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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之精神，教育部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
發布，並即送： 
行政院 立法院 監察院 全國教師會 

2 下列何者屬教育部發布之命令？ 
97 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國民教育法 
強迫入學條例  國立教育廣播電臺分臺組織通則 

3 行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行政行為，應依下列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
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
目的之利益顯失均衡」，此係屬法律原則中的：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誠信原則 

4 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家長得參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其參與方式、
程序及相關事項，由下列何者定之？ 
教育部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教育部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 

5 依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之規定，下列何者應設立教育審議委員會？ 
行政院  教育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各級學校 

6 依照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 
教育制度之規劃設計 
執行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調或協助各地方教育之發展 
設立並監督國立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遴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學校校長 

7 依照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令予以特別保障，並扶

助其發展 
人民享有請求學力鑑定之權利 
學前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年限；其實施另以法律定之 
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行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 

8 依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第 3 條之規定，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由下列何者擔任？ 
教育部部長兼任  教育部部長指派次長兼任 
教育部部長指派主管業務主管兼任 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 

9 依照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下列那一項敘述錯誤？ 
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不低於該年度預算籌編時之前三年度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二點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項規定，優先編列國民教育經費 
各級政府所屬學校應設置校務發展基金，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其設置辦法，由各級政府定之 
行政院應設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其組織及會議等相關事項，由行政院定之 

10 依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 13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設立之地方教育發展基金，年度終了之賸
餘經費之處理方式為： 
滾存基金於以後年度繼續運用 
繳回公庫，於以後年度重新編列經費運用 
地方政府自行分擔之教育經費繳回地方政府公庫，一般教育補助、特定教育補助繳回國庫 
地方政府自行分擔之教育經費滾存基金於以後年度繼續運用，一般教育補助、特定教育補助繳回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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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 3-1 條規定，中央政府就公、私立幼稚園、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職員之薪資依
法課徵所得稅所增收入額度應如何處理？ 
計入第 3 條第 2 項 22.5%算定之金額，惟需編列專款，專用於提升幼稚教育及國民教育品質 
計入第 3 條第 2 項 22.5%算定之金額，惟需編列專款，專用於減少國民教育階段教師授課時數 
不計入第 3 條第 2 項 22.5%算定之金額，並以外加方式編列專款，專用於提升幼稚教育及國民教育品質 
不計入第 3 條第 2 項 22.5%算定之金額，並以外加方式編列專款，專用於減少國民教育階段教師授課時數 

12 依照校園霸凌防制準則之規定，疑似校園霸凌事件之被霸凌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向行為人於行為發生時所
屬之學校申請調查；學校於受理申請後，應於幾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議？ 
三日 四日 五日 六日 

13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0 條及第 18 條所稱偏鄉係指： 
人口密度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度三分之一之鄉（鎮、市、區） 
與臺灣本島隔離屬我國管轄島嶼之鄉（鎮、市、區） 
交通不便地區，無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之鄉（鎮、市、區） 
原住民人數達全國原住民總數百分之五以上之鄉（鎮、市、區） 

14 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規定，幼兒園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幾人為限，且不得與其他年齡幼兒混齡？ 
十四 十六 十八 二十 

15 下列何者係屬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7 條所稱不利條件之幼兒？ 
原住民 輕度身心障礙者之子女 父或母失業者之子女 父或母服刑中之子女 

16 依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 13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幼兒園實施教保活動課程之敘述，何者正確？ 
得採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  
應進行以精熟為目的之讀、寫、算教學 
以統整方式實施或採分科方式進行  
以自行發展為原則，並應自幼兒生活經驗及在地生活環境中選材 

17 依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有關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行政組織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各處（室）之下得設組 
每班置導師一人 
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習領域課程小組；其規模較小學校得合併設置跨領域課程小組 
實驗國民小學及實驗國民中學得視需要增設人力資源發展處，置主任一人，並得設組 

18 依國民教育法第 8-2 條之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課程專家、教師及教育
行政機關代表等組成。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19 依國民教育法第 20-1 條之規定，何種規模學校應成立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3 班以上學校 6 班以上學校 12 班以上學校 所有學校均應成立 

20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第 6 條之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量定期評量中紙筆測驗之次
數，每學期至多幾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21 國民教育階段辦理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之規定，團體實驗教育係指為幾人以上國民教育適齡學生，於共
同時間及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三人 四人 五人 六人 

22 依國民教育法第 20-2 條之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任務、委員產生方式、任期、經費
來源、財務管理、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由下列何者定之？ 
教育部定之 
教育部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 
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 

23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 103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之敘述，何者正確？ 
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率，不得低於該校

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 
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率，不得低於該校

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七十五 
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率，不得低於該校

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五十 
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率，不得低於該校核

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 
24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 103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各國立、直轄市、縣（市）立、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不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數之百分
之三十五 

各國立、直轄市、縣（市）立、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不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數之百分
之五十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不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數之百分之三十五；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直
升名額不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百分之五十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不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數之百分之三十五；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直
升名額不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百分之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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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7 條之規定，申請免試入學人數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者，其比序項目得以學

生在校何種學習領域評量成績及格與否為之？ 
語文、數學領域 
語文、數學、自然、社會領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領域 
語文、數學、自然、社會領域、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領域 

26 依照大學法規定，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行政主管、研
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數不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幾分之幾？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27 依照私立學校法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幾人至幾人？ 
七人至二十一人 七人至十五人 七人至十七人 七人至十九人 

28 依照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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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管理委員會置委員多少人？ 
七至十五人 七至十一人 七至十七人 九至十五人 

29 依照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年以上，成績優異，由研究所教授推薦，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經何種程序後，得逕行修讀博士學位？ 
教務長逕行核定  校務會議審查 
校長核定  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30 依照私立學校法之規定，校長出缺時，學校法人應於幾個月內另行遴選，依各該法律規定聘任之？ 
三個月 六個月 五個月 十個月 

31 依照特殊教育法之規定，有關特殊教育預算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列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四．五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列特殊教育預算，在地方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得視需要補助地方辦理身心障礙教育之人事及業務經費 
地方政府編列預算時，應優先辦理身心障礙教育 

32 依照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立特殊教育諮詢會。前項諮詢會成員中，
教育行政人員及學校行政人員代表人數合計不得超過半數，單一性別人數不得少於多少？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33 依照特殊教育法之規定，下列有關身心障礙教育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不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 
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療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三歲開始 

34 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年齡及修業年限實施辦法之規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得依其身心發展狀況、
學習需要及其意願，向學校申請延長修業年限，有關各教育階段最高延長期間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民中小學最高得延長二年 高級中等學校最高得延長二年 
專科學校最高得延長三年 大學最高得延長三年 

35 依照學校衛生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數未達四十班者，應置護理人員一人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學校衛生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數三十班以上者，應至少設置營養師一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全面禁菸；並不得供售菸、酒、檳榔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36 依照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之規定，短期補習教育，由學校、機關、團體或私人辦理，分技藝補習班及文理補習
班二類；修業期限多久？ 
一個月至一年六個月 一個月至六個月 一個月至一年 六個月至一年六個月 

37 依照空中大學設置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全修生具有學籍，須年滿二十歲，曾在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力，並經公開招生錄取者始

得入學 
空中大學採學分制 
選修生不限學歷，年滿十八歲得登記選修 
空中大學學生，分為全修生及選修生，可以申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 

38 依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5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開設各類科教育學程之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特殊教育學校（班）至少四十學分 幼兒園至少二十學分 
國民小學至少二十六學分 中等學校至少四十學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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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張三、李四、王五、賈六原均為某師資培育大學之公費生，該班共有學生 50 人，其前一學年度德育操行成
績、學業總平均成績及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時數如下表： 
           區分／姓名 張三 李四 王五 賈六 
學業總平均成績 
（單位：分） 

第 1 學期 82 90 85 75 
第 2 學期 80 88 82 85 

學業總平均成績班級

排名 
第 1 學期 第 18 名 第 3 名 第 10 名 第 20 名 
第 2 學期 第 18 名 第 2 名 第 13 名 第 8 名 

德育操行成績 
（單位：分） 

第 1 學期 85 85 75 90 
第 2 學期 85 80 85 85 

本學年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

弱勢學生課業時數（單位：小時） 
100 80 60 120 

試問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7-1 條之規定，何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  
利？ 
張三 李四 王五 賈六 

40 依照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公立中小學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者，應給予休假，其專任教師年資得併計核給，服
務年資滿一學年者，自第二學年起，每學年應給休假幾日？ 
七日 五日 三日 十日 

41 下列有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申訴評議委員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年 
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二十一人 
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年 
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未經請假而連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五次者，得解聘之 

42 依教師法第 32 條之規定，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確實執行，而評議書應同時寄達： 
當事人及受申訴機關 
當事人、受申訴機關及其主管機關 
當事人、主管機關及該地區教師組織 
當事人、主管機關、該地區教師組織及全國教師組織 

43 依照教師法之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十四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
決議作成之日起幾日內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七日 

44 為實施聯合國一九六六年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
我國於那一年制定公布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施行法？ 
民國 88 年 民國 92 年 民國 98 年 民國 101 年 

45 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
以教育部部長為主任委員，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多少以上？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46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6-1 條規定，學校校長違反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
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以： 
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理 回任教師或優先輔導轉任他職  
停職或不續聘  解聘或免職 

47 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設立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諮詢、審議民族教育政
策事項。前項委員會由教師、家長、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不得少於多少？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二 

48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5 條之規定，自民國 102 年 5 月 7 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後幾年內原住民族中、小學、原
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甄選，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率，應不得低於學校教師員
額三分之一或不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該校學生數之比率？ 
二年內 三年內 四年內 五年內 

49 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為設置原住民族專屬頻道及經營文化傳播媒體事業，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編列經費及接受私人或法人團體之捐助，成立何種基金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教育文化事業基金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金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傳統文化事業基金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新聞事業基金會 

50 依國民體育法第 7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各級學校運動設施之開放時間、開放對象、使用方式、應收費額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訂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各該校自行訂定 
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除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由該校自行訂定外，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除大專校院由該校自行訂定外，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