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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法規的範圍包括教育法律和下列那一項？ 

命令 標語 口號 理念 

2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全國性教育政策的特徵？ 

涉及範圍較大的問題  影響層面較廣的問題 

關於教育服務之公共利益的問題 個人營利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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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教師、家長、

專家學者組成，但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不得少於下述那一項比例？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4 我國教育行政機關採行下列那一種制度？ 

委員制 首長制 委員與首長並行制 合議制 

5 依我國憲法之規定，下列那一項是正確的敘述？ 

命令位階高於法律  法律位階高於憲法 

法律位階高於命令  命令、法律及憲法位階均相同並無高低之區分 

6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律名稱分為四種，下列那一項不是法律名稱？ 

條例 規程 律 法 

7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應考資格為下列那一項學歷？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8 由教育主管機關發布或送行政院核定後發布，無須經過立法院三讀的立法程序是下列那一項？ 

教育法律 教育命令 條例 法 

9 在法規的陳報作業上，下級政府或機關得就其全權處理的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後，陳報上級政府或機

關知悉，這是下列何者？ 

核定 核備 備查 以上皆非 

10 我國在民國 86 年的修憲中凍結的教育相關規定條文，是下列那一項？ 

憲法第 21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義務 

憲法第 164條規定，我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編列，在中央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憲法第 165條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 

以上皆非 

11 我國中央及地方教育權限劃分採均權制之規範，是根據下列那一法？ 

憲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教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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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行政機關或人員，在執行公務時，若發生違法失職情事者，則依其情節分別會受到處分，包含可送法

院審判，追究下列那一項責任？ 

道義責任 情感責任 刑事或民事責任 道德責任 

13 明訂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的規範是根據下列那一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基本法 

大學法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14 有關我國六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律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之規定是根據下列那一法？ 

憲法  教育基本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15 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設立之法源為下列那一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基本法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教師法 

16 新任公立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下列那一個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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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教育局 行政院 考試院 

17 我國目前為保障教育經費制定的相關法律為下列何者？ 

國民教育法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師資培育法  大學法 

18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 

教育制度之規劃設計 

對地方教育事務之適法監督 

執行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調或協助各地方教育之發 展 

設立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 

19 我國現行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充裕教師來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所制定的法律為下

列那一項？ 

師範教育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師資培育法 教育基本法 

20 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年限，其各類學校之編制原則為下列那一項？ 

小班大校 小班小校 大班小校 大班大校 

21 我國目前教師會組織的法源基礎為下列何者？ 

師資培育法 師範教育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教師法 

22 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幾年？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23 依教師法規定，我國教師組織分為幾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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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教師義務的描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擔任導師 維護校譽 參與進修 以上皆是 

25 以教師法規定，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資格取得採行下列何種制度？ 

評鑑制 入會制 檢定制 審定制 

26 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不得超過董

事總額之比例為下述何者？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27 根據教師法規定，學校班級數少於幾班時，得跨區（鄉、鎮）合併成立學校教師會？ 

二十班 三十班 四十班 五十班 

28 以教師法規定，我國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資格取得採行下列何種制度？ 

評鑑制 入會制 檢定制 審定制 

29 教育行政人員若為政務官，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需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須隨首長進退 

享有任期保障  以上皆非 

30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為幾級？ 

兩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31 地方教師會須有行政區內多少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立？ 

四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一以上 半數以上 全數 

32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理師資培育政策之建議及諮詢、師資培育計畫及重要發展方案之審議、師範校院變更及

停辦之審議等事項，應設下列那一個組織？ 

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教師檢定委員會 

教師評鑑委員會  教師申訴委員會 

33 根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辦法，直轄市和縣（市）政府接獲學校通報之中輟生資料後，

應於幾日內彙報教育部？ 

 1日  2日  3日  4日 

34 關於我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置原則中，下列那一項敘述不正確？ 

以便利學生就讀為原則  以大量設置為原則 

 以不超過 48班為原則  偏遠地區者，以設置分校或分班為原則 

35 根據高級中學法之規定，我國高級中學教科用書之審定機關為下列那一個機關？ 

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省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鄉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36 大學教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但下列何者並不是大學教師？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37 中央政府應寬列預算，專款辦理原住民族教育；其比率合計不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預算總額？ 

百分之一．一 百分之一．二 百分之一．三 百分之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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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立下列那一種委員會，並定期召開會議，以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

詢、協調及評鑑等事宜？ 

教育董事會 教育議會 教育執行委員會 教育審議委員會 

39 依大學法規定，學生修讀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原則為幾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六年 

40 大學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幾次會議？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41 關於幼托整合方案的提出背景，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此方案的提出是因應時代需要與趨勢 

幼稚園及托兒所在其服務內涵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幼稚園及托兒所招生年齡有其重疊性 

幼稚園與托兒所同樣受到幼稚教育相關法規的規範 

42 特殊教育學生的入學年齡，依據義務教育之年限，應向下延伸至幾歲？ 

 2歲  3歲  4歲  5歲 

43 關於特殊教育經費與獎助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在中央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 3％ 

在地方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 5％ 

地方政府編列預算時，應優先辦理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領取對象只限定為身心障礙學生 

44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立，應依下列那一個法之規定，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報備、立案？ 

人民團體法 行政法 教育基本法 地方制度法 

45 所謂「教育的第三條國道」指的是下述那一種教育系統？ 

學術教育系統 技職教育系統 進修教育系統 以上皆非 

46 關於學校校長與主任之任用資格，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  不需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需經考試院考試  必須通過全民英檢 

47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設立下列那一個組織，以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 行政會議 教評會 校長遴選委員會 

48 各級、各類私立學校之設立，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其申請應以下列何者提出？ 

公司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政黨法人 學校財團法人 

49 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幾人？ 

五人至十六人 七人至二十一人 九人至二十四人 十一人至二十七人 

50 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董事每屆任期為幾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