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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 

108學年度中區縣市政府教師甄選策略聯盟（幼教科） 

（ ）1. 針對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理念強調外部驅動幼兒吸收與學習特定經驗 

(B) 教室多是混齡環境，更具挑戰性、多元性，可促進幼兒的社會性發展 

(C) 教室活動多設有藝術、感官、語言、數學、科學等五大工作區 

(D) 教室的特徵之一即是賦予幼兒無限度的自由 

108學年度中區縣市政府教師甄選策略聯盟【科目名稱：國小教育學科】 

（ ）1. 老師們在教師休息室中看著電視，此時畫面正在播報美國總統提出新的教育改革

方案。一位老師嘆了口氣，說著：「我們被美國教改害慘了，沒有一樣在臺灣適

用的！」，在全球化相關理論中，何者較能詮釋這位老師所呈現的觀點？ 

(A) 全球發展遵循現代化的歷程前進 

(B) 政策需要在地化調適 

(C) 全球國家存在生態系統架構 

(D) 中心國家及邊陲國家存在系統理論下的支配關係 

（ ）2. 志玲老師常常感受到學校當中存在許多壓迫學生以及教師的作為，不僅降低教育

效能，還形成不公義的權力關係。他希望應用教育家弗雷勒（P. Freire）在《受壓

迫者教育學》一書中所提出的主張來進行改革，下列何者較不符合 Freire 的思想？ 

(A) 反對「教育即存積」（education as banking）的填鴨背誦教學方法 

(B) 主張受壓迫者必須經過對話的歷程，以尋求自我解放 

(C) 主張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被壓迫者的批判意識，對於不公義的事件提出質
疑 

(D) 主張必須透過科技解放學校中所有成員的思想 

（ ）3. 皮德斯（R. S. Peters）在教育的規準（education criteria）中，提出「合認知性」

的概念，以下何者不包含在其中？ 

(A) 體育老師除了訓練的進行之外，還教導訓練的原則和方法 

(B) 自然老師進行實驗過程之前介紹實驗的原理 

(C) 國語老師對於詩詞結構的賞析中結合音韻規則的介紹 

(D) 導師在班會課時強調民主的意義在於大家彼此尊重 

（ ）4. 從布爾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再製理論來看學校活動安排，以下何者解釋較

符合其意旨？ 

(A) 學校透過各種考試活動提供弱勢階級學生向上流動機會 

(B) 教師的工作應包含轉化知識的能力，持續反省批判 

(C) 弱勢學生的文化資本能被轉換成為經濟資本 

(D) 對於所有學生的資源提供應該一視同仁，才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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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盧梭（J. Rousseau）的自然教育觀點，以下關於引導兒童發展的敘述，何者較

符合其想法？ 

(A) 消極教育的目的在於去除人為過度的干預，讓幼兒發展自然成長 

(B) 自然教育中的制裁仍然必須透過成人來加以安排 

(C) 兒童期的重點在於語言學習、身體保健、品德培育 

(D) 應提供適合幼兒閱讀的書籍，以協助其發展 

（ ）6. 李組長擔任生活教育組長多年，面對目前校園衝突日漸頻繁，對於學生品德教育

的實施頗感憂心。從康德（I. Kant）的觀點，以下何者較符合其主張？ 

(A) 學生的善行起源於其善意，是內心的想法 

(B) 教育中的品德教育特別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成功 

(C) 人類的品德是由外在制裁逐漸養成的 

(D) 善意的謊言在促進人際關係上是必須的 

（ ）7. 葛蘭西（A. Gramsci）提出霸權（hegemony）的概念，批判不公平的權力架構。

李老師在教授社會科時，舉出許多例子，何者較不符合其理論觀點？ 

(A) 請同學思考雜誌封面當中呈現的族群角色形象 

(B) 利用電影作為例子說明文化全球化的滲透 

(C) 描述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以及經濟剝削的關聯 

(D) 說明稅收對於國家體系運作的重要性 

（ ）8. 月亮國民小學進行素養導向課程發展的過程當中，決定參考哈伯馬斯（J. Habermas）

的知識理論來建立學校的課程架構，以下哪一項敘述較不符合其理論的意旨？ 

(A) 自然學科的探究需要符合律則性法則的建構原則 

(B) 課程進行當中需要鼓勵學生發展解放的理性，克服僵化的意識形態 

(C) 知識探索的目的在於完成科學發展的現代化，促進社會運作的效率 

(D) 人文學科是透過語言的生活要素所衍生而來，滿足學生實踐的興趣 

（ ）9. 季老師任教於一個充滿衝突的班級，學生常為了小事而彼此衝突，學習氣氛也相

對低落。如果希望運用諾丁斯（N. Noddings）的關懷倫理學，改善班上的氣氛，

以下何者作法較不符合其要旨？ 

(A) 教師運用身教鼓勵學生表現有價值的行為 

(B) 安排可以讓學生彼此信任對話的班級活動 

(C) 當學生犯錯時，選擇最好的可能動機解釋他的行為 

(D) 運用符合學生道德發展階段的教材進行教學 

金門縣 108學年度國民小學正式合格教師聯合甄選教育專業科目 

（ ）1. 針對下列各項推動品德教育的做法，哪一位老師較符合「效益論倫理學」的理念？ 

(A) 趙老師藉由不斷耳提面命，喚起學生的良知良能，讓他們主動向善 

(B) 錢老師透過實踐品德的核心價值，培養學生合宜的道德行為與習慣 

(C) 孫老師倡導師生形成關懷的關係，教師盡可能全心付出以陶養學生人格 

(D) 蘇老師融入相關課程，引導學生衡量何種做法能對多數人產生較大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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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下關於各教育思想家的主張，何者有誤？ 

(A) 赫爾巴特（J. F. Herbart）認為「倫理學」與「心理學」是「教育學」的兩大
基礎 

(B) 裴斯塔洛齊（J. H. Pestalozzi）認為教育愛所含括的對象包括貧苦、品學兼
劣與身心殘廢的兒童 

(C) 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認為應在維護傳統儒家倫理的前提下
吸收利用西藝、西政 

(D) 顏元與李塨師生反對實學教育，主張靜坐讀書與心性領悟，以繼承發揚孔子
和孟子所開創的教育理念 

（ ）3.「學生已有某些確定的知識，已養成某些確定的性向，已清楚理解普遍法則、原

理，以及該原理形成的細節。這時學生要使用新的武器，他是有效能的個體，他

也要發揮效能。於是，他又回到浪漫期曲折的探險歷程之中……」請問這段話可

能是哪一位西方思想家的教育主張？ 

(A) 黑格爾（G. W. F. Hegel） 

(B) 諾丁斯（N. Noddings） 

(C) 懷德海（A. N. Whitehead） 

(D) 海德格（M. Heidegger） 

（ ）4. 下列教育社會學人物及其相關教育關懷與主張，何者有誤？ 

(A) 米德（G. H. Mead）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 

(B) 布迪厄（P. Bourdieu）致力探討「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C) 艾波（M. Apple）將「霸權」（hegemony）引入對教育與社會再製的討論之中 

(D) 阿圖塞（L. P. Althusser）分析「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 ）5. 以下各人物與流派對教師角色的看法，何者錯誤？ 

(A) 女性主義者認為「教師即女性主義者」 

(B) 葛琳（M. Greene）主張「教師即陌生人」 

(C) 葛蘭西（A. Gramsci）認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 

(D) 弗雷勒（P. Freire）主張「教師為批判的文化工作者」 

（ ）6. 宣傳不是教學、說謊不是教學、制約訓練不是教學，以上論述是較強調教學的？ 

(A) 認知性 

(B) 價值性 

(C) 覺知性 

(D) 目的性 

（ ）7. M.Greene 在《作為陌生人的教師》中將教師比喻為陌生人，強調作為陌生人的教

師，不應僅僅埋首工作就是盡了本分，而是要能夠主動批判思考，對於現狀永保

新鮮的反省興趣，勇於探究與懷疑，不斷追求更新教育之可能。上述教師的角色

與任務比較接近 Greene 主張教師的哪一種角色？ 

(A) 離鄉者 

(B) 行動者 

(C) 旁觀者 

(D) 提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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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有關生命教育之學習重點共有五大類別，其中有關

「能掌握哲學、生死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係，以建立自己的人

生終極信念。」之學習表現內容是屬於以下哪一項類別 

(A) 價值思辨 

(B) 靈性修養 

(C) 終極關懷 

(D) 哲學思考 

（ ）9. T.Hobbes 認為人類社會在沒有形成道德之前，是處於一種可以為所欲為的狀態，

他稱之為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這種狀態並不是可欲的，理性的人為了逃離

這種狀態，所以透過契約的訂立限制個人為所欲為的自由，此便是產生道德的原

因。以下哪一項是 Hobbes 所主張的自然狀態的特點？ 

(A) 人的良心意志 

(B) 群體主義 

(C) 人的平等性 

(D) 重視精神層面滿足 

（ ）10. M.Foucault 認為現代社會型態與以往有所不同，為了讓每個社會成員具有效率，

不再是透過暴力懲罰或宰制，而是存在著下列哪種權力來塑造個體，以適應現

代社會生活： 

(A) 批判權力 

(B) 自由權力 

(C) 規訓權力 

(D) 意志權力 

桃園市 108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師聯合甄選筆試【教育綜合測驗-A】 

（ ）1. 各國政府推動補救教學所奠基的理論與考量的因素甚多，下列何者不是考量的元

素？ 

(A) 認知發展強於教育的功效 

(B) 在於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C) 預先避免社會再製現象 

(D) 教育的功效大於認知發展 

（ ）2. 下面哪一部著作與其他作品對於普世的道德教育提出不同的觀點？ 

(A) 杜威《民主與教育》 

(B) 康德《論教育》 

(C) 傅柯《規訓與懲罰》 

(D) 諾丁斯《幸福與教育》 

（ ）3. 唯實論對於西洋教育史的影響，下列何者說法錯誤？ 

(A) 造成歐洲學校雙軌制的漸成定型 

(B) 日耳曼重視國民教育 

(C) 歐美各地紛紛成立科學研究機構 

(D) 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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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何者不是屬於道德教育的傳統觀點，而是屬於後現代的道德教育觀點？ 

(A) 美好人生的兩個要素：德性與智慧 

(B) 道德判斷的另類標準：弱勢族群的觀點 

(C) 人生在面對道德兩難時的抉擇標準：人道 v.s.效益 

(D) 道德判斷的原理原則：是否有一個普遍的標準？ 

（ ）5. 下列哪一個敘述比較像是德行論倫理學所主張的道德教育作法？ 

(A) 注重習慣的培養 

(B) 重視自律的養成 

(C) 強調意志的訓練 

(D) 講求獎賞與懲罰 

（ ）6. Pinar 等人於 1995 年提出「課程即文本（text）」主張，藉由更多不同理論來重新

理解課程的意義，如文本重視的是關注個體經驗，而要理解不同情境脈絡下的主

體意識覺知與生命經驗意義，則會以何種文本來理解課程？ 

(A) 神學文本 

(B) 傳記文本 

(C) 現象學文本 

(D) 美學文本 

（ ）7. 林老師閱讀相關文獻時，發現學校的「潛在課程」再製了中產階級的價值、態度

與行為。故她於課程設計時，鼓勵弱勢學生去訪談社區人士，期待從學生自我增

能而達成社會改革。林老師的課程觀點屬於下列何種理論？ 

(A) 建構主義 

(B) 批判理論 

(C) 進步主義 

(D) 後現代理論 

（ ）8. 哪位學者著有《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嚴厲批判學校教育

的失敗，認為「學校實際功能是監控學生、分配學生社會角色、灌輸教條，整個

學校制度是一個龐大的機器、是社會控制的工具」？ 

(A) P. Freire 

(B) I.Illich 

(C) M. Apple 

(D) A. Gramsci 

桃園市 108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師聯合甄選筆試【教育綜合測驗-B】 

（ ）1. 社會上認可斜槓（Slash）青年的趨勢與下列哪一個教育論述相互矛盾？ 

(A) 教育是對話 

(B) 教育是自由的實踐 

(C) 教育是理解 

(D) 教育是塑造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