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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筆試試題疑慮說明及處理 

疑慮

試題 
7.「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史記．伯夷列傳〉) 其中「疾」字

的意義應該是下列哪一個選項？ 
(A)痛恨 
(B)慚愧 
(C)怨憤 
(D)遺憾 

答案 A 
考生

疑慮 
據論孟選讀（上）154 頁記載（圖書編號：15011/出版者：康熙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之「疾」注釋為：憂慮。 
章旨為：孔子勉人及時修德，期身歿之後，有名稱可稱。 
四個選項皆與此相差甚遠，若真要選擇的話或許 D 較合適。 
請再查核答案，謝謝。 

說明 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釋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之「疾」有憂、患之意。一般多解釋為憂慮、擔憂等。 
唯根據錢穆先生《論語新解》解為「一個君子，恨他身後聲名之不

傳。」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註為「到死而名聲不被人家稱述，君

子引以為恨。」基於上述，「疾」是指「痛恨」的意思。 
因本題並無「憂慮」之選項，故以「痛恨」為宜。 

處理 第 7 題維持原正確答案 A。 
疑慮

試題 
11. 「德國人對狗的看法，是家人而不是商品，動物的基本權利甚至領

先全世界，編入《憲法》中。德國的寵物店不販售寵物，如果想要買

寵物，需向繁殖業者購買，而繁殖場規定嚴格，負責生育的母狗一輩

子只能生三年、一年只能生一次。然而，在德國買一隻幼犬可能要花

上臺幣八、九萬元，所以想養狗的人會到收容所認養，因此收容所有

近九成的認養率。此外，德國法律還規定，養狗需要繳稅，每年約六

千臺幣，遺棄小狗可罰近一百萬元臺幣。」下列哪一個選項最適合當

作本文的標題？ 
(A) 德國：找不到流浪狗的國家 
(B) 世界動物保護的先驅：德國 
(C) 德國觀點：注重規則及法治 
(D) 分析：在德國養狗的優缺點 

答案 A 
考生

疑慮 
一、文中有提到「動物的基本權利甚至領先全世界」 
選項(B)世界動物保護的先驅：德國。若作為本文的標題也不違背文章

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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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題目中「動物的基本權利甚至領先全世界，編入《憲法》

中。」以內文所述，德國擁有嚴格的動物保護法，讓民眾落實保護動

物的觀念，也因為狗，帶領著大家認識超嚴格的各項德國動物保護

法，使德國成為歐洲在環保和保護動物方面的強大先驅，德國人養狗

遵守法令的態度，也使德國很難見到流浪狗。因此認為此題的答案 A
與 B 皆可。 
資料出處：出自鄭華娟《氣質卡小狗學堂》 
https://www.booklife.com.tw/baike-detail/2/757 

說明 本題詢問的重點是「『最適合』當作本文的標題」，故考生宜從選項中

判斷一個最適合的。 
(A)是因為文中提及的觀念與政策，所以德國找不到流浪狗。(B)是因為

文章針對「狗」的政策而言，非所有動物。故仍以(A)最適合。 
處理 第 11 題維持原正確答案 A。 
疑慮

試題 
18. 上述三篇短文屬於跨領域的主題閱讀資料，請問，這個主題最適

合的名稱應該是下列哪一個選項？ 
(A)花生染色的疑雲 
(B)黑心食品驚魂記 
(C)煙燻黑金剛花生 
(D)好神奇的花青素  

答案 A 
考生

疑慮 
一、這是作者陳靜宜所設定的主題，雖然文中也有提到「花生染色的

疑雲」，但若以內容來看，選項(B)、(D)的答案其實也沒有不行。 
最適合的名稱也並非要以原作者所設定的主題為主。 
二、哈新聞所提之花生染色情形為情境上的引導與描寫，但三篇短文

中都有提及花青素，僅只有前兩篇短文提及花生染色情形，乃藉由花

生染色帶出花青素之特性，故認為「好神奇的花青素」亦可做為主題

名稱。 
說明 本題詢問的重點是「這個主題『最適合』的名稱」，故考生宜從選項中

判斷一個最適合的。「花生染色的疑雲」除了這是作者陳靜宜所設定的

主題之外，以下為出題老師的說明： 
(A) 最能表現此一主題閱讀的主旨，且可從文章中檢索。 
(B) 兩份資料雖有提到黑心食品，卻非其中的主要問題。 
(C) 未能表現出有關黑金剛花生的疑問及解答。 
(D) 只適合小百科的內容。 

處理 第 18 題維持原正確答案 A。 
疑慮

試題 
32. 近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老師開始實施同步遠距教學，

請問下列何者不適合用來作為視訊同步教學的工具？  
(A)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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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MWare  
(C)Google Meet  
(D)Microsoft Teams 

答案 B 
考生

疑慮 
一、因先前教育部依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4 月 7 日院臺護字第

1090169976 號函，轉知各級學校全面禁用 ZOOM 視訊軟體。且題目問

法為不適合用來作為視訊同步教學的工具，依上述，是否選項(A)亦為

正確答案 
二、教育部公文來函，因 Zoom 有個資安全疑雲，故全面禁止各級學

校單位使用此套軟體進行線上教學，因此認為本題具有爭議性，故認

為將 A 選項列為可選之選項，較無爭議問題。 
說明 此試題主要在評量學生，是否知道那些電腦軟體可用來作為同步視訊

教學使用，主要在評量軟體的功能而不是軟體的資訊安全， 
選項(A) (C) (D)軟體的主要功能都是做為同步視訊教學或會議使用， 
答案(B)軟體的主要功能是作為虛擬機器使用， 
雖然 Zoom 軟體近來被發現有資安疑慮，被我國教育部「建議」不要

使用，但老實說，我們也無法保證其他視訊教學軟體如 Google Meet 
與 Microsoft Teams 沒有資安疑慮，因為畢竟這些軟體也不是台灣自行

開發的，故考量試題的方向，最佳答案應該還是 B。 
處理 第 32 題維持原正確答案 B。 
疑慮

試題 
37. 張校長是受人敬重的老校長，在退休之前，他投書媒體，感嘆在

升學的制度下，家長、老師與學生，包含他自己，都被○○理性綁

架，想方設法，追求高分，從未思考過這個目的是不是值得追求。請

問，○○理性是什麼？ 
(A)目的理性 
(B)工具理性 
(C)溝通理性 
(D)啟蒙理性 

答案 B 
考生

疑慮 
一、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亦承襲於韋伯的「目的理性」，後者

表示手段與目的之一致性，純粹出於「可計算性」的觀點來定義理

性；而前者為霍克海默將韋伯的「目的理性」用「工具理性」稱呼，

表明「目的理性」行動在現代社會的「工具性格」。(摘自《網路社會

學通訊》第 73 期，2008 年 10 月 15 號) 
由此可知，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為相似詞，故認為「目的理性」選項

亦可。 
二、題目中提及：「想方設法，追求高分，從未思考過這個目的是不是

值得追求。」可知此目的追求，亦包含人們想追求高分、成績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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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所以不僅僅被當作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目的。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又叫做「效率理性」、「功用理性」、

「目的理性」、「技術理性」、「科學理性」，是根據目的、手段和附帶後

果做為行動取向，為了達到事物的最大功效，以及實現人的某種功利

目的而服務。 
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亦承襲於韋伯的「目的理性」，後者表示

手段與目的之一致性，純粹出於「可計算性」的觀點來定義理性。 
因此認為此題是人們追求工具或目的導向的行動，即工具理性，又名

目的理性，因此認為答案 A 與 B 皆可。 
說明 若是從韋伯來看，他將社會行動分為四種，(1)目的或工具導向的行動

(2)價值導向的行動(3)情感導向的行動(4)傳統導向的行動。其中，「目

的或工具導向」的行動關注目的、手段與後果，並強調目的與手段皆

經過理性的選擇，強調用最有效的手段達到目的，而不考慮價值(可不

可欲，即題幹的值不值得追求)。但由於題幹並未言明追求高分是否經

過理性選擇，確有疏漏，因此，(A)(B)皆可為答案。 
另，本題實乃以默克海默與阿多諾《啟蒙的辯證》為出發，儘管最佳

答案為(B)，但《啟蒙的辯證》一書中提到工具理性就是啟蒙理性，因

此，(D)也可為答案。 
處理 第 37 題正確答案更正為：A、B、D 皆可。 
疑慮

試題 
43. 作為一位學校老師，當你的學生大雄來告訴你，他覺得活著沒什

麼意思，已經開始籌劃好自殺計畫，並要求你保密不要告訴他的家

人，你會如何處理此一狀況？ 
(A)基於教育專業的保密原則和學生對你的信任，你會承諾不告知父母 
(B)告訴學生危害生命的事情不在保密範圍內，讓他知道你將通知父母 
(C)告訴學生自殺是校園安全通報事件之一，你必須盡快通知學務輔導

單位協助處理 
(D)只要學生承諾不自殺就不必告訴父母，但仍必須告訴他，你很擔心

他這個行為的風險 
答案 B 
考生

疑慮 
自殺為校園安全通報之一，因題目為寫到學校是否有*環境保護及安全

管理中心，故選擇 C 是否也可以呢? 
說明  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三條規定，學生

自殺事件屬第一類意外事件，應通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題題

意，學生已有自殺念頭和自殺計畫，故除了通知父母之外，亦須於校

安通報網通報。 
處理 第 43 題正確答案更正為：B、C 皆可。 
疑慮

試題 
47. 有關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中「核心素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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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核心素養是以培養終身學習者為終極目標 
乙、核心素養的三個面向包含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丙、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核心知

識 
丁、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

生活的結合，並強調實踐力行。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 
(D)甲丙丁   
(C)乙丙丁 

答案 B 
考生

疑慮 
 

丙、 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核心知

識。 
根據 108 課綱基本資訊網(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第三點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局限於學科知識及技

能，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與丙選項並不衝突。 
核心素養包含知識、能力、態度，但以邏輯涵攝角度，知識、能力、

態度都是核心素養的一部分，雖然不以「知識、技能」為限，但核心

素養理應包含「知識」在內。 
說明 根據 108 課綱基本資訊網(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第三點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單獨知識、能力或態度，均不能宣稱為「核

心素養」。此外，丙、丁二者的答案是互斥的，故以甲、乙、丁的敘述

為正確。 
處理 第 47 題維持原正確答案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