B)親師衝突會造成敵意，應依家長的意見行事，避免衝突擴大   
(C)親師衝突是可能發生的事件，教師應發揮專業素養及時處理   
(D)教師只要公平對待每位學生，家長就會支持，不會發生親師衝突 

3. 陳老師擔任七年乙班的導師及國文和綜合活動領域兩科的教學，陳老師發現班上李國英同學的

國文成績很好，在沒有特別證據顯示李同學的綜合活動領域之表現時，陳老師憑著對於李同學

國文成績良好的印象，也給李同學的綜合活動領域成績高分，此為何種效應？   
(A)月暈效應 (B)霍桑效應(C)混沌效應(D)比馬龍效應 

4. 有關班級經營的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A) 班級經營應遵循成規,對學生一視同仁(B)班級經營最應強調的事項是遵守秩序 
(C)班級經營的決定應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D)教師只要有愛心,班級經營即可順利進行  

5.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教育部要求教師研習「五堂課」，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其中？  
(A)有效教學 (B) 創新教學(C) 多元評量 (D)差異化教學 

6. 『開班會』、『訂班規』、『整潔活動』這類事項,其性質屬於班級經營的哪一項？ 
(A)教學活動   (B)親師合作   (C) 教室活動   (D) 學生自治  

7. 下列哪一句話較不適合助人專業者使用？   
(A) 你對這一次考試的表現感覺如何？ (B)發生了什麼事讓你難以準備功課？   
(C) 為什麼你沒有好好準備考試？ (D)當準備功課時心裡頭在想些什麼？ 

8. 依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之規定，國民中學多少班以上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1 人？ 
(A) 15 班 (B) 16 班 (C) 20 班 (D) 21 班 

9.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教師之聘任，於第一次續聘一年之後，以後的續聘一次為幾年？ 
(A) 一年 (B) 二年 (C) 三年 (D) 五年 

10. 高中教師因應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幫助學生認識各大學校院、學群、學系之特色，並認識未來

的工作世界，係屬於： (A)生活輔導 (B) 生涯輔導 (C)職業輔導 (D) 學習輔導  
11. 新的 12 年國教課綱審議會將會有多少名學生代表加入? (A) 16 名 (B)18 名 (C) 20 名 (D) 22 名 
12. 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與「均一教育平台」結為好夥伴，誓言改善偏鄉的教育。該公益

平台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是 (A) 嚴長壽 (B) 吳清基 (C)潘文忠 (D) 吳思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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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C)福祿貝爾 (D)桑代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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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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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國 104 年公佈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

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包括至少多少小時之業界實習？ 
(A) 15 小時 (B) 18 小時 (C) 20 小時 (D) 24 小時 

16. 近年來，台灣強調對於中小學弱勢學生的課後輔導，其主要精神與下列何者較為相關？ 
(A)提供更多就業機會 (B)強化教師專業發展 (C)強化多元文化教育 (D)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17. 現任教育部長是那一位？(A) 曾志朗(B) 吳清基 (C)潘文忠 (D) 吳思華 
18. 一所包含國中部和高中部的學校稱為 (A)完全中學 (B)綜合中學 (C)一貫中學 (D)高級中學。 
19. 近年來，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蔚為風潮，請問是翻轉了甚麼?  

(A)評量:由學生聽懂與否來評量教師，不是教師評量學生  (B)座位:老師坐，學生站  
(C)課堂活動:在家聽課，上課時做練習或討論 (D)教學時間:上課 10 分鐘，下課 40 分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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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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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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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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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國民基本教育強調每個學生都可具備多元的智慧，依個人興趣發展。試問多元智慧的概念係由

下列哪一學者提出？  
(A)卡德 (Cattell)  (B)基爾福特(Guilford)  (C) 迦納( Gardner)  (D)凱利(Kelly) 

25. 東京大學佐藤學教授針對日本孩子「從學習中逃走」等現象，提出何種教育改革理念， 獲得亞

洲國家廣大迴響? (A)樂齡學習 (B)創造力教學 (C)學習共同體 (D)產學結合方案  
26. 美國「沒有落後的孩子」方案、英國「五年改革方案」、臺灣「幼兒教育券」之共同教育理念為

何？ (A)強化學習能力 (B)教育中立 (C) 教育機會均等(D)學校本位課程 
27. 大學開設中等教育學程至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多少學分？  

(A)22 學分 (B)24 學分(C)26 學分(D)30 學分 
28. 近年來許多學校會針對學校的情境條件因素進行 SWOT 分析，其中 W 是指  

(A)機會 (B)威脅 (C)優勢 (D)劣勢 
29. 我國 12 年國教免試入學自民國(A)101  (B)102  (C) 103  (D)104 年起實施。 
30. 行為學派學者中提出效果律(law of effect)的是那一位？  

(A)桑戴克 (B)布魯納 (C)皮亞傑 (D)艾律克森 

 

第二部分 申論題 (25 分，請寫在答案卷上) 

    教育問題一直是家長、教師和學生乃至社會大眾所關切。以中等教育而言，我國正面臨那些問

題，請舉出四個您認為是重大的問題，並提出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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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5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試 

教育理念與時事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D 11 D 21 D 

2 C 12 A 22 C 

3 A 13 C 23 C 

4 C 14 B 24 C 

5 B 15 B 25 C 

6 D 16 D 26 C 

7 C 17 C 27 C 

8 D 18 A 28 D 

9 B 19 C 29 C 

10 B 20 C 3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