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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規定，除特殊原因外，教師或校長申請退休者，其退休生效日以下列何者為準？ 

 一月一日或七月一日  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申請者之出生日期  申請者出生日期前後一個月內 

2 依職業學校法規定，職業學校以： 

 分類設立為原則 分科設立為原則 分系設立為原則 分區設立為原則 

3 依職業學校法規定，職業學校修業年限以幾年為原則？ 

 三年  四年  

由各類科會議自行決定  由各校視類科性質決定 

4 依學校衛生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數四十班以上者，至少應置護理人員：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5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稱僑生，原則係指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幾年以上，並

取得當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之華裔學生？ 

三年 六年 八年 九年 

6 依學位授予法規定，大學雙主修學生，修滿本學系及他學系應修學分者，得： 

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不另授予學位但給予雙主修證明 

不另授予學位但給予其他學系修習學分證明 不另授予學位且不給予雙主修證明 

7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規定，進修教育，由下列何者實施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 經縣（市）政府立案之各類補習班 

經縣（市）政府立案之升學類補習班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進修學校 

8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規定，短期補習教育修業期限為： 

一個月至一年六個月 六個月至一年 一年 六個月至三年 

9 依教師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資格採： 

檢定制 審定制 派任制 檢定制與審定制並行 

10 依教師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檢定分初檢及複檢二階段行之。初檢合格者發給： 

實習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 初級教師證書 試用教師證書 

11 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教師因事得請事假，每學年准給： 

七日 十四日 二十一日 二十八日 

12 依教師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分： 

學校、縣（市）、省（市）及中央四級 縣（市）、省（市）及中央三級 

學校、縣（市）及中央三級 縣（市）、中央二級 

13 依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規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教育補助分為： 

統籌補助、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 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 

統籌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  統籌補助及一般教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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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教育基本法規定，為實現教育目的，下列何者應負協助之責任？ 

國家、教育機構、教師及父母 國家、教師、父母及學生本身 

教育機構、教師、父母及學生本身 國家、教育機構、教師及學生本身 

15 依據教育基本法規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利義務，應以下列何者定之？ 

憲法 法律 行政規則 命令 

16 我國於那一年將禁止體罰列入法律條文中明令禁止？ 

民國 57 年 民國 72 年 民國 83 年 民國 95 年 

17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規定，各級學校校長不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其具

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 

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 屬於有任期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 

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不論職務，均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18 依強迫入學條例規定，國民小學應於每年五月底前，造具當年度畢業生名冊，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

分發，並於何時按學區通知入國民中學？ 

七月一日前 七月十五日前 八月一日前 八月三十日前 

19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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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其中不兼

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20 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規定，學生家長會得分為： 

班級家長會、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班級家長會及家長委員會  班級家長會及家長代表大會 

21 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規定，學校應於每學期何時舉辦家長日？ 

開學以前  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三週內 

開學前二週至開學後二週內 開學前三週至開學後一週內 

22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備基準，由下列何者定之？ 

教育部  教育廳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各級學校校務會議 

23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免納何種費用？ 

學費 雜費 學費及雜費 午餐費 

24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為適應學生個別差異、學習興趣與需要，國民中學幾年級學生，應在自由參加之原則

下，由學校提供技藝課程選習，加強技藝教育？ 

一年級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三年級 

25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係由： 

校長召集主持 

校長召集，校務會議代表推選主席主持 

校務會議代表推選主席召集主持 

第一次會議由校長召集主持，第二次以後會議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主席召集主持 

26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私立國民小學及私立國民中學之學區劃分： 

由教育部參照地方特性定之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參照地方特性定之 

由各私立學校自行決定  私立學校沒有學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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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高級中學法規定，政府為協助學生就讀高級中學，得辦理學生就學貸款；其貸款條件、額度、項目、權

利義務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下列何者定之？ 

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中央銀行 臺灣銀行 

28 依高級中學法規定，高級中學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校長兼任之  校長就專任輔導教師中聘兼之 

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校長就各處、室主任聘兼之 

29 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申訴評議委員會主席由： 

各級主管機關首長兼任之  各級主管機關首長指派人員兼任之 

教育部部長或直轄市、縣（市）教育局局長兼任之 委員互選之 

30 依特殊教育法規定，特殊教育之實施，分： 

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二階段  

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高級中學階段三階段 

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中等教育階段三階段 

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完成後三階段 

31 依特殊教育法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就讀之普通班應減少班級人數；其減少班級人數之條件及核算方式之辦

法，由下列何者定之？ 

教育部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各學校校務會議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32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師資培育包括： 

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及教師資格檢定 

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在職訓練 

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教育實習課程及教師資格檢定 

33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生外，應： 

參加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理之教師登記分發作業依序分發 

參加與其所取得資格相符之學校或幼稚園辦理之教師公開甄選 

參加教育實習成績及格後於原實習學校任教 

由師資培育機構協助其取得教師工作 

34 依家庭教育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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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35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或活動至少：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36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每年應至少開會一次  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  

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二次  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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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強迫入學條例規定，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經鑑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要者，得予核定暫緩入學，最長以

幾年為限？ 

一年 二年 三年 五年 

38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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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委員具原住民身分者，

不得少於：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39 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規定，教學支援人員之教學時間，依各校每週教學之節數，合計

以不超過幾節為原則？ 

八節 十節 十二節 二十節 

40 依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規定，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之評鑑，該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至少每幾年辦理一次？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41 依私立學校法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 

五至十七人  七至二十一人  

九至十七人  無人數限制，由學校董事會決定之 

42 依各級學校學生學年學期假期辦法規定，各級學校暑假、寒假日數： 

暑假以二個月為限，寒假以一個月為限 暑假以六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一日為限 

暑假以九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八日為限 暑假以六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八日為限 

43 依幼稚教育法規定，幼稚教育以何者為宗旨？ 

培養兒童品德優良 養成兒童知識技能 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 培育兒童才能卓越 

44 依憲法第 163 條規定，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行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

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 

由國庫補助之  由縣（市）政府補助之  

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補助之 向民間募集經費辦理之 

45 依憲法第 160條規定，幾歲之學齡兒童，一律受基本教育？ 

 4歲至 12歲  6歲至 12歲  6歲至 15歲  6歲至 18歲 

46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行政及學生參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其

評鑑規定，由下列何者定之？ 

行政院 教育部 各大學 高等教育評鑑委員會 

47 依大學法規定，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48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數額： 

不得逾五萬元 不得逾七萬元 不得逾十萬元 不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49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 

初聘及續聘  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 

初聘、續聘及終身聘任  初聘、續聘、長期聘任及終身聘任 

50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規定，審定機關應自受理申請之日起幾日內，將審查決議通知申

請審定者？ 

三十日內 四十五日內 六十日內 九十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