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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規定幾歲之學齡兒童，一律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 
 六歲至十二歲 六歲至十一歲 六歲至十歲 六歲至十五歲 

2 某縣政府為推動全縣國民小學三年級實施英語教學政策，應召開何種會議，負責英語教學之審議、諮詢與

協調等事宜？ 
教師評審委員會 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校務會議 教育審議委員會 

3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律得定名為法、律、條例或下列何種名稱？ 
通則 細則 要點 規則 

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經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績優良者，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多少人數審查通過

後得以長期聘任？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五分之三 四分之三 

5 下列那一項教育法令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

不受任何體罰？ 
教育基本法 師資培育法 教師法 國民教育法 

6 依教師法之規定，教師組織分三級，下列何者不在其內？ 
全國教師會 地方教師會 鄉鎮教師會 學校教師會 

7 依教師法之規定，教師在何種情況之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半數以上之決議？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8 在師資培育法第 7 條明文規定「師資培育」包括下列那兩部分？ 
通識教育、教師資格檢定 師資職前教育、教師在職進修 
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 師資專業教育、教師複檢 

9 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教育實習課程是指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行政實習與何種活

動？ 
教學活動 研習活動 體育活動 休閒活動 

10 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六年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年為國民中學教育。對於資賦優異之國民小學學生，

得縮短其修業年限。但以幾年為限？ 
一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11 依教師法之規定，下列有關教師申訴規定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各級學校校長，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提起申訴 
教師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或其他教師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不論是否損其權益，

均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未兼行政教師不得少於總額的二分之一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分為縣（市）及中央二級 



 代號：4507
頁次：4－2

12 依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定校務重大事項，其內容不包含下列那一項？ 

校務發展計畫  學校各種重要章則 

依法令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 主任交辦事項 

13 國民中小學校長任期屆滿時得回任教師，乃依據下列那一種法令？ 

教育基本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國民教育法 教師法 

14 大學法第 26 條規定修讀碩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多少年？ 

二年至四年 一年至四年 一年至五年 一年至六年 

15 大學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幾小時為一學分？ 

 十五小時 十六小時 十八小時 十七小時 

16 依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規定，行政院應設置下列何種單位負責教育經費計算基準之研訂？ 

 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17 學校不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屬於何種原則？ 

差異原則 公平原則 公開原則 中立原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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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 

19 補習及進修教育區分為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下列那種？ 

學校教育 函授教育 資訊教育 短期補習教育 

20 大學法規定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數，於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年者，不得少於多少學分？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一 

21 國民中、小學教師除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相關法令分發或甄選者外，得經何種單位決議，由學校向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所組織之委員會或小組申請現職教師介聘？ 

家長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 教師會 校長協會 

22 依國民體育法之規定，各級學校遴選優秀運動人才擔任專任運動教練如何定之？ 

其任用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其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其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任用及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 

其任用及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3 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大學推廣教育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學分班每學分授課以十八小時為原則  

學分班每學分得採短期密集授課 

大學推廣教育，分為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二類  

大學辦理推廣教育所開辦班別，應與其現有課程相關 

24 依中途學校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中途學校教學之實施方式區分為： 

一般教學及假期教學  日間教學及夜間教學 

假日教學及寒暑假教學  均比照普通學校於日間教學 

25 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

者，或學生因故離校者，學生離校後，由學生原就讀學校追蹤輔導多少時間？ 

三個月 六個月 一年 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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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下列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置委員十人，採任期制  以教育部主任秘書為主任委員 

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 每年應至少開會一次 

27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除有第 29 條規定應不予受理之情事外，

應於幾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理？ 

三日 七日 十五日 三十日 

28 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擬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稱為： 

個別化教育計畫 融合教育計畫 團隊教育計畫 團體教育計畫 

29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係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下列那一項？ 

學校教職員工 學校教師或學生 學生 任何對象 

30 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私立學校之收入，應悉數用於當年度預算項目之支出；其有賸餘款者，應如何處理？ 

繳交國庫  充作清寒學生獎助學金  

保留於該校基金運用  平均退費給在學學生 

31 依強迫入學條例之規定，六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處理方式為何？ 

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年五月底前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於六月十五日前依學區分發 

由各國民小學於每年五月底前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於六月十五日前依學區分發 

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年六月底前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於八月十五日前依學區分發 

由各國民小學於每年六月底前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於八月十五日前依學區分發 

32 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學校法人解散後除破產外，以何者為清算人？ 

創辦人 董事長 全體董事 校長 

33 依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之規定，教務、學生事務（訓導）、總務事務主管人員及會計、人事主管人員之年

齡，均以不超過幾歲為原則？ 

六十歲 六十五歲 七十歲 七十五歲 

34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行上下學者，由各主管機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困難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係

下列那一項法律之規定？ 

憲法 國民教育法 教育基本法 特殊教育法 

35 依教師法之規定，教師申訴之程序如何？ 

中央所屬學校教師僅有申訴一級，地方所屬學校教師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 

中央所屬學校教師僅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地方所屬學校教師分申訴、再申訴及終申訴三級 

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 

分申訴、再申訴及終申訴三級 

36 依教師法之規定，教師請假規則，應包括教師請假假別、日數、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理及其他

相關事項，並由何機關定之？ 

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教育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級學校校務會議 

37 依高級中學法之規定，高級中學分為那些類型？ 

普通高級中學、綜合高級中學、單類科高級中學、實驗高級中學 

普通高級中學、綜合高級中學、單類科高級中學 

普通高級中學、綜合高級中學、實驗高級中學 

普通高級中學、實驗高級中學、單類科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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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之規定，大學及二年制專科學校、五年制專科學校、大學附設專科部、高級中等學

校及私立國民中學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百分之十（內含）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十為限 以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百分之二十（內含）為限 

39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之規定，下列何者敘述是錯誤的？ 
國民小學補習學校無入學資格限制 短期補習教育由學校、機關、團體或私人辦理 
短期補習教育修業期限為一個月至一年六個月 短期補習班不得招收外國人 

40 依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辦法之規定，國民小學畢業程度之學力鑑定考試應考資格為年滿幾歲之國民？ 
十二歲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41 依終身學習法之規定，個人於學校畢業或肄業後，以全時或部分時間方式，再至學校繼續進修，使教育、

工作及休閒生活交替進行之教育型態稱為： 
回流教育 非正規教育 學習型組織 帶薪學習制度 

42 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規定，下列有關申評會主席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申評會主席任期為二年  
申評會主席連選得連任一次  
申評會主席因故不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申評會主席，不得由該級主管機關首長擔任 

43 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之規定，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以下列何者為收件單位？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輔導室或輔導中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44 依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之規定，除 99 年 9 月 1 日修正發布前已設立之海外臺灣學校外，海外臺灣

學校招收具我國籍之學生，不得少於招生總人數多少比率？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45 依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之規定，中、小學每週應至少實施晨間或課間健身運動多少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五次 

46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該條例所稱之教育人員？ 
公立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私立各級學校教師 
公立各級學校運動教練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47 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是屬於何種組織之基本任務？ 
教師評審委員會 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校務會議 各級教師組織 

48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所稱曾任各級學校教師年資之計算原則為何？ 
以專任為原則，兼任教師年資不予計算 以專任為原則，兼任教師年資，折半計算 
以兼任為原則，專任教師年資，加倍計算 以專任、兼任年資合計為原則 

49 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私立國民小學及私立國民中學之學生入學如何核定？ 
由學校訂定招生辦法，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招生辦法，報經教育部核定 
由教育部訂定招生辦法，報經行政院核定 
由教育部訂定招生辦法，報經立法院核定 

50 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學位分為幾級？ 
專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 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 
學士、碩士、博士三級  碩士、博士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