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學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九十九學年度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
科目：教育綜合測驗
教育綜合測驗
說明：一、本試題紙上請勿作答。
二、答案請寫在答案卷之規定位置。
三、本試題紙與答案卷一併繳回。
選擇題：
選擇題：共五十題，
共五十題，每題二分，
每題二分，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答錯不倒扣
1. 媽媽擔心小明上國中後的交友狀況，老師要她不用擔心，說：「你看小明那些好朋友的樣子就知道，沒問題的」，老師的說法比
較像是知覺的那一種特徵？(A)恆常性

(B)相對性 (C)選擇性

(D)組織性。

2. 人的心跳在意識層面上是屬於：(A)焦點意識 (B)邊意識 (C)無意識 (D)潛意識。
3. 下列那一個行為較不屬於
不屬於心理學上所稱學習的範圍：(A)看公車司機開車久了，一遇突發狀況就可能會開車
(B)摸到火苗灼傷而
不屬於
知道火是燙的

(C)酒醉後唱歌特別像周杰倫 (D)幫助殘障者過馬路後，一聲謝謝，使人了解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意。

4.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屬於學習的那一種現象：(A)類化 (B)辨別(C)消弱 (D)自發恢復。
5. 短期記憶通常指的是在感官記憶中經注意而能保存多少時間的記憶：(A)2秒以內

(B)20秒以內 (C)20分鐘以內 (D)2小時內。

6. 在舞蹈表演前要先在表演場地先彩排，這在記憶上是屬於：(A)編碼記憶 (B)情境關連記憶 (C)程序性記憶 (D)陳述性記憶。
7. 下列那一項不是
不是創造力的擴散性思考的重要因素：(A)流暢性
不是

(B)變通性 (C)獨創性 (D)推理性。

8. 「人都會死，我也是人，所以總有一天我也會死」，這樣的推理較像是：(A)演繹推理 (B)歸納推理

(C)捷徑推理 (D)逐步推

理。
9. 「當小狗出生超過10週才與人接觸，就難與人建立親密關係」，奧地利動物心理學家勞倫茲認為這是因為：(A)小狗的社會發展
已完成

(B)小狗的認知基模已建立 (C)錯過關鍵期 (D)小狗的依附行為發展已完成。

10. 皮亞傑認為兒童用來探索、與瞭解外在世界的基本模式，也就是用來學習知識的架構或方式，稱為：(A)適應 (B)同化 (C)調
適 (D)基模。
11. 在柯柏格的道德發展論「偷藥救妻」的兩難情境中，如果反應背後的價值觀是「應該去偷，人的生命是無可取代的」，請問這
樣的反應較屬於是那一個時期：(A)相對功利導向 (B)尋求認可導向 (C)法治權威導向 (D)價值觀念導向。
12. 在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中，自我中心主義是那一個時期的主要發展特徵：(A)感覺動作期

(B)前運思期

(C)具體運思期

(D)

形式運思期。
13. 小花做事很認真，但不容易相信別人，比較沒有安全感，常會有焦慮不安與猜忌的心理特徵，這在艾瑞克遜的心理社會發展論
中，可能是那一個階段發展產生的障礙：(A)0-1歲

(B)1-3歲

(C)3-6歲

(D)6-青春期。

14. 小明很喜歡對未來進行規劃，牆上不時出現一些規劃時間表或進度表，但大多虎頭蛇尾，多數計畫僅止於計畫，並未如期執行，
常無疾而終，這種青春期的自我統整是屬於：(A)迷失型統整

(B)未定期統整 (C)早閉型統整 (D)定向型統整。

15. 本次測驗有關心理學的試題，並未能全部反應所有心理學的議題與單元，而有所偏重部分議題，我們可以說本次測驗的那一種
效度不足：(A)內容效度 (B)同時效度

(C)預測效度 (D)建構效度。

16. 駕照考試的筆試測驗中，得分的解釋主要在通過與否，這是屬於那一種參照：(A)常模參照

(B)自我參照

(C)標準參照

(D)

團體參照。
17. 葛敦納(Gardner)認為人有多種智力，下列那一項不是
不是他的主張：(A)自然觀察
(B)自知 (C)社交 (D)表達。
不是
18. 佛洛依德人格結構的三個我之中，那兩個我經常有衝突：(A)本我與自我 (B)自我與超我 (C)本我與超我

(D)不會有衝突。

19. 小智平常人緣很好，也很健談，但一遇到他喜歡的小花時，卻常冷漠以對，這在精神分析論上屬於那一種防衛機轉：(A)轉移

(B)

退化 (C)反向 (D)壓抑。
20. 在馬斯洛的人格自我實現論中，其主要需求層次依次為：(A)生理、愛與隸屬、安全、尊重、自我實現

(B)生理、安全、愛與

隸屬、尊重、自我實現 (C)安全、生理、愛與隸屬、尊重、自我實現 (D)安全、生理、尊重、愛與隸屬、自我實現。
21. 下列有關動機的敘述何者是錯誤
錯誤的？(A)動機是獨立的
錯誤

(B)類似動機未必表現類似行為

(C)類似行為未必出自類似動機

(D)

一種行為背後可能有多種不同動機。
22. 從溫納的歸因論來看，下列那一項不是
不是內在歸因：(A)能力
不是

(B)努力 (C)運氣 (D)身心狀況。

23. 小利待人非常的親切，對權威者順從，願意自我犧牲，行事被動，不自我肯定，也不會表達負面的情緒，特別是憤怒和其他不
愉快的情緒。通常稱這種人屬：(A)A型性格 (B)B型性格 (C)C型性格 (D)D型性格。
24. 在世界大型球賽時，地主隊常因心理壓力而容易輸球，從社會行為角度來看，可能屬於什麼現象：(A)社會助長
(C)團體極化效應

(B)社會抑制

(D)社會誤差。

25. 小龍成績優良，但性格有些偏差，因在甲校適應不良而轉學至乙校，乙校級任老師對這樣一個成績優異的孩子特別期待，經常
在班上或個別談話中稱讚小龍很棒，一個學期下來，媽媽竟發現小龍的性格已明顯的校正過來。這樣的現象通常被稱為：(A)畢
馬龍效應

(B)仰巴腳效應 (C)社會學習效應 (D)萊斯托夫效應。

背面尚有試題

26. 現任教育部長為何人？(A)曾志朗 (B)杜正勝 (C)鄭瑞城

(D)吳清基。

27.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國民中、小學課程由七個學習領域組成，除此尚有幾大議題？(A)五類

(B)六類

(C)七類 (D)八類。
28. 依據那一個法令規規定，六歲至十五歲者需要進入國民中小學就讀學：(A)強迫入學條例 (B)國民教育法

(C)兒童及青少年福

利法 (D)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法。
29. 教育部在今年三月施政報告時，提到面對三 E 時代之來臨，各國教育改革均致力於健全優質教育環境、落實適性學習教育、提
升教師素質與教學 品質、強化國際競 爭力、追求卓越發 展。下列何者 不 是 三E的內容？(A)卓 越(Excellence)
（Efficiency）

(C)教育(Education)

(B)效率

(D) 公平（Equity）。

30.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可以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請問教師資格檢定由何單位辦理？(A)師資培育之大學

(B)教育部

(C)戶籍所在地之教育局 (D)考選部。
31. 「高級中學法」所稱之綜合中學係指：(A)含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之學校 (B)含普通類科及職業類科之學校 (C)含日間部及夜
間部之學校

(D)含文科及理科之學校。

32. 依規定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料須保存多久？(A)永久保存 (B)保存二十年 (C)保存十五年 (D)保存十年。
33. 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國民中學教科圖書之編定、審定、選用的描述，何者正確？(A)教科圖書由任課教師決定選用的
版本

(B)教科書由國家圖書館組成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審定

(C)教育部必要時得編定教科圖書

(D)教科圖書由學校教師會決

定選用的版本。
34. 下列何者將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列為專章規定？(A)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B)師資培育法 (C)教師法 (D)教育人員退休撫卹條例。
35.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事件之懲處時，得命加害人接受幾小時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A)八小時 (B)六小時

(C)五小時 (D)四小時。

36. 根據現有法規的規定，下列何者不是
不是國民的權利？(A)請求學力鑑定的權利
不是
受補習教育的權利

(B)受基本教育的權利 (C)逾齡未受國民教育者接

(D)接受終身教育的權利。

37. 下列那一項屬於教育命令：(A)教師法

(B)國民中小學成績考查辦法 (C)國民教育法

(D)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38.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曾於1996年提出四大學習支柱，並於2001年再提出學習第五大支柱，下列何者是學習第五支柱？
(A)learning to know

(B)learning to do

(C)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D)learning to change。

39. 教育部在推動「99終身學習行動年」的行動方案中，曾提出每天至少運動及學習幾分鐘？(A)10分鐘

(B) 20分鐘

(C)30分鐘

40. 下列何者不是
不是教育部「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強化學習成效」的具體策略？(A)推動「提升中小學教師素質方案」
不是

(B)擴大辦

(D)40分鐘。
理史懷哲計畫

(C)持續強化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制度 (D)落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41. 何謂「三零原則」，下列何者為非
何者為非？(A)零障礙
(B)零體罰
何者為非

(C)零拒絕 (D)零容忍。

42. 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不正確？(A)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
(B)人民是教育權的主體 (C)
不正確
國民基本教育之各類學校之編制，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

(D)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包括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

43.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係依據下列何種法律訂定：(A)國民教育法 (B)教育基本法

(C)憲法 (D)憲法增修條文。

44. 依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A)目前師資類科包括幼稚園、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三種

(B)師資培育包括師資

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C)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得甄選大學一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D)師資培
育之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由大學自行決定。
45. 依據「藝術教育法」規定，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之目標為何？(A)培養學生藝術知能，提昇藝術鑑賞能力
活動，增進國民藝術修養 (C)傳授藝術理論、技能，指導藝術研究、創作

(B)推廣全民藝術教育

(D)培養多元的藝術專業人才。

46. 下列何項是樹立我國中小學師資培育朝向多元化的法源依據？(A)師範教育法

(B)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C)師資培育法

(D)教

師法。
47. 民國91年7月24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規定大學經核准設立什麼單位，可以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A)教
育學程中心

(B)教師養成中心 (C)師資培育中心 (D)教師研習中心。

48. 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係下列何種法律之規定？(A)國民教育法

(B)教育基本法

(C)憲法

(D)憲法增

修條文。
49. 教育部98年施政方針中有關弱勢教育及教育機會均等部份，下列何者不是
不是其中的內容？(A)整建老舊校舍
不是
生就學費用

(C)推動中小學生學習扶助，弭平學生學習落差

(D)擴大補助5歲幼兒就學。

50. 教育部推動「繁星計畫」的目的，下列何者為是？(A)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B)照顧弱勢、區域平衡
際證照

(B)加強補助弱勢學

(D)大學整合並實施分級。

試題結束

(C)鼓勵學生取得專業及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