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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高級中學法」之規定，下列有關高級中學組織之規定何者有誤？ 

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 

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 

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室四個處室，各置主任一人 

設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輔導會議 

2 下列有關「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校長成績考核類別分成平時考核與年終考核兩類 

校長年終成績考核分成甲等、乙等、丙等三個等次 

校長年終成績考核九十分以上為甲等 

校長在考核年度內事、病假併計超過十日，不得考列甲等 

3 依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若教師違法兼職，應受何種處分？ 

記過 申誡 書面警告 無處罰規定 

4 依據「大學法」之規定，大學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多

少比例為原則？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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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依據「大學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公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各類成員比例與產生方式之敘述何者正確？ 

學校代表由全校教職員工投票產生 

學校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一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學校推薦產生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應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一 

7 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不正確？ 

收費標準及鐘點費支給標準由教育部訂定 

依教育部規定就收入總額設定一定比率作為學校統籌經費 

大學辦理推廣教育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經費之收支，均應依學校會計作業程序辦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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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及監督之辦法，由何者定之？ 

教育部 行政院 審計部 學校 

9 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師資除應符合大學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外，

應有多少比例之時數由該校專任者授課？ 

五分之一以上 四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以上 

10 依據「大學評鑑辦法」之規定，大學校務評鑑與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評鑑多久應辦理一次？ 

一年 四年至七年 二年 三年至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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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含下列那幾項？①普通課程 ②專門課程 ③教育專

業課程 ④教育實習課程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2 依據「學校衛生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數在多少班以上者，應至少設置營養師一人？ 
 10班  20班  30班  40班 

13 下列何者不屬於「教師法」所規範的範圍？  
教師組織 教師進修與研究 教師成績考核 教師申訴及訴訟 

14 依據「教師法」之規定，教師之待遇分： 
本薪（年功薪）、加給及獎金 本薪（年功薪）、加給及工作費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  本薪（年功薪）及工作費 

15 依「教師法」之規定，學生輔導或管教辦法，應由下列何者負責訂定？ 
教育部 縣市政府 各校校務會議 各校教師與家長會 

16 依據「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之規定，教師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每人每週公假時數最高為： 
十小時 八小時 四小時 二小時 

17 曉鳴為某縣國一學生，最近常有不明原因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情形，以致於被學校報請該鄉強迫入學委員

會依法處理。若依「強迫入學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所謂長期缺課是指全學期累計達幾日以上，未經請

假而無故缺課者？ 
二日 三日 五日 七日 

18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練之職務等級表，由下列何單位定之？ 
考選部 教育部 銓敘部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19 依據「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男教師陪產假，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幾日內請畢？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20 依據「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幾日為
限？ 
七日 十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21 依據「特殊教育法」之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理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幾年

辦理一次評鑑？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22 依據「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國內特殊教育之實施，分成下列幾個階段？ 
學前教育、國民教育兩階段 
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三階段 
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四階段 
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五階段 

23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各級學校校長不得任用其配偶或幾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該校職員或

命與其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二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五親等 

24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副教授需服務滿多少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可升

等教授？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25 依據「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各級政府應從寬編列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

分之多少？ 
 2%  3%  4.5%  5% 



 代號：1504 
頁次：4－3 

26 下列何者不屬於「國民教育法」中，授權由各縣市政府訂定之事項？ 

偏遠國中小學校長的任期  國民中小學公辦民營辦法 

學區劃分原則與分發入學規定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27 下列「國民教育法」有關學生費用之規定，何者敘述不正確？ 

國民中小學生免納學雜費 

政府應免費提供貧苦學生書籍 

國民中學另設獎、助學金獎助優秀、清寒學生 

國民中小學各項代收代辦費之收支辦法由各地方政府定之 

28 下列「國民教育法」有關保險事項之規定，何者敘述正確？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辦理學生團體保險 

學生團體保險有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各公私立國民中小學之場所，應由學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各公私立國民中小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經費，由教育部編列預算支應 

29 依據「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中央政府為達成教育資源均衡分配之目的，用於各縣市政府所需

之教育經費，不限定其支用方式及項目所為之補助，稱之為何者？ 

一般教育補助 統籌教育補助 特殊教育補助 特定教育補助 

30 某縣市政府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組織該縣教育審議委員會，依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法定之該會成員

代表？ 

弱勢族群代表 家長會代表 議會代表 社區代表 

31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國民中小學有關學生智力、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是屬於下列

那一處室之掌理事項？ 

教務處 訓導處 總務處 輔導室 

32 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下列何者為教育權之主體？ 

人民 家長 教育局 學校 

33 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不正確？ 

學校不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 

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年限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對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採中立原則 

國民基本教育各類學校之編制，應以小班大校為原則 

34 小玲老師因違反國內「零體罰」政策，不當體罰學生而受罰。請問該項政策是依據下列那一項法令之規定

而來？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教育基本法 國民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 

35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設置，以不超過幾班為原則？ 

六十班 五十班 四十班 四十八班 

3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0項之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中，何者應優先編列？ 

國民教育 特殊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偏遠離島地區之教育 

37 某縣某一新興地區因人口快速成長，亟需新設一所國民小學。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若該區域內已規

劃之學校用地屬於國有財產局之土地，該縣為取得該建校土地，得依法採取何種作為？ 

撥用 徵收 收回 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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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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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下列之敘述何者有誤？ 
國民小學每班人數自 99學年度一年級起，逐年以 29人為基準 
國民中學每班人數自 100學年度一年級起，逐年以 30人為基準 
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下者，置輔導教師一人 
國民中學十五班以下者，置輔導教師一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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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 
一年 六個月 三年 兩年 

40 依據「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辦理學生團體保險，學生申請理賠時，下列何者應主

動協助辦理？ 
教師會 教育局 中央健康保險局 學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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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下列何者進行監督？ 
經費審議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會計室 

42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未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歷，而在學術上有特殊貢獻，經何單位決議

通過，得任大學或專科學校教師？ 
考選部 教育部 銓敘部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43 依據「各級學校學生學年學期假期辦法」之規定，各級學校暑假、寒假日數： 
暑假：以五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日為限 暑假：以六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一日為限 
暑假：以五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一日為限 暑假：以六十日為限，寒假：以二十日為限 

44 下列有關「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何者敘述有誤？ 
各級政府對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之補助應優先編列 
政府應鼓勵私人興學，並給予適當之經費補助與獎勵 
教育部對地方政府辦理國民教育績效優良者，應予獎勵 
教育部對地方政府國民教育經費支出占其預算歲出比重成長較高者，應予獎勵 

45 依據「私立學校法」之規定，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為無給職者，得酌支： 
出席費及交通費 膳雜費及交通費 出席費及演講費 研究費及交通費 

46 依據「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校應於會計年度終了後多久時間內完成決算？ 
一年 六個月 四個月 一個月 

47 依據「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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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

種規定？ 
前三年度預算歲出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前三年度預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前三年度決算歲出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前三年度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48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國民小學學齡兒童入學年齡之計算，以入學當年度幾月幾日滿六足

歲者，均可列冊？ 
九月一日 八月一日 七月一日 六月一日 

49 依據「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之任務？ 
教育經費計算基準之研訂  各級政府教育補助經費之分配 
各級政府教育經費基本需求之計算 各級政府教育經費應分擔數額之計算 

50 下列「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中有關國民中小學之名稱寫法，何者正確？ 
公立國民中學之稱呼：○○縣立○○國民中學 
公立國民中學之稱呼：○○縣○○鄉○○國民中學 
公立國民小學之稱呼：○○縣立○○國民小學 
私立國民小學之稱呼：○○縣○○鄉私立○○國民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