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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專業科目
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1 分，共 40 分）
1. 有家長認為，孩子出門前拖拖拉拉，造成被禁閉在音樂廳外，這種懲處就像是自然
（Nature）所施予的。此觀念稱作「自然懲罰」，是誰的著名主張？
(A)裴斯塔洛奇（J. H. Pestalozzi）

(B)杜威（J. Dewey）

(C)盧梭（J.-J. Rousseau）

(D)蒙特梭利（M. Montessori）

2. 劉老師反對「教室即工廠生產線」的觀念，主張教師應視學生為有個性的主體，而
非同一的物體，強調師生的「吾與汝」（I-Thou），而非「吾與它」（I-It）的關
係。這與哪個教育思潮的理念相符？
(A)精粹主義

(B)永恆主義

(C)理性主義

(D)存在主義

3. 陽光國中目前正在討論下學期各科用書，試問下列規定哪一項說明錯誤？
(A)學校教科圖書應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B)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C)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課程專家、教師及教育行政機關代表等組成
(D)學校所選用之教科圖書，得由教育部或教育部指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理採購
4. 胡老師想增進學生同理他人和換位思考的能力，讓學生體會不同處境下的行為表
現，則胡老師較適合採用下列哪一種教學方法？
(A)問題解決教學法

(B)道德討論法

(C)角色扮演法

(D)探究教學法

5. 卉文在資源回收場發現隔壁班同學被玻璃瓶刺傷鮮血直流，緊急送同學到保健室消
毒包紮，結果午休遲到，必須依班規記缺點一次。風紀股長了解情況後，主動向導
師報告，並建議行為對錯宜考量特殊狀況或共同認可的契約而定，因此在班會提出
班規的彈性處理原則。根據柯爾伯格（L. Kohlberg）的道德發展理論，請問這位
風紀股長目前處在哪個發展層次？
(A)相對功利取向

(B)好男/好女取向 (C)遵守法規取向

(D)社會法制取向

6. 大華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在國中唸書時發現學校對於生活常規的要求和父母親的做
法極為類似，使得自己在學校生活的適應較為順利。請問此種說法較符合下列哪種
理論的觀點？
(A)俗民方法論

(B)抗拒理論

(C)文化再製論

7. 下列何者是行為主義教師所持之觀點?
(A)經由強化的刺激控制，引導學生學習表現
(B)資訊的改碼與儲存之策略發展
(C)成為主動意義發展與過程的夥伴
(D)新的學習必須建立在舊有的經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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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依賴理論

8. 陳老師的班級學生會使用書、雜誌、網路資訊，獲得我們能源製造與用電之間的供
需問題，他們也訪問了很多人，包括在地居民、專家、農漁民，以及環保、能源官
員，收齊資料後進行分析與討論，請問這是何種教學法?
(A)建構式教學法

(B)探究式教學法

(C)教師本位教學法

(D)編序教學法

9. 2015年實驗三法正式通過，亦即擇校世代來臨，請問下列何者為其影響？
(A)學校經營特色化

(B)保障學生學習權

(C)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

(D)以上皆是

10.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願景之一為成就每個孩子，故其提供充分機會探索學生
的個性才能，助其適性發展。請問上述說法強調的是教育的何項功能？
(A)社會化

(B)照顧

(C)選擇

(D)社會流動

11. 陳老師教英文時要求嚴格，經常指責學生，導致學生變得不太喜歡英文課。這種現
象可用下列何種原理解釋？
(A)漣漪效應(ripple effect)

(B)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

(C)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D)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

12. 請問下列何項並非皮德思(R. Peters)教育三大規準？
(A)合共享性

(B)合認知性

(C)合價值性

(D)合自願性

13. 陳老師今年受聘本市陽光國中任教，報到後，教務處介紹了一位任教於同學年和同
科目的張老師給他，以協助他盡速認識和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環境，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請問張老師的角色是下列何者？
(A)專任輔導老師

(B)教學輔導老師

(C)專業視導老師

(D)兼任視導老師

14. 陳老師想要協助學生成為獨立、自主、高效能的學習者，他應採取下列哪些方法？
（甲）鼓勵學生基於已有的知識經驗，運用記憶、辨別、分析、歸納等方法獲得新
知 （乙）培養學生讀書時做摘要、聽講時做筆記的習慣 （丙）鼓勵學生和同儕以
口語或文字分享自己的學習方式和結果 （丁）鼓勵學生反覆閱讀和練習，熟悉教
材的內容和評量的取向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15. 李老師為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訂定「每次上課必定小考，每錯一題，罰抄正確
解題三遍」的規定，多數同學因為每次有錯，抄不勝抄，出現「每天一大早就開始
頭痛、胃痛、心跳加速、甚至嘔吐」的狀況，直至數學課下課為止，請問下列哪一
個理論可以解釋此一現象？
(A)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B)社會學習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C)自我歸因論（self-attribution theory）
(D)條件作用（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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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國「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明確宣示以培養知善、樂善、行善的道德人為目
標。其所依據的主要哲學學理為何？
(A)亞里斯多德（Aristotle）的德行倫理學
(B)彌爾（J. S. Mill）的效益論
(C)柯爾伯格（L.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展論
(D)諾丁斯（N. Noddings）的關懷倫理學
17. 經過幾年的努力，張老師總算成為國中正式專任教師；到學校報到第一天，人事主
任提出幾項教師享有的權利。試問：以下哪一項不是「教師法」中所保障的教師權
利？
(A)對學校教學及行政事項提供興革意見
(B)參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流活動
(C)擔任班級導師
(D)參加教師組織，並參與其他依法令規定所舉辦之活動
18. 下列有關教學理論的主張，哪一項敘述較為正確？
(A)奧蘇貝爾（D. P. Ausubel）的意義學習論主張讓學生自行探索的學習才會有意義
(B)奧蘇貝爾認為學生在學習前所具備的前導組織（advance organizer）是意義學
習產生的必要條件
(C)訊息處理學習論主張長期記憶中，有關生活事件實況的記憶是為語意記憶
(D)班杜拉（A. Bandura）的社會學習論認為，個體藉由旁觀者的身份觀察別人的
行為，即可產生模仿學習
19. 下列有關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敘述，何者正確？
(A)配合中學生形式運思能力，問題導向學習法特別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思考和可能
性思維，設法解決未來想像世界可能有爭議的問題
(B)問題導向學習法激勵學生蒐集和研究學習資訊，以對問題產生更多解決方案
(C)中學教育屬基礎教育，學生學科知識普遍不夠深入，因此不同於大學生，中學
現場採用問題導向學習法時教師應居於主導者的角色
(D)問題導向學習法強調在學期末須協助學生完成專題計畫或形成作品
20. 有效的回饋(effective feedback)是藉由使學生習得技能的過程更有效來增加學
生的動機，下列哪一項不是有效回饋的特點?
(A)立即的

(B)歷久不衰的

(C)提供正確訊息

(D)具積極情緒的語言

21. 甚麼是教師領導(teacher leadership)?
(A)教師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擔任校長

(B)教師應該發揮專業功能擴大影響層面

(C)教師應該積極擔任校內行政工作

(D)教師應該參加教師工會領導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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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分科課程」、「乙、融合課程」、「丙、廣域課程」、「丁、相關課程」。
請將上述四種課程組織形式從統整到分化的程度排序？
(A)乙丙丁甲

(B)丙丁乙甲

(C)丁乙丙甲

(D)丙乙丁甲

23. 下列何者是結構功能論對階層化的解釋?
(A)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越是重要，其所獲得的待遇也會越好
(B)貧窮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它具有經濟上與社會上之功能
(C)生產工具是形成階級社會的基礎
(D)階層化只存在於某些社會與群體中
24. 輔導室藉由生涯探索測驗，協助學生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是希望幫助學生達成
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所主張的何種發展任務？
(A)自主獨立（autonomy）

(B)勤奮進取（industry）

(C)自我統合（identity）

(D)完美無缺（integrity）

25. 下列哪些屬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甲）教師分級制度 （乙）教學實務能力 （丙）
教育專業態度 （丁）學科專業知識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26. 受限於學校的網速，陳老師教學時需要請學生開啟網頁，卻發現學生不耐等待，產
生浮躁情緒，他可採行以下哪些策略改善之？（甲）課前備妥離線教材 （乙）協
助學生接受學校網速有限的事實 （丙）避免使用網路教學 （丁）師生共同尋覓正
常管道向學校提出建議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27. 當教師們進行「共同備課」時，除了討論本單元的核心概念，以安排漸進或螺旋式
的學習內容外，還須討論哪些重點？
（甲）分析學生的準備度，以為本單元學習的起點 （乙）設定欲培養的能力，供
設計多樣的學習活動 （丙）決定學生學習的成果，為本單元學習的目標和評量的
參照 （丁）參照討論的結果分配每個人所承擔的教學活動設計工作，以作為大家
教學的依據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28. 面對部分學生「只要能夠領到結業證明書，均可以繼續升學，所以不用管學不學得
會，也不用在乎考了多少分」的心態，陳老師希望培養學生的學習意義感，他可以
採行以下哪些策略？（甲）提供和學生生活經驗高度相關的教材 （乙）鼓勵學生
想像自己的「未來我」 （丙）協助學生建立積極正向的自我價值感 （丁）反覆表
達對學生的高度期待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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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乙丙丁

29. 在「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的討論會上，陳老師主張「學習是由個體先採取行
動，然後根據行為的結果調整行為的歷程，只要善用賞罰，便可激發強烈的動機。」
而李老師提出「人性本善，自有追求成長和發展的原動力，當學生覺察學習的意義
並感受良好的師生關係時，便會展現良好的學習動機。」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A)陳老師傾向內動機，李老師傾向外動機
(B)陳老師傾向行為主義，李老師傾向人本主義
(C)陳老師傾向人本主義，李老師傾向行為主義
(D)陳老師傾向習得性動機，李老師傾向原始性動機
30. 洪老師和黃老師、藍老師共同為701、702、703的學生，設計了「走進臺北城」的
課程，由三位老師分別輪流到課堂上擔任國文、歷史及地理的教學，並由三位老師
針對學生完成的分組實作報告共同評分，請問他們採行了下列何種教學模式？
(A)聯合

(B)同時

(C)偕同

(D)協同

31. 有論者主張，當T教學時，必然存在他人S與被教的某物X。是以，「我們教的是學
生，而非學科」及「我們教的是學科，而非學生」，這兩種主張都有偏頗之嫌。這
是哪個派別最擅長的分析手法？
(A)觀念分析學派

(B)女性主義

(C)批判理論

(D)後現代主義

32. 下列有關「傳統教學觀摩」和「專業相互觀課」的比較，何者為是？（甲）前者的
目的在向教學者學習教學方法和技巧；後者的目的在共同發現提升學習成效的教學
設計 （乙）前者的本質是張揚優點；後者的本質是評鑑成效 （丙）前者觀察的重
點在教師行為；後者觀察的重點在教師理念 （丁）前者教師多演示自己最擅長的
教學技巧；後者鼓勵教師提供學生難以學會的課程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3. 當學生上課時出現下列表現，傳達出可能有何種問題？
（甲）遲到、精神萎靡、語文能力減退、作業缺交 （乙）焦躁不安、過動或注意
力缺損、易怒、沮喪 （丙）人際疏離、對現實環境反應變差 （丁）手顫抖、頭痛、
腸胃不適
(A)家庭暴力

(B)沉迷網路

(C)性侵害

(D)霸凌

34. 為了協助學生提升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陳老師宜採用下列哪些策略？
（甲）設計適當的挑戰，提供學生克服困難以獲得成功的真實體驗 （乙）發展競
爭的文化，鼓勵學生選擇超越對象且不斷追求凌駕對方 （丙）形成強化的機制，
為學生設定個別的預期成就標準和達成與否的獎懲辦法 （丁）留意身心的狀態，
如協助學生增強體能、紓解壓力、保持正向情緒等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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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丙丁

35. 下列有關「葉杜二氏法則」（Yerkes-Dodson law）的描述，何者正確？
(A)用來解釋心理壓力、父母期待與作業成績三者之間的關係
(B)因為動機而產生的心理壓力或情緒，對作業表現具有穩定正相關的促動功能
(C)在簡單容易的工作情境下，較高的心理壓力會抑制自動化功能的速度，容易感
到乏味而產生較低的作業表現
(D)面對複雜困難的工作，如果心理壓力過高，注意力容易窄化，思考稍有疏忽，
就難免忙中出錯
36.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規定：各領域課程設計應適切
融入重要與新興議題，下列哪一項是學校規劃與實施各領域/科目課程與教學時較
適宜的作法？
(A)學校可將重要議題的精神融入學校組織規章、獎懲制度中
(B)在實施議題教學時，可以學科為中心，融入核心教材內容
(C)議題連結領域/科目內容時，以知識理解與應用作為核心層次引導學生學習
(D)學校可於彈性學習課程/時間中規劃相關議題，但不宜在校訂課程中加以融入
37. 以下針對「校園霸凌」的敘述，何者錯誤？
(A)係指相同或不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凌行為
(B)二人以上行為人分屬不同學校者，為求中立，應改由警政單位處理
(C)學校訂定校園霸凌防制規定時，應包括校園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
應注意事項等內容
(D)學校受理申復後，應交由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於三十日內作成附理由之決定
38. 下列關於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之「教育2030行動框架」目標，何者敘述錯誤?
(A)到2030年，確保所有青少年完成免費、公平及優質的小學和中學教育，並獲得
有效的學習成果
(B)到2030年，確保所有兒童接受優質的兒童早期發展、保育及學前教育，從而為
初等教育做好準備
(C)到2030年，確保所有人負擔得起優質的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
(D)到2030年，確保所有教師樹立新的教學觀，與教學實踐相結合，以運用新的教
學方法，增進教學品質
39. 下列何者不是迴歸分析的基本假定?
(A)自變項的變異數必須有齊一性或等分散性
(B)自變項之間必須要具有獨立性
(C)與依變項凈相關最大自變項應該要剃除
(D)不管預測變項的分數高低，效標變項的估計標準誤都一樣大
40. 下列敘述何者對於「新教育社會學」的概念有誤？
(A)理論觀點傾向社會功能的微觀分析
(B)探討社會優勢群體的價值，透過學校教育傳遞給學生
(C)知識的獲得係透過文化的傳承
(D)社會階級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力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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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樂
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1.5 分，共 60 分）
41. 哪首樂曲以李白的詩做為創作歌曲的藍本？
(A)柴可夫斯基的《船歌》

(B)威爾第的《飲酒歌》

(C)馬勒的《大地之歌》

(D)普契尼的《親愛的父親》

42. 下列對《格雷果聖歌》（Gregorian chant）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盛行於文藝復興時期

(B)是羅馬天主教的素歌（Plainsong）

(C)大鍵琴為其主要伴奏樂器

(D)其記譜法為減字譜

43. 下列有關「工尺譜」之敘述何者錯誤？
(A)源自中國唐朝時期
(B)屬於首調系統記譜法
(C)「工」音相當於西洋音階唱名Do
(D)如遇高八度音則在基本譜字左旁加「亻」如「仩」音
44. 下列哪一種樂器屬於「氣鳴樂器」？
(A)敔

(B)搏拊

(C)塤

(D)柷

45. 下列樂派風格，何者與文學上的「象徵主義」所發生的時空背景有關？
(A)印象主義

(B)表現主義

(C)新古典主義

(D)原始主義

(C) French Horn

(D) Oboe

(C)大七和弦

(D)小七和弦

(C)變格終止

(D)半終止

46. 下列何者屬於移調樂器？
(A) Flute

(B) Bassoon

47. 大六度音程連續重疊可以產生何種和弦？
(A)増七和弦

(B)減七和弦

48. 和絃進行I－IV－I是？
(A)正格終止

(B)假終止

49. 下列舞曲中何者起源於西班牙？
(A)《阿勒曼舞曲》（Allemande）

(B)《基格》（Gigue）

(C)《薩拉邦德舞曲》（Sarabande）

(D)《庫朗舞曲》（Courante）

50. 下列哪一個選項是依爵士樂發展先後順序？
(A) Big Band Jazz－Bebop－Cool Jazz－Fusion Jazz
(B) Bebop－Big Band Jazz－Fusion Jazz－Cool Jazz
(C) Big Band Jazz－Fusion Jazz－Bebop－Cool Jazz
(D) Big Band Jazz－Cool Jazz－Bebop－Fusion Jazz
51. 舒伯特的歌曲《魔王》，根據其內容而可被定位為何種歌曲？
(A)情歌

(B)敘事歌

(C)經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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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牧歌

52. 下列何者屬於運用「引導動機」（leit motif）創作之代表作品？
(A)《乞丐與蕩婦》

(B)《達芙妮與克羅埃》

(C)《崔斯坦與伊索德》

(D)《彼得與狼》

53. 下列譜例應演奏？
(A)19

(B)18

(C)17

(D)16

(C)許石

(D)楊三郎

個小節

54. 《燒肉粽》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
(A)張邱東松

(B)鄧雨賢

55. 中國的哪一種樂器傳入日本後稱為「尺八」？
(A)簫

(B)巴烏

(C)笛

(D)塤

(C)馬水龍

(D)吳大江

(C)郭芝苑

(D)陳泗治

56. 《梆笛協奏曲》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
(A)劉天華

(B)董榕森

57. 《臺灣舞曲》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
(A)江文也

(B)呂泉生

58. 下列哪一首作品的作曲者與《新世界交響曲》的作曲者同一國籍？
(A)交響曲《悲愴》

(B)交響詩《我的祖國》

(C)聯篇歌曲《女人的愛與一生》

(D)鋼琴曲《鳥類圖誌》

59. 台灣音樂家中以創作歌曲《橄欖樹》聞名是？
(A)江文也

(B)呂泉生

(C)郭芝苑

(D)李泰祥

(C)和聲小音階

(D)羽調式七聲音階

60. 下行曲調小音階即是？
(A)大音階

(B)自然小音階

61. 哪一首樂曲是屬於表現主義的作品？
(A)前奏曲《海》

(B)歌劇《伍采克》 (C)組曲《鵝媽媽》 (D)《彼得與狼》

62. 下列曲種的發源地何者正確？
(A)探戈－義大利

(B)甘美朗（Gamelan）－印度

(C)能樂－韓國

(D)崑曲－中國

63. 印尼的甘美朗音樂（Gamelan）最主要的演奏樂器是？
(A)絃樂器

(B)管樂器

(C)鑼類樂器

(D)鼓類樂器

64. 《詩經》共三百零五首，其中的「風」是指？
(A)貴族

(B)祭歌

(C)舞曲

(D)民歌 的作品

65. 下列有關「法國序曲」的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
(A)多為二拍子

(B)由盧利（Lully）所創

(C)為快、慢、快三樂章

(D)大量使用附點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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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以A為基礎音的第六個泛音為？
(A)降E大調的中音

(B)A大調的屬音

(C)F大調的主音

(D)升f小調的主音

67. 以下有關崑曲的板式何者有誤？
(A)正板－一板三眼

(B)快板－一板一眼

(C)流水板－有板有眼

(D)散板－無板無眼

68. 節拍器上面的刻度單位是「每分鐘打幾拍」，簡稱為？
(A) CEM

(B) TIM

(C) BPM

(D) PMA

69. 請問下列哪一首樂曲深受美國人喜愛，1969年阿波羅11號太空船登陸月球，阿姆斯
壯帶去的音樂？
(A)《合唱交響曲》

(B)《永恆的星條旗》

(C)《新世界交響曲》

(D)弦樂四重奏《美國》

70. 有關H-S分類法，下列何者有誤？
(A)葫蘆絲－弦鳴樂器
(B)是由霍恩博斯特爾索與薩克斯兩人按照聲學原理進行分類
(C)分為體鳴、膜鳴、氣鳴、弦鳴四大類
(D)敔為體鳴樂器
71. 南管樂常態演奏編制「上四管」指？
(A)阮、笛、古箏、琵琶

(B)笙、洞簫、琵琶、高胡

(C)三弦、琵琶、洞簫、二弦

(D)響盞、雙鐘、四塊、叫鑼

72. 下列何者不是屬於恆春民謠？
(A)《思想起》

(B)《四季春》

(C)《牛尾擺》

(D)《山歌仔》

73. 象徵國內藝文界最高榮譽的「國家文藝獎」，2018年第二十屆音樂類得主為？
(A)曾道雄

(B)簡文彬

(C)陳茂萱

(D)金希文

74. 利地安（Lydian）調式音階與下列何者相同？
(A)全音音階

(B)宮調式七聲音階 (C)羽調式五聲音階 (D)曲調小音階上行

75. 下列哪一項不是奧福音樂教育的主要理念？
(A)透過即興表演、舞蹈以及說故事的遊戲方式進行教學
(B)強調說白與歌唱
(C)透過身體律動讓學生來經驗與探索空間
(D)主張首調唱名法與絕對音名並用才可相輔相成
76. 音樂劇《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的作曲者，何者正確？
(A)伯恩斯坦（L.Bernstein）
(B)克勞德‧米歇爾‧荀貝格（C.M.Schöenberg）
(C)安德魯‧洛依‧韋伯（Andrew L.Webber）
(D)理查‧羅傑斯（R.Rod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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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以下各個國家與民謠配對，何者有誤？
(A)《蘇羅河流水》（Bengawan Solo）－印尼民謠
(B)《一起來唱歌》（Come and Sing Together）－匈牙利民謠
(C)《乘著馬車遊盪原野》（La Cucalacha）－墨西哥民謠
(D)《山南度》（Shenandoah）－菲律賓民謠
78. 2018年春節期間，由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演唱的《春節自救指南》，引起許多人的
共鳴，請問這首樂曲的詞曲創作者，同時也擔任指揮的音樂家是？
(A)瞿春泉

(B)金承志

(C)湯沐海

(D)金亨錫

79. 台灣作曲家與作品配對，何者錯誤？
(A)江文也《白鷺鷥的幻想》

(B)馬水龍《雨港素描》

(C)蕭泰然《一九四七序曲》

(D)郭子究《美麗島》

80. 在下列音樂術語中，何者與「力度」無關？
(A) Fortissimo

(B) Calando

(C) Ani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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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otto vo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