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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強迫入學條例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至少達幾天以上，

應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3 天 5 天 7 天 10 天 

2 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規定，每學年開學至遲多久後，學校應協助成立全校家長代表

大會？ 

2 週內 3 週內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3 條規定，對於資賦優異之國民小學學生，得縮短其修業年限，最長以多久為限？ 

1 學期 1 年 1 年半 2 年 

4 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學校班級數在 12 班以上者，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其中家長代表不得少於幾

分之幾？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5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有關校長之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執行教育政策及法令之績效占百分之三十 領導教職員改進教學之能力占百分之二十五 

辦理行政事務之效果占百分之二十五 言行操守及對人處事之態度占百分之十 

6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設立教育審議委員會，下列何者非其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權限？ 

審議 諮詢 評鑑 決策 

7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 條規定，該法事務之地方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縣政府教育局 教育部 

8 幼兒園得於同一鄉（鎮、市、區）內設立分班，其招生人數不得逾本園之人數或幾人之上限？ 

30 人 40 人 50 人 60 人 

9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 

基本教育  義務教育 

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 學校教職員工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多少小時？ 

2 小時 4 小時 6 小時 24 小時 

11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由下列何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定之？ 

市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政府 教育部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92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74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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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高級中等學校之類型？ 

普通型 技術型 單科型 完全型 

13 直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之設立、變更或停辦，應如何辦理？ 

由直轄市核定  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由教育部核定  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14 下列何者，非師資培育法所定之培育對象？ 

大學教師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國民中學教師  幼兒園教師 

15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之設立、變更或停辦，應循下列何程序辦理？ 

由各級政府核定或調整之 由所在地之政府核定或調整之 

由教育部核定或調整之  由各級政府依序報經教育部核定或調整之 

16 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具下列何資格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後，報請校

長聘請兼任之？ 

助教 助理教授 副教授 講師 

17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至遲幾月前，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

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3 個月 6 個月 10 個月 1 年 

18 直轄市政府應設立何設施，推展各種社會教育事業並輔導當地社會教育之發展？ 

文化園區 圖書館 社會教育館 博物館 

19 學校法人在 2 個直轄市設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者，以下列何機關為法人主管機關？ 

先設立學校之直轄市政府 後設立學校之直轄市政府  

2 個直轄市皆為主管機關 教育部 

20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應依社會教育法第 7 條規定核准立案，並辦理下列何登記？ 

設立登記 財產登記 土地登記 財團法人登記 

21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設立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下列何項比例？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22 各級政府得視需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員額編制，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之下列何者多數同意，得合併設立

學校或實施合併教學？ 

學齡兒童 長老 年滿 18 歲居民 年滿 20 歲居民 

23 下列何者，為教師法第 3 條之適用對象？ 

公立學校專任教師  私立學校兼任教師 

公立學校兼任教師  公立學校行政人員 

24 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資格之取得，採下列何項制度？ 

檢覈制 檢定制 審定制 考選制 

2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之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初聘 續聘 長期聘任 永久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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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相關事項之準則，如何定之？ 

由教育部定之  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由縣（市）政府定之  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 

27 下列何者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之命令？ 

規程 細則 綱要 要點 

28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力？ 

2 日 3 日 5 日 7 日 

29 各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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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即送何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30 下列何者為教育權之主體？ 

國家 教育部 人民 學校 

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織法係於民國幾年公布？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32 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掌理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一般教育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一般教育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學前教育階段校園安全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師資培育事項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33 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1 條，該法未規定者，依下列何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之？ 

民法 刑法 行政程序法 刑事訴訟法 

34 依據私立學校法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之獎勵、補助總額至少達新臺幣多少元者，法人主管機關得加派社會公

正人士一人充任該學校法人公益監察人？ 

5 千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上 2 億元以上 3 億元以上 

35 依據教育基本法，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 

中央教育經費之分配與補助 教育統計、評鑑與政策研究 

落實與強化產學合作  設立並監督國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36 依據教育基本法規定，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每年應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推估未來多少年之學生及教

師人數，以規劃合宜之班級學生人數及教師員額編制？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37 依據大學法規定，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至少多少以上？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38 依據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規定，行政院應設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置委員多少人？ 

9 至 13 人 13 至 17 人 15 至 17 人 17 至 19 人 

39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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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理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多少？ 

六分之一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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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據家庭教育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家庭教育志願工作人員之在職訓練事項 家庭教育之宣導及推展事項 

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家庭教育法規及政策之研訂事項 

41 依據家庭教育法規定，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被通知參與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經書

面通知至少幾次以上未出席者，該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進行訪視？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42 依據終身學習法，樂齡學習係指終身學習機構所提供至少幾歲以上人民從事之學習活動？ 

50 歲 55 歲 60 歲 65 歲 

43 依據師資培育法規定，有關師資培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公費為主  以自費為主 

以半公費半自費為主  以採助學金方式為主 

44 依據教師法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至

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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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內 5 日內 10 日內 15 日內 

45 依據教師法規定，地方教師會須有行政區內幾分之幾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46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 15 人至 23 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 9 人至 23 人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 9 人至 21 人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 2 次 

47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至遲應於幾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

檢舉人是否受理？ 

3 日內 10 日內 20 日內 30 日內 

48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各級政府應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地方政府至少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

分之幾？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 

49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特殊教育之實施，分學前教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學校之主管人員應進用修習特殊教育學分 6 學分以上者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 2 歲開始 

50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 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幾年？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50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50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