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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8 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放榜 

 

 

日期：98.4.30  

發稿單位：教育部中教司 

單位聯絡人：楊雅婷 
 

  98 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以下簡稱本檢定考

試)於今天（4 月 30 日）放榜，成績符合及格條件者共有 6,933 人，及格率為

63.7％。榜單已公告於本檢定考試專屬網站(網址：http://tft.tcte.edu.tw)。另本年

度亦提供「語音即時查榜服務」，查榜電話為：0203-03536 及 0911-536536，歡

迎應考人多加利用。 

  本(98)年度檢定考試應考人數 11,185 人，到考人數 10,891 人（指 4 科均不

缺考者）；其中到考人數與去(97)年 10,999 人相較，約減少 1％。考試及格標

準，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規定，凡總成績平

均達 60 分以上，應試科目未有 2 科成績未滿 50 分，且未有 1 科成績為 0 分者

屬及格，本次及格人數計 6,933 位，未通過計 3,958 位，通過率 63.7％(通過率

以到考人數計算)。 

  教育部強調本檢定考試係秉持以公開、公正及客觀方式辦理的一貫立場，

並無預設本檢定考試通過率門檻。另考量內政部於 96 年 4 月 26 日修正實施

「徵兵規則」之規定，及為測驗出應考人相關專業知能程度與應用能力等因

素，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第 27 次及第 29
次會議決議，有關明(99)年度本檢定考試提前至 99 年 3 月 7 日(星期日)舉行，

並自 99 年度起本檢定考試國語文能力測驗、幼稚園課程與教學、特殊教育學

生評量與輔導及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等考試科目的題型比例修正為： 

(一) 國語文能力測驗選擇題及作文的配分比例為 6：4； 
(二) 幼稚園檢定類科考試科目，幼稚園課程與教學，選擇題及問答題的配分比

例為 6：4； 
(三) 特殊教育檢定類科考試科目，特殊教育學生評量與輔導，選擇題及問答題

的配分比例為 6： 4； 另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含身心障礙組及資賦優異

組)，選擇題及問答題的配分比例為 6：4。   

有關 99 年度本檢定考試相關訊息， 將即時公告於本檢定考試專屬網站，請應

考人提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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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時事】天啊！小四考這個？可憐可憐孩子吧 
 

【聯合報╱李家同／暨南、清華、靜宜大學榮譽教授（新竹市）】

【2009/03/07 聯合報】

  最近，我在大學演講，都會

有教授向我反映：我完全不懂我

的孩子的國文考題，又怕他考不

好，只好將他送進補習班補國

文。有趣的是這個孩子什麼功課

都不需補習，但必須補國文。國

文有這麼難嗎？請看以下的考

題，這是一位國小四年級學生的

考題。  
 
  這份給小學四年級學生的考

題，令我傻眼，我一題也不 
會做，我將考卷寄給幾百位我的

好友。所有回信者都說不會，只

有兩位試做，答案也都不同。我

的好友中包含了多位大學校長和

教授，他們一致的反應是：題目

太難了，小學生不該學這些東

西。究竟難不難？我最後求教於兩位大學的中文系教授，他們也不會，而且他

們都說這是修辭學的範圍，小孩子怎麼可以學這種玩意兒？  
 
  我們首先要確定這種題目難不難，答案無比簡單，這當然很難。小四的孩

子如何能懂「映襯」。「映襯」絕對是一個抽象的觀念，文學修養好的人也許可

以意會，我就問了好多人何謂「映襯」，越問越糊塗，至今不知道什麼樣的句

子屬於「映襯」。  
 
  在小學考如此艱深的題目，可想而知的是孩子會多麼的沮喪，也可以想像

得到孩子們對國文的望之生畏。我小時候不管這些，只學了一些成語和典故。

雖然不懂「映襯」，至少會看書，也會寫還算通順的文章。尤其幸運的，我從

未為國文而煩惱過，我從小就很喜歡上國文課。  
 
  不會這些修辭學，有沒有關係？對我而言，顯然是沒有關係，因為我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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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文章，也能寫文章。我的那些朋友，也都不會「遞進」和「承接」，照樣在

社會生存，好幾位非常出人頭地。我為了小心起見，又去問了幾位中文系教

授，他們都說學了這些學問，無助於小學生的國文程度。我們大家每天都會讀

文章，有那一位是因為知道每一句話的修辭格以後才瞭解文章的意義的？又有

那一位在寫某一句話的時候，知道這個句子屬於那個修辭格的。比方說，我們

小時候都曾寫過「媽媽愛我，她每天燒好吃的菜給我吃」。我們恐怕一輩子也

不知道這是什麼格。  
 
  我不願在此追究這種出難題考學生是如何開始的，很多人說，這種難題的

受害者是廣大的無辜小孩子，受益者卻是補習班。我希望這不是事實，因為考

試領導教學，已非好事，補習班領導教學，完全是匪夷所思。問題是：主管教

育的政府官員知不知道小學生的痛苦呢？我建議教育部的大官們做做這份考

卷。做完以後，總該採取一些行動吧，我們的小孩子太可憐了。  
 
我們小學生的家長們不能再對這件事沉默了。你們應該讓教育當局知道你們的

想法。孩子害怕國文，是一件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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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應評論】趴趴熊層層疊上去 修辭本不難 
    

【聯合報╱林彥佑／國小教師、國語文領域召集人（高縣林園)】

【2009/03/07 聯合報】

  筆者目前正在著手研究論文「修辭技巧在寫作教學上的運用—以四年級為

例」，深感修辭的確能提升孩童寫作能力，只要深入淺出，符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修辭怎麼教？教什麼？用什麼教材都是值得思

考的。我怎麼教類疊？我告訴孩子：像趴趴熊一樣一層一層疊上去；像一個木

是「木」字，二個木是「林」，三個木是「森」；三個水是「淼」等；我還跟孩

子說，像斑馬線的黑白交錯，就是「類字／類句」的原則；每位小朋友在日常

生活中找題材，然後從句型中去想像，多麼有趣。因此，沒有學過修辭的孩

子，只會寫出「漂亮」，學過類疊修辭的孩子會說：「漂漂亮亮」，這就是詞語

的類疊。 

  有些學生連寫一篇完整的文章都有如「上刀山下油鍋」般地痛苦，不如從

修辭談起，先從簡單的「句型」上演練，至少可以在全篇文章裡找到「幾句」

比較像樣的地方。而如果要寫出一篇好文章，修辭的能力當然不可或缺。  

  修辭應該學到什麼地步？事實上，目前國小的國語教科書，大體上以類疊

和感嘆最多，其次為擬人（轉化）、設問、排比等，課本出現的都是孩子容易

習得、運用的；較難的，根本不需要記，俟國中再去修習就好了。  

  孩子學了修辭後，可以有自我提醒與自我修改的能力。在國語習作的造句

和成篇的作文上，我一定會提醒學生要運用什麼修辭，或是這個造句要和大自

然、和飲食、和立志有關等，至少孩子可以再進一步的思考，訓練語句與語感

的能力。  

  修辭在國小國語課本中，仍然佔有一席之地；筆者相信這是必要的，只要

學生能自然運用，想得通之後，就不是「壓力」；如果可以讓孩子聽得懂，那

考不考有何關係？壓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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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應評論】 
張曉風：小學念修辭學 走共黨老路 

    

【聯合晚報╱記者姜穎╱台北報導】

2009/03/09

  暨南大學前校長李家同一篇「小學生學修辭學」的讀者投書，引起各界迴

響。名作家張曉風今天表示，教育若熱中修辭學這種「丁豆」般的學問，是在

走共產黨的老路。小學生學中文就像嬰兒吃奶，不用知道自己正在吃「液態的

食物」。 

 

  「小學生該不該學修辭學？」是最近引起討論的教育話題。張曉風指出，

50 年代時，中國大陸的政治環境不容異見，學者為了不惹禍上身，多鑽研最安

全的修辭學，造成修辭學異常發達，當時學者甚至連例句都只敢採用毛澤東的

事跡。 

 

  她說，唯有當一個國家不能思考真理與邏輯，才會鑽研修辭學這種「丁

豆」的學問。若拿她的作品來出修辭學考題，恐怕連她自己都會被考倒。 

 

  張曉風表示，小學生學中文，不會被「映襯」或「設問」等修辭感動，而

是文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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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新教育部釋義函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2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中(三)字第 0980026907 號 
主 旨： 
有關役男參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事宜，請依說明事

項加強宣導，請 查照。 
說 明： 
一、依據內政部役政署 98 年 2 月 18 日役署徵字第 0980000490 號函辦理。 
二、為因應內政部於 96 年 4 月 24 日行政院防臺防字第 0960008291 號令修

正發布「徵兵規則」，及維持兵源穩定，有關 98 年度起役男參加旨揭考

試，請依內政部及國防部相關規定辦理請假事宜。 
三、（略）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中(三)字第 0980028858 號 
主 旨： 
有關役男參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事宜，請依說明事

項加強宣導，請 查照。 
說 明： 
一、依據國防部人力司 98 年 2 月 23 日國力規劃字第 0980000483 號函辦理辦

理。 
二、為因應內政部於 96 年 4 月 24 日行政院防臺防字第 0960008291 號令修

正發布「徵兵規則」，及維持兵源穩定，有關 98 年度起役男參加旨揭考

試，請依內政部及國防部相關規定辦理請假事宜。 
【休（請）假事宜】 

依據「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及「國軍軍官士官士兵休（請）假作業規

定」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