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 年 度
各類教育學程遴選考試
試題卷

靜宜大學 109 學年度教育學程遴選考試試題
注意事項：
共有 50 題選擇題，每題 2 分，總計 100 分；每題都有四個備選答案，請就各
題題意，選出正確答案，劃記於答案卡上，請注意答案卡上之題號順序。
【答案卡未劃記學號或學號劃記錯誤者，扣減該科成績十分；未填寫姓名於
答案卡者，扣減該科成績二分。】
以下 1 ~ 25 題為時事題。
B

1.

有關美國總統選舉的票數計算是以選舉人票數計算，請問選舉人票
數的意思是
(A) 全美國投票人加總後的得票數
(B) 得票超過一半的州的選舉人團票數加總
(C) 各州得票比率乘以該州選舉人團票數
(D) 各州選舉人團投票的票數加總

A

2.

請問下列哪兩個國家／區域已訂立旅遊泡泡合約，同意兩地人民互
相往來旅遊？
(A) 香港—新加坡
(B) 臺灣—帛琉
(C) 臺灣—新加坡
(D) 臺灣—香港

C

3.

請問萊克多巴胺是
(A) 美國豬肉所產生的毒素
(B) 讓豬隻迅速長大的藥物
(C) 豬隻飼料的添加劑
(D) 造成豬隻發狂的化學物質

D

4.

請問根據我國選罷法，直轄市市長罷免的要件是
(A) 同意罷免票數超過該市選舉人總數一半以上
(B) 同意罷免的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超過其當選票數
(C) 同意罷免的票數超過選舉人總數 1/4 即可
(D) 同意罷免的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超過選舉人總數 1/4

C

5.

請問 2020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以下哪一個？
(A) 美國總統川普
(B) 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
(C)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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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綠色革命之父」諾曼·布勞格（Norman Ernest Borlaug）
A

6.

臺灣防疫表現是世界優等生，11 月 9 日數個友邦國家在哪一個會議
上替臺灣發聲，卻屢遭打斷發言？
(A) 世界衛生大會 WTA
(B) 世界貿易組織會議 WTO
(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D) 世界衛生組織 WHO

B

7.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因應疫情嚴峻，訂定不同等級的防護措施，包含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與自主健康管理，以下哪一項敘述有誤？
(A) 與「確定染病個案」有一定程度接觸者，必須進行居家隔離
(B) 無論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和自主健康管理，都必須 14 天內不
得外出。
(C) 居家隔離和居家檢疫期間如有症狀，立即撥打 1922，切勿自行
就醫。
(D) 違反居家隔離和居家檢疫相關規定，最高罰款 100 萬元

D

8.

台中市長盧秀燕 11 月 10 日主持市政會議時宣布，台中捷運已於 11
月 6 日獲交通部核准營運，11 月 16 日起試營運一個月，12 月 19 日
正式通車，「當成市民的耶誕禮物」。請問這是哪一線？
(A) 紅線
(B) 橘線
(C) 藍線
(D) 綠線

A

9.

日前發生的長榮大學女學生擄殺命案，受害者是來自以下哪個國家
的外籍生？
(A) 馬來西亞
(B) 菲律賓
(C) 新加坡
(D) 印尼

A

10. 2020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以下哪組的名單正確？
(A) 民主黨：拜登；共和黨：川普；自由意志黨：喬根森；綠黨：
霍金斯
(B) 共和黨：拜登；民主黨：川普；自由意志黨：喬根森；綠黨：
霍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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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民主黨：拜登；共和黨：川普；綠黨：喬根森；自由意志黨：
霍金斯
(D) 自由意志黨：拜登；民主黨：川普；共和黨：喬根森；綠黨：
霍金斯
C

11. 日前發生於歐洲的強震，造 成 116人 罹 難 ， 上 千 人 受 傷 ， 有 107
人自瓦礫堆下獲救，此傷亡主要是發生在哪兩個國家？
(A) 希臘，保加利亞
(B) 土耳其，敘利亞
(C) 希臘，土耳其
(D) 土耳其，亞美尼亞

C

12. 我 國 空 軍 第 七 聯 隊 志 航 基 地 10月 29日 發 生 軍 機 失 事 墜 海 事
件，上尉飛行員朱冠甍不幸殉職，此失事機型為以下哪種？
(A) B-17
(B) B-24
(C) F-5E
(D) FK50

C

13. 202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是以下哪組織？
(A) 世界衛生組織
(B) 國際特赦組織
(C) 世界糧食計劃署
(D) 樂施會

A

14. 英國脱歐(英語：Brexit)是指英國退出歐洲聯盟的行動，使英國不再
受歐盟法律、歐洲單一市場等協定約束，並取回對移民政策的控制
權。英國已於2020年何時正式退出歐盟？
(A) 2020/1/31
(B) 2020/2/31
(C) 2020/3/31
(D) 2020/4/31
(E) 2020/5/31

D

15. 根據樂施會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共同發表的最新研究，從1990
到2015年共25年，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是指年收入超過35,000美
元的人口，約6.3億)的碳排佔全球排放量的
(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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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2%
(C) 42%
(D) 52%
B

16. 美國現任總統川普是屬於哪一個政黨？
(A) 民進黨
(B) 共和黨
(C) 民主黨
(D) 社會黨

A

17. 2020 諾貝爾化學獎由法國學者 Charpentier 與美國學者 Doudna 獲
得。此二位學者因下列何者貢獻獲此殊榮？
(A) 開發基因編輯技術
(B) 發展鋰離子電池
(C) 探究細胞如何適應缺氧的環境
(D) 解釋大氣中臭氧合成與分解的化學機制

C

18. 諾貝爾獎共有六個獎項。除了化學獎、物理獎、生理/醫學獎、和平
獎外，還包含下列哪兩個獎項？
(A) 數學獎、文學獎
(B) 數學獎、心理學獎
(C) 經濟學獎、文學獎
(D) 經濟學獎、數學獎

B

19.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正名為「COVID-19」。其
中，CO 和 VI 分別代表 corona 及 virus。請問，D 則代表？
(A) damage
(B) disease
(C) disorder
(D) disaster

B

20.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中英疫情指揮中心建議的室內社交距離應為多
少？
(A) 1 公尺
(B) 1.5 公尺
(C) 2 公尺
(D) 2.5 公尺

C

21. 為杜絕醫用口罩產地標住不實，假冒台灣製造的行為，中央流行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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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台灣產醫用口罩必須逐片標示為何？
(A) MD
(B) Made In Taiwan
(C) MD與Made In Taiwan
(D) MD與Made In Tainan
A

22. 2020年8月我國在非洲新成立的代表處位於？
(A) 索馬利蘭（Somaliland）
(B)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C) 史瓦帝尼（Eswatini）
(D) 索馬利亞（Somalia）

D

23. 大學甄試委員會於今年十一月初宣布110學年起十一所偏遠地區國立
大學首先推動「願景計畫」，個人申請管道開517個名額優先錄取在
地弱勢生，以下哪一所學校非「願景計畫」之國立大學？
(A) 東華大學
(B) 高雄大學
(C) 嘉義大學
(D) 聯合大學

C

24. 日前《親子天下》一篇「別再辦這種幼兒繪畫比賽！保護孩子的想
像力與愛塗鴉的心」的文章獲得老師及家長廣大回響。請問下列哪
一個縣之教育處率先認同響應？
(A) 屏東縣
(B) 宜蘭縣
(C) 台東縣
(D) 花蓮縣

B

25. 國際學生能力評比(簡稱 PISA)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針對全球 15 歲青少年發展的測驗計畫，科目包含語文、
數學與科學，而 2018 年的測驗，首次加入了國際素養(global
competency)評量。請問，下列哪一個國家排名「非」在前五名的國
家？
(A) 台灣
(B) 以色列
(C) 蘇格蘭
(D)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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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26 ~ 50 題，請依據，請依據【108 學年度教育學程遴選考試簡章公告之
教育類文章及影片】回答：
A

26. 1英國高等教育學會研究指出翻轉教學應有 4 大要素，不包含下列哪一個？
. (A) 優良的教材
(B) 學習的文化
(C) 彈性的環境
(D) 目的性的內容

D

27.

以下何者不是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所強調的三面向精神之一?
(A) 社會參與
(B) 自主行動
(C) 溝通互動
(D) 科技融入

C

28.

下列何者是十二年國教課綱與翻轉教學共通的精神?
(A) 立足本土
(B) 數位科技融入
(C) 以學生為本
(D) 國際化視野

B

29.

根據「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分析翻轉教學之實踐」一文，若要實踐翻
轉教學以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學校可以怎麼做？
(A) 添購資訊儀器設備
(B) 確實執行教師公開觀課
(C) 辦理研習活動
(D) 改建現有校舍

B

30.

十二年國教的願景是 Developing talent in every student- nurture by nature, &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請問以下哪個觀念較無法凸顯「nurture by nature」
的特質？
(A) 差異化教學
(B) 標準化評量
(C) 因材施教
(D) 適性揚才

C

31.

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簡稱為「自、動、好」。請問是哪三個理念？
(A) 自強、行動、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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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立、互動、共好
(C) 自發、互動、共好
(D)自主、行動、美好
B

32.

九年一貫是七大領域、十二年國教是八大領域，請問十二年國教在國中階段多
了以下哪一個領域？
(A) 人文領域
(B) 科技領域
(C) 生活領域
(D) 新住民語言領域

D

33.

十二年國教提倡教師學習以素養導向為教學的策略，請問以下哪個敘述較不符
合素養導向教學模式的內涵？
(A) 教師要強調多面向的學習
(B) 教師必須要注重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方法
(C) 教師必須重視學生能夠將課堂知識運用於生活情境中的能力
(D) 教師必須要加深加廣主要學科的知識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B

34.

「素養」是指以下哪三種要素的群集整合能力，是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有效率地
行動的能力或潛力？
(A) 知識、技能、記憶
(B) 知識、技能、態度
(C) 知識、記憶、態度
(D) 記憶、技能、態度

B

35.

以下哪一要素不是包括在素養導向教學的五大要素之一：
(A) 透過「脈絡化的學習情境
(B) 學生遵循老師的教學規範
(C) 教師交付或學生自訂工作任務
(D) 學生採取行動和進行反思調整

D

36.

教師透過學生學習歷程的各種表現對其學習所進行的評估是哪一種評量方式？
(A) 試探性評量
(B) 總結性評量
(C) 階段性評量
(D) 形成性評量

A

37.

教師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否達成預期的目標所進行的評估是哪一種評量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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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總結性評量
(B) 形成性評量
(C) 階段性評量
(D) 試探性評量
A

38.

師資培育單位如何提升中等學校師資的適性輔導能力，已然成為國民教育推展
之下的重要預備工作。請問下面哪一個不屬於適性輔導的內涵？
(A) 家庭輔導
(B) 生活輔導
(C) 學習輔導
(D) 生涯輔導

D

39.

依據「十二年國教中的正向管教之理論與實踐策略探討」一文中，下列何者不
是正向管教之目標？
(A) 建立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B) 發展個人自尊、自我控制的能力...
(C) 找到正確的自我價值…
(D)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能力

C

40.

依據「十二年國教中的正向管教之理論與實踐策略探討」一文中，下列何者造
成學生判斷是非能力下降，在校學習態度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A) 物資缺乏…
(B) 隔代教養…
(C) 3C 產品盛行…
(D) 父母權威式管教

B

41.

依據「十二年國教中的正向管教之理論與實踐策略探討」一文中，下列何者不
是正向管教實施策略建議？
(A) 教師輔導知能專業成長…
(B) 增強教師教學策略…
(C) 教育主管機關的支持系統…
(D) 媒體分級制立法

B

42.

依據「【自發，愛上學習】及【學習動機的雙核心】」系列文章，有學者提出
「雙核心動機模式」(dual-core motivation model)，將學習動機區分成「價值、預
期、情感、執行意志」四個成分。請問，哪兩個成分是學習動機的雙核心，直
接影響學習行為？
(A) 價值、執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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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情感、執行意志
(C) 價值、預期
(D) 預期、情感
D

43.

承上題，在「雙核心動機模式」的四個學習動機成分中，學者認為哪個是家長
最能著力之處？可透過家長陪伴和幫助孩子養成習慣達成。
(A) 價值
(B) 預期
(C) 情感
(D) 執行意志

A

44.

承上題，為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某位老師協助學生找到透過學習可達成的
目標並瞭解目標的價值性(如：學習內容很實用)。請問，該老師是應用哪個理
論，而有此教學策略？
(A) 阿特金森(Atkinson)的預期與價值理論
(B) 溫納(Weiner)的歸因理論
(C) 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
(D) 史金納(Skinner)的操作制約理論

D

45.

OECD 教育和技能主席、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比)負責人安德列・史萊賀
(Andreas Schleicher)將這一次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而停學的挑戰，是教育創新模式
的契機，他稱之為？
(A) 新世紀創新
(B) 現代化創新
(C) 支持性創新
(D) 破壞性創新

C

46.

依照OECD 教育和技能主席、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比)負責人安德列・史萊賀
(Andreas Schleicher)的觀點，下列何者非資訊科技、遠距學習的好處？
(A) 鼓勵老師改變
(B) 減輕了不平等
(C) 師生關係疏離
(D) 促成跨國/界合作

A

47.

依照一○八課綱之規定，高中三年內，學生必須至少完成幾節課的自主學習？
(A) 18
(B) 19
(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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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
D

48.

民族實驗學校的興起，受到東西思潮的影響。以下哪一個影響不在其中？
(A) 家長教育選擇權
(B) 民族自覺與自覺
(C) 文化回應教學
(D) 民主主義

B

49.

八楠花部落小學屬於公辦公營形式的民族實驗學校，該校面臨「三多」挑戰，
以下何者為「非」？
(A) 多族群學習
(B) 多遷移
(C) 多低薪家庭
(D) 多心靈創傷

A

50.

下者何者「非」實驗教育三法？
(A)《原住民族教育法》
(B)《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C)《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
(D)《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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