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１０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類科：國民小學 

科目：教育理念與實務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８０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用２Ｂ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修正時應以    

橡皮擦擦拭乾淨，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問答題及綜合題作答時應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於  

「答案卷」上，由左至右橫式書寫，並自行標註題號。 

．考生須依上述規定作答，若未依規定而導致答案難以  

辨識或評閱時，恐將影響考生成績並損及權益。 

 

注意事項： 

．請核對類科及科目是否與答案卷(卡)、准考證內容一致。 

．試題本共６頁，選擇題２５題，問答題３題（題號１—

３），綜合題４題（題號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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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50 分） 
說明：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第 1 題至第 25 題為單選題，每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1.劉老師一直在追求永恆而普遍的知識，因此在他的教學設計中，主要會使用下列    
哪一種教材？ 
(A)經典名著 (B)流行樂曲 (C)報章社論 (D)電視新聞  

2.張校長強調該校教師上課內容必須有助學習者準備各種證照考試，才是有用的知識，

這樣的觀點比較接近下列哪一種主張？ 
(A)職業預備說 (B)形式訓練說 (C)博雅素養說 (D)文化傳承說 

3.關於懲罰的敘述，下列何者符合「感化性原理」(Reformative Theory)？ 
(A)學校不應該有懲罰 
(B)有多少罪行就施以等值等量的懲罰 
(C)懲罰時要對症下藥，以使其改過遷善 
(D)懲罰時公告周知，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4.吳校長在開學的教師座談會上分享個人對於教師角色的期許如下：「現在老師的角色

和傳統截然不同，老師不能預知學生未來需要些什麼，所以無法提供先驗的知識。   
請大家要依據學生需要與社會需求，讓學生從教學過程中獲得豐富的經驗與體會！」

吳校長對教師角色的期許比較接近下列哪一種學說的看法？ 
(A)未來主義(Futurism) (B)觀念主義(Idealism) 
(C)實用主義(Pragmatism) (D)永恆主義(Perennialism) 

5.張老師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提問，引導學生修正原有的想法，使其愈來愈精確。他對

學生說：「我所要做的就只是把你們與生俱來的觀念引出來而已。」張老師的作法較

接近下列哪一種教育方法的隱喻？ 
(A)塑造 (B)雕刻 (C)撞鐘 (D)接生 

6.下列哪一項不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用於教育的觀點？ 
(A)反本質主義 (B)反多元主義 (C)反基礎主義 (D)反威權主義 

7.捷克教育家康米紐斯(J. A. Comenius)強調文字的學習不能僅仰賴書本，必須配合實物

或圖片來教授。他的教育理念符合下列哪一種學說？ 
(A)理性主義(Rationalism) (B)經驗主義(Empiricism) 
(C)永恆主義(Perennialism) (D)批判主義(Cr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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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關教育目的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接近杜威(J. Dewey)的教育觀？ 
(A)教育的目的是引導學生為未來生活作準備 
(B)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孩童永恆不變的觀念 
(C)教育的目的在於訓練學生精熟各個學科的知識 
(D)教育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學習如何參與民主的生活 

9.近年來教育部大力提倡「創客教育」(Maker Education)，這種政策較接近下列哪一種 
教育哲學觀點？ 
(A)觀念主義(Idealism) (B)行為主義(Behaviorism) 
(C)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D)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 

10.吳老師喜歡採取小組討論的學習方式。他經常坐在每個小組中，跟學生一同討論問題，

認真傾聽與回應學生的想法。吳老師的作法較接近下列哪一位學者的教育觀？ 
(A)布伯(M. Buber)  (B)洛克(J. Locke)  
(C)傅科(M. Foucault)  (D)布迪爾(P. Bourdieu) 

11.學校透過時間與空間配置、儀式性活動及執行學校生活規則等安排，規範組織成員的

言行舉止，並藉由獎懲方式維持校內秩序。這較符合下列哪一種概念？ 
(A)社會變遷 (B)社會控制 (C)社會流動 (D)社會階層化 

12.下列哪一項學校組織的分析不屬於科層體制的特色？ 
(A)權威性階層 (B)功能性分工 (C)明訂成員角色 (D)依人情規則運作 

13.下列何者屬於「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的垂直社會流動？ 
(A)富商將公司傳給子女繼承家業  
(B)富商家族經過幾代子孫繼承後逐漸衰敗 
(C)窮苦的勞工努力求學後成為專業的工程師 
(D)窮苦的勞工辛苦地將其子女培養成中產階級 

14.教育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具有維繫社會生存的目的，透過教育可使社會成員具有  
共同的觀念、態度及行為。下列何者最能說明這樣的過程？ 
(A)社會化 (B)社會分工 (C)社會流動 (D)社會階級 

15.常態編班的國中，實施能力分組教學，各組在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學科等四個     
領域，給予不同程度的教學內容，這樣的分組教學比較屬於下列哪一種教育的功能？ 
(A)安置 (B)選擇 (C)照顧 (D)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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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教授對教師專業的詮釋是：將教師視為是文化工作者或轉化型知識份子，藉以突顯

教師在專業化歷程中有關權力支配、社會控制等社會意涵。這接近下列哪一種論點？ 
(A)功能論 (B)衝突論 (C)解釋論 (D)交換論 

17.下列哪一項屬於詮釋學派的觀點？ 
(A)了解補救教學的學校整體運作機制 
(B)分析學校制度與家庭制度相互影響之關係 
(C)探究教師教學專業訓練課程架構與實施成效 
(D)分析班級教師個人的教學理念與蘊含的意義 

18.依據現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代理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 
(B)代課教師係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C)情況特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代理教師得擔任導師或各處(室)行政

職務 
(D)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內之代課、代理教師，應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19.某國小有 5 位教師自發成立讀書會，透過人際互動增進彼此間的情誼。此一團體性質

屬於下列何種組織？  
(A)幕僚組織 (B)正式組織 (C)科層組織 (D)非正式組織 

20.依據現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的規定，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甲、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之次數，每學期至多三次 
乙、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包括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 
丙、學生在某領域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若學期末的分數為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則轉換成乙等 
丁、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評量，不包括日常生活表現 
(A)甲丙 (B)乙丁 (C)甲乙 (D)丙丁 

21.現行中小學(含附設幼兒園)校內會議，下列哪一種會議的組成方式，其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A)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B)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C)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 (D)校園霸凌事件審議小組會議 

  



 

4 

  

22.依據現行「實驗教育三法」，假如學校透過教師教學與課程設計、讓學生能有創新的

學習，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實驗教育的型態？ 
(A)在家教育  (B)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C)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D)委託私人辦理的實驗教育 

23.依據現行《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完成調查，必要時，

得延長之，調查時間最晚應於幾個月之內完成？ 
(A)二個月 (B)三個月 (C)四個月 (D)五個月 

 
閱讀下文後，回答 24-25 題。 

甲老師抱怨：「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溝通，我實在無法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 
乙老師也說：「我們老師不能老是抱著權威的心態，應把學生當作朋友，相信同學   

應該會主動參與。」 
丙老師也幫腔說：「我更希望引導學生勇於表達自我，和學生進行生命問題的思考與

對話。」 
丁老師則補充道：「有時候，若能考慮到學生拒絕與老師溝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他的家庭背景或經濟因素等原因造成的，就比較能以同理心看待他們。」 

24.丙老師的想法較接近下列哪一種教育理念？ 
(A)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B)精粹主義(Essentialism) 
(C)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m) (D)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25.丁老師的想法較接近下列哪一種教育理念？ 
(A)永恆主義(Perennialism) (B)理性主義(Rationalism) 
(C)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D)精粹主義(Essentialism) 

第貳部分、問答題（占 30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3 題（題號 1-3），每一題配分標於題末。作答時應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於

「答案卷」上，由左至右橫式書寫，並自行標註題號。 

1.試列舉「兒童本位」(child-centredness)教育思想中有關教師扮演的兩項教師角色(5 分)，
並分別評論該思想的優、缺點各一項(5 分)。 

2.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高其教育成就，試分別從政府與

教師兩方面論述可行策略或方法各兩項。(10 分) 

3.依據現行《教育基本法》規定，哪四項權利國家應予保障，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與    
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並簡述身為教師如何避免體罰的因應措施(至少三項)。
(10 分) 



 

 5 
 

第參部分、綜合題（占 20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4 題（題號 4-7），每一題配分標於題末。作答時應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於

「答案卷」上，由左至右橫式書寫，並自行標註題號。 
 
閱讀下文後，回答 4-7 題。 

2020 年世界各國開始面臨新冠病毒(COVID-19)傳染病的威脅後，某校 3 位老師試從

教學入手，將生活情境導入課程，各自提出防疫教學方案設計重點送交審查，以期成為

校訂課程。其重點分述如下： 
 教學方案設計重點 

陳老師 教導同學： 
1. 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包括：正確洗手的方式、咳嗽和打噴嚏時摀住嘴巴

的方法等。 
2. 建立正確的防疫知識，包括：病毒的起源、傳播方式，以及如何保護自己。 
3. 上述兩項目標與防疫措施實作原則的相關性。 

李老師 讓同學規劃停課時的替代學習方案，老師與同學討論時的焦點有： 
1. 停課時如何讓學習不中斷？ 
2. 遇到學習與人生困境時，如何設法克服？ 

林老師 帶領學生理解疾病的污名化建構： 
1. 講述黑死病、西班牙流感、SARS 等流行病學事件，包括： 

1.1 疾病與貼標籤的相關性 
1.2 疾病如何改變當時的日常生活 
1.3 疾病對當代的影響與代表的意義 

2. 帶領學生討論新冠病毒疫情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包括： 
2.1 對校園內外生活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2.2 疫情失控後對全球的可能影響 
2.3 覺察疾病污名化的建構並採取可能行動 

4. 陳老師的教學方案設計重點，較為符合下列哪一種教育哲學觀點(2 分)？並請說明其 
理由(2 分)。 
(A)實用主義(Pragmatism)  
(B)永恆主義(Perennialism) 
(C)理性主義(Rationalism)  
(D)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作答範例：(1)    (A/B/C/D) 
          (2)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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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老師以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教育哲學觀點作為教學方案設計重點的基礎，下列

敘述何者較為符合他的教學目標？(2 分) 
(A)教師應教授基本教材，討論的正是同學應該瞭解的時事內容，目的是訓練同學的 

心智 
(B)教授基本教材是教師的重要工作，討論的重點是讓同學瞭解，在新冠病毒流行時期，

紀律對於學習的重要性 
(C)教師是促進者，討論並無正確答案，而是要幫助同學瞭解如何抉擇、如何設定目標、

並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D)教師的責任是傳遞社會價值，新冠病毒讓教育體系失能時，討論的重點是找到重建

學習秩序的方法 

6.林老師的教學方案設計重點旨在打破疾病的污名化建構，請問他的設計重點較接近 
下列哪一種觀點？請擇一並說明理由。(6 分) 
A.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 
B. 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 
作答範例：(1)       (A/B) 
          (2)因為                                                            

7.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108 課綱)對校訂課程的界定，陳老師的  
教學方案最先應由下列哪一個校內會議審議(2 分)？您認為是否適合納入校訂課程？

請說明理由(6 分)。 
(A)教師會 
(B)校務會議 
(C)課程發展委員會 
(D)教師評審委員會 
作答範例：(1)    (A/B/C/D) 
          (2)    (適合/不適合) 
          (3)因為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