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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4學年度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 

科目:一般類及專任輔導教師-「教育專業科目」試卷 

說明:本試卷共計 50題，為四選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 上下兩代從事的職位，在職業階層體系中隸屬同一階層時，下列何者

是此種現象?（A）文化再製  （B）階級再製  （C）有機再製  （D）

傳統再製  

2. 現代社會的選才著重於個人的才能，而非家世背景，下列何者是此種

現象的概念?（A）泰勒主義  （B）種性主義  （C）考試主義  （D）

功績主義 

3. 依據 M. Apple的論點，國定課程會大幅剝奪教師實踐教育理念的空間，

下列何種概念是用於描述此種現象? 

（A）去技術  （B）再技術  （C）高技術  （D）低技術 

 

4. 個人生涯在社會階層體系中做上下移動，下列何者是此種現象的概念?

（A）擴散流動  （B）聚合流動  （C）水平流動  （D）垂直流動 

 

5. 下列何者不在 M. Weber的三種權威形態?（A）傳統  （B）法理  （C）

社會變遷  （D）人格感召 

 

6. 次數分配曲線之峰頂偏於右方，而眾數大於中數與平均數的情形，下

列何者是此種現象的概念?（A）常態  （B）正偏態  （C）負偏態  （D）

中偏態 

 

7. 先將母群體分成同質性的小組，再從每組中隨機抽取樣本，下列何者

是這種技術? 

（A）分層隨機取樣  （B）立意隨機取樣   

（C）亂數隨機取樣  （D）系統隨機取樣 

 

8. 智力、焦慮、收入等屬於下列何者變項?（A）類別  （B）連續  （C）

二分  （D）三分 

 

9. 將智力界定為抽象思考的能力或學習的能力，這是屬於下列何種定義? 

（A）概念性  （B）操作性  （C）個人性  （D）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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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了解兩次測量結果的穩定性，這是屬於下列何種信度類型? 

（A）複本  （B）再測  （C）同一  （D）多元 

 

11. 下列何者是評分者信度的誤差來源? 

（A）測驗實施  （B）測驗編製  （C）測驗實驗  （D）測驗評分 

 

12. 在測驗前，用特定分數做為精熟與否的依據，下列何者屬於此種? 

（A）常模參照  （B）標準參照  （C）社會參照  （D）心理參照 

 

13. 典禮、儀式與比賽等，這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A）正式  （B）潛在  （C）非正式  （D）集合性 

 

14. B.S. Bloom將人類學習行為區分三個主要層面，下列何者不在其中? 

（A）認知  （B）情意  （C）技能  （D）生存 

 

15. 依照 J. Piaget的理論，依事物的外形做判斷，多表現自我中心的傾

向，這屬於下列哪個認知期? 

（A）前運思  （B）感覺動作  （C）具體運思  （D）形式運思 

 

16. 教育研究中的 TSSCI，是屬於下列哪一項目? 

（A）期刊  （B）資料庫  （C）研究議題  （D）教育資料文本 

 

17. 陳主任建議學校老師運用雙向細目表編製測驗題目，請問陳主任這個

建議是希望提高試題的何種效度？ 

（A）內容效度  （B）專家效度  （C）外部效度  （D）預測效度 

 

18. 王老師觀察學生在課堂中參與小組合作學習的情形，並針對學生行為

上的重要偶發事件做扼要的描述與說明，以做為日後評定學期成績的

參考。此種評量方式屬於下列何者？ 

（A）檢核表    （B）軼事記錄   

（C）評定量表  （D）結構化表現測驗。 

 

19. 教育社會學可分為鉅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下列何者屬於鉅觀的研究？

（A）社會變遷的研究 

（B）實際班級生活的探究   

（C）學校組織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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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凸顯個人在社會實體建構中主動性的研究 

 

20. 如果從一份測驗結果可以區分出班上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之高低，則表

示這份測驗具有良好的 

（A）信度  （B）效度  （C）難度  （D）鑑別度 

 

21. 下列哪一個動詞的運用，最常見於行為目標的敘寫上？ 

（A）知道  （B）學習  （C）列舉  （D）欣賞 

 

22. 下列何者不是九年一貫課程的十大課程目標？ 

（A）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B）關懷社區、增進環境永續發展 

（C）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D）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23. 有關歷程模式和目標模式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能力本位教育採取目標模式  

（B）英國的人文教育方案採取目標模式  

（C）歷程模式強調控制與管理，要求績效  

（D）目標模式採取教育的生長說或旅行說 

 

24. 下列有關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的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A）學習領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也是學科名稱 

（B）為培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能力，各學習領域所提供課程均為必修 

課程 

（C）學習領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神，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 

施協同教學 

（D）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學者專家、校長、學校行政人員 

和全體教職員工、家長及社區代表等 

 

25. 幾位教育學者、國小教師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共同組成委員會，討論

學生當前應學習的教育內容，並建議教育部將其納入學校課程。請問

就古德拉（J. I. Goodlad)的五種課程層次而言，前述建議的課程屬

於下列何者？ 

（A）理想課程  （B）正式課程  （C）知覺課程  （D）運作課程 

 

26. 張校長認為教育的核心在培養理性思考的人，他推動讀經教育，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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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中應該包含更多古代的經典，請問他的教育哲學是屬於何種

取向？ 

（A）存在主義  （B）精粹主義  （C）經驗主義  （D）永恆主義 

 

27. 在教學評量上，「評量結果有穩定性或一致性」是指下列哪一個概念？ 

（A）區辨力  （B）信度  （C）誤差  （D）效度 

 

28. 鄭老師進行試題分析以選擇入學考試試題，請問你認為他應保留下列

那一種試題? 

（A）難度低，鑑別度高的試題  （B）難度高，鑑別度低的試題  

（C）難度適中，鑑別度高的試題 （D）難度高，鑑別度高的試題 

 

29. 快樂國小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蒐集教師對課程草案資料的相

關意見，作為後續課程改進或修訂之用，這屬於下列哪一類評鑑？ 

（A）形成性評鑑  （B）總結性評鑑   

（C）目標評鑑    （D）外部評鑑。 

 

30. 下列何者屬於「社會重建觀」的課程取向？ 

（A）課程應教導學生維護現行社會規範與次序  

（B）課程應提供學生符合社會期望的知識和技能  

（C）課程內容必須符合學生的興趣和認知發展  

（D）引導學生探討族群偏見或能源短缺等社會問題 

 

31. 王老師正在出期末考的題目，他想要測量學生在應用、分析、綜合、

評鑑等高層次認知上的能力，請問採用下列哪一種題型比較能同時測

出上述能力？ 

（A）是非題  （B）填充題  （C）申論題  （D）解釋名詞 

 

32. 鄭老師想瞭解每個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在班級中的相對位置，請問下

列何種評量方式比較能達成此一目的？ 

（A）常模參照評量  （B）標準參照評量   

（C）形成性評量    （D）總結性評量 

 

33. 有關教育社會學的和諧理論和衝突理論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衝突理論又稱為結構功能論 

（B）衝突理論主張透過社會化發展社會共同價值與信念 

（C）和諧理論主張在調適中求改進，在穩定中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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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和諧理論主張文化再製理論 

 

34. 在一場教育研討會中，許多學者對我國教育政策或措施中的「文化霸

權」現象提出批判和省思，請問他們會比較肯定以下何種政策或措施？ 

（A）國編版的教科書政策      （B）以國語取代母語的教育政策  

（C）全面同化的民族精神教育   （D）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實施 

 

35. 藝術與人文領域老師經常運用實作評量來評定學生成績，請問下列何

者是這種實作評量的優點？ 

（A）可以測量到所有學習目標   （B）評量信度高  

（C）提供評量歷程與結果的方法 （D）節省時間 

 

36. 鄭老師以射箭圖形來說明信度與效度的意涵，請問下圖代表的意義為

何? 

（A）有信度和效度   （B）有信度但無效度 

（C）無信度又無效度 （D）有效度但無信度 

 

37. 近年來檔案評量逐漸使用於學生學習情形的評量，請問下列關於檔案

評量的相關敘述，何者比較正確？ 

（A）強調思考或成長改變的歷程，而不侷限於學習結果。 

（B）自由開放地收集學生的資料，不必依據教學目標與計畫。 

（C）資料需要專精且單一的，整合起來更能掌握學生學習的個別需 

求。 

（D）以老師為中心，透過班級訪問、會議，或是檔案內容的評語或建 

議提供豐富的紀錄。 

 

38. 教學組長將學校各班教學評量結果整理分析後，提供課程發展委員會

參考。請問關於這些資料的運用，下列敘述何者較不恰當？ 

（A）提供學校進行安置與能力分組的依據，以便於教師因材施教。  

（B）做為預測學生進入職場之興趣、能力分類及社會成就的依據。  

（C）提供回饋，使教師能隨時調整教材與教法。 

（D）提供課程專家或教育學者做為修訂課程及教材順序的依據。 

 

39. 為了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政府推出許多政策，請問下列哪一項政策是

採取「對於弱勢者給予優惠待遇」? 

（A）小班教學精神  （B）十二年國教   

（C）教育優先區    （D）高中職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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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教學進行的過程中，隨時採用內容簡短而獨特的測驗，藉以評量學

生學習進步的情形，上述說明為下列何種測驗？ 

（A）形成性測驗    （B）標準化測驗 

（C）總結性測驗    （D）非標準化測驗 

 

41.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為國內近年來重要的課程變革，以下何者並非其特

點： 

（A）強調課程決策的分權化   （B）以學生中心的課程設計 

（C）賦予教師課程發展的權能 （D）各校課程內容及品質統一性 

 

42. 新自由主義對當代英語系國家的教育改革產生很大的影響，請問下列

何者是他們教育改革的主張？ 

（A）增加教育公共支出 （B）廣設教育優先區  

（C）教育市場化       （D）教師工會的增權賦能 

 

43. 質性研究法在抽樣時，常會選擇可以讓研究者獲得最多了解的樣本，

即為下列何種抽樣方法？ 

（A）叢集抽樣      （B）立意抽樣   

（C）分層隨機抽樣  （D）滾雪球抽樣 

 

44. 以下何種敘述並非常模參照評量？ 

（A）至少解出 75的指定問題 

（B）得分至少在該團體的第 50個百分位數 

（C）跑步的速度是該班的第二快 

（D）英語科的學期平均分數是全校最高的 

 

45. 依教師法第 11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

及長期聘任，除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二十條規定分發者

外，應經由誰審查通過後聘任之？ 

（A）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教育部聘任之 

（B）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C）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主管審查通過後由教育部聘任之 

（D）經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主管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46. 根據信效度之間的關係，下列何種情形可能不會發生？ 

（A）信度高，效度高   （B）信度高，效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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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信度低，效度高   （D）信度低，效度低 

 

47.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係為落實下列

何者而制定？ 

（A）教育基本法      （B）國民教育法   

（C）高級中等教育法  （D）特殊教育法 

 

48. 我國俗諺「富不過三代」，為社會流動的哪一種？ 

（A）水平流動  （B）垂直流動  （C）代間流動  （D）代內流動 

 

49. 下列何者屬於「操作制約」學習？ 

（A）阿花不敢在課堂上講話，因為她看到班上其他同學講話被老師責 

罵 

（B）計程車司機總知道最快到達目的地的捷徑，因為他熟悉大台北附 

近環境  

（C）阿草害怕老鼠，因為每次老鼠出現他朋友就會大聲尖叫 

（D）阿敏會以哭來引起父母的注意，因為他一哭就會得到父母的關注 

 

50. 依照 CCCS的理論，學生上課時怠惰，這屬於下列何種概念？ 

（A）學習動機  （B）個人心裡  （C）抗拒文化  （D）主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