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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之規定，學校不應主動公開下列何種資訊？ 
學校校務經營計畫 
班級或學校年度課程規劃、教學計畫與教學評量方式及標準 
有關學生權益之法令規定、權利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 
家長個人資料 

2 某僑生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回國就讀，其報考大學參加考試分發入學，則其指定科目考

試成績原始總分如何計算？ 
增加百分之十計算  增加百分之二十計算 
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增加百分之三十計算 

3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中所稱曾任各級學校教師年資的採計方式為： 
專任之年資，兼任年資不計 以專任為原則，兼任教師年資，折半計算 
以專任為原則，兼任教師年資，以四分之一計算 專、兼任年資一體併計 

4 依據「大學法」，若某大學校務會議成員總額為一百五十四人，則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多少人？ 
十人 十一人 十六人 二十人 

5 依據「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辦法」，針對適應困難或瀕臨行為偏差學生，應施予何種層級之輔導？ 
矯治性輔導 介入性輔導 發展性輔導 隔離性輔導 

6 依據「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及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各

應修多少學分數？ 
二十六、四十 三十、四十二 四十、五十 三十六、五十二 

7 依據「教師法」，下列何者既為教師權利亦為教師義務？ 
對學校教學及行政事項提供興革意見 從事進修、研究 
參與學校學術、行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擔任導師 

8 依據「幼稚教育法」，下列何者不是實施幼稚教育之目標？ 
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增進兒童倫理觀念 培養兒童合群習性 發展兒童多元潛能 

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連同初聘、續聘，至少需在同一學校服務多少年，方有機會獲以長期聘任？ 
五年 六年 八年 十年 

10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學齡兒童入學年齡如何計算？ 
以入學當年度六月三十日滿六歲者 以入學當年度七月一日滿六歲者 
以入學當年度八月一日滿六歲者 以入學當年度九月一日滿六歲者 

11 李老師從小父母離異，其後母親再嫁，日前繼父不幸逝世，請問李老師得請喪假多少日？ 
五日 七日 十日 十五日 

12 技安為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其期末成績百分制分數為 88 分，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

則」，請問教師應將其分數轉換為何種等第？ 
優 甲 乙 丙 

13 依據「強迫入學條例」，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之適齡國民，其父母或監護人

經勸告後仍不送入學者，經警告並限期入學，仍不遵行者，鄉（鎮、市、區）公所得處多少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入學？ 
一百元 一千元 一萬元 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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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各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定期評量之次數，由何者定之？ 
各校  教育部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區域合作學校 

15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國民中小學各班導師（級任教師）之編配方式為

何？ 
公開抽籤 校長分派 教師協調 教務主任安排 

16 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多少日內以書面

為之？ 
十五日 二十日 二十五日 三十日 

17 依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

課務者，稱為： 
代理教師 代課教師 兼任教師 支援教師 

18 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論文，經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由何者遴聘之？ 
校長 教務長 所長 指導教授 

19 依據「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公私立學校校長、教師互轉時，其退休、撫卹、資遣年資之併計，依下列何

者之規定辦理？ 
大學法 教師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20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以下有關國中年級內分組學習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中一年級得就英語領域，實施分組學習 
國中二年級得就英語、數學領域，分別實施分組學習 
國中三年級得就英語、數學、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分別實施分組學習 
國中三年級分組學習，其中數學及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得合併為同一組 

21 依據「私立學校法」之規定，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之血親、姻親關係者，不得超過董事總額的：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22 依據「大學評鑑辦法」之規定，大學得向何者提出免接受評鑑之申請？ 
教育部 考選部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行政院 

23 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某縣（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某

次委員會議計有十四人出席，則其評議決定應經多少委員以上之同意行之？ 
八人 九人 十人 十一人 

24 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學位分為那幾級？ 
助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 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 
學士、碩士、博士三級  專士、碩士、博士三級 

25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之委員係如何產生？ 
教育部部長聘任  師資培育之大學相互推選 
總統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 全國教師會推派 

26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之規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管理

委員會管理，管理委員會中不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27 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各大學對其所授予之學位，如發現論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受何種處分？ 
應予記過，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應予撤銷，但是不必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應予撤銷，並送校務會議處理 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28 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之規定，每學年開學後幾週內，班級教師應協助成立班

級家長會，並提供其相關資訊？ 
一週 二週 三週 沒有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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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有關校長之考核程序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國立學校校長由教師會考核定之 
國立大學校院附屬（設）之學校，其校長為專任者，由各該大學校院校長考核，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直轄市立學校校長由直轄市政府考核定之 
縣（市）立學校校長由縣（市）政府考核定之 

30 依據「大學法」之規定，公立大學校長任期為幾年？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31 依據「強迫入學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所稱長期缺課，指全學期累計達幾日以上，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

者？ 
三日 七日 十日 二十日 

32 依據「強迫入學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每年至

少開會幾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沒有規定 

33 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敘述，下列何者錯

誤？ 
成績考核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 
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 
委員之總數，由教育局議決 
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行政職務教師 

34 依據「家庭教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年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幾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並應會同家長會辦理親職教育？ 
五小時 四小時 三小時 一小時 

35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有關其任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處理有關性別平等之申訴案件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督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協助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36 依據「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下列何種情形不屬於「因公死亡」？ 
在辦公室遭掉落的吸頂電風扇砸中，而不幸喪命 
協助維護校門口放學路隊秩序時，遭不從指揮之車輛撞擊死亡 
奉派出席教育部所舉辦的多元入學相關會議，不幸罹病以致死亡 
在家中因心臟病發以致死亡 

37 依據「國民教育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何者為目標？ 
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民族精神教育 國民生活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38 下列何項法規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書可採用教育部審定通過之任何出版者出版之版本，但必須依

據學校校務會議訂定之辦法進行選用？ 
教師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基本法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 

39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量的原則為多元化以及何者？ 
定期化 精熟化 精準化 適性化 

40 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利，確立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而制定之法律屬何者？ 
教師法 教育基本法 國民教育法 師資培育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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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置委員幾人？ 
三人至五人 三人至六人 五人至七人 五人至九人 

42 依據「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大學及二年制專科學校、五年制專科學校、大學附設專科部、高級中等

學校及私立國民中學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多少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百分之十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五為限 

43 依據「強迫入學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何者並非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人應辦理事項？ 
隨時督促已入學之子女或受監護人正常上學 
參與學校親職教育及密切聯繫配合學校實施生活、倫理與道德教育及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接到入學通知時，應於規定期限內，帶領子女或受監護人前往指定之學校入學 
指定級任老師，要求學校編班 

44 依據「教師法施行細則」之規定，學校（含附設幼稚園）班級數少於幾班時，得跨校、跨區（鄉、鎮），

由同級學校專任教師三十人以上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組成學校教師會？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45 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中未兼行政職務教師

人數之計算，以下規定何者正確？ 
委員每滿三人應有兩人為未兼行政職務教師 
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人數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 
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人數之計算，不能排除教師會代表 
委員每滿五人應有兩人為未兼行政職務教師 

46 依據「大學法」之規定，大學教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下列何者非屬大學法明定之教師？ 
助教 副教授 教授 講師 

47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之規定，關於校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管理委員會管

理，由校務會議下所設置何者監督？ 
教師評鑑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經費審議委員會 

48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事件之懲處時，得命加害人為

下列一款或數款之處置，下列何者不包含在處置範圍內？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接受心理輔導 
賠償被害人一定額度金錢 

49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104 學年度以後，我國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

數以多少人為原則？ 
二十五 二十六 二十九 三十 

50 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利義務，應以法律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良好學習環境 
家長負有輔導子女之責任；並得為其子女之最佳福祉，依法律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參與學校教育

事務之權利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不受任何處罰，造成身

心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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