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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行政學 蕭世蒼老師解題 
一、當前大數據(big data)廣受各界矚目與關心，大型資料庫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教育行政當

中也更加依賴數據，進行日常管理與決策，數據或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概念應運而生，

請問該概念的核心意涵為何？(10 分)若要進行學校改善(school improvement)，數據治理又能

提供何種功效？(15 分) 

【擬答】 

在教育上，大數據來自蒐集大量有關學生、家長、教師和職員的數位化活動數據、之後轉化為

資訊、再據以研擬學校改進的建議計畫。過去幾十年，在高等教育機構內，大數據主要用於研

究。現在，它被視為是一種具前膽性、以科技為本的策略方法，可能有助於改善整個教育生態

系統。以下，針對數據與資料治理的主要核心意涵先行說明，並接續以學校改善為基礎，論述

該機制所能提供的功效： 
數據治理透過六大主要方向展現內涵 

數據治理的主要內涵，展現於以下六大面向，包括： 

建立發展輔助教學工具 

透過大數據分析的資料，能夠對於教學過程進行詳細的分析，發現學生學習的難點，並

且節省大量紙本作業的時間，對於下一個循環的教學工作做出更加精準得改善。 

設置建構個別評量系統 

在大數據的概念下，學校學習系統可以針對個別學習經驗提供反饋，進而有別以往校內

評量往往僅針對單一科目或面向或僅作為分數評定依據的有限作用方式。 

逐步規劃適性入學體系 

借鑒國外教育在大數據的影響下，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申請逐漸受到影響，人工智能運算

體系中的智能數據收集，已經改變大學與學生，及申請入學學生的互動方式。 

協助職業體系學生就業 

對高教機構面對劇變的產業結構而言，如何對學生進行職涯以及生涯輔導，成為充滿挑

戰的工作。 

穩健培養適應未來能力 

面對未來的相關趨勢，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的出現，促使政府思考未來的社會以及產業

所需人才，並具以轉化為學校教育改革的方向。 

妥善面對處理資安顧慮 

在隱憂上，大數據始終與資訊安全議題密切相關。這導因於巨量資訊不斷研發將帶來充

《考題難易》★★ 

本題雖然是屬於中等難度考題，但也因其為嶄新主題，考生仍必須防範後續幾次考試再現的可

能性。 
《破題關鍵》 
大數據或雲端等網路世代常用概念，以及高等教育及其他主要教育階段的專業術語的對應配

合，都是本題的重要掌握關鍵。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雲端、遠距、品質提升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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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高度個人化學習內容的新時代。 

透過六大主要方向進行學校改善工程 

基於前述六大主要方向，可做為以下改善學校的主要工程： 

審慎走向客製輔教工具 

透過大數據發展的人工智慧演算工具，能夠成為教學革新的重要輔助。從幼稚園到研究

所，人工智能在教育界的影響關鍵就是客製化的學習。 

多元豐富個別評量機制 

電腦教學輔助設備上的學習行為記錄追蹤而得，而不是個別的或傳統課堂的經驗，這些

學生的社會聯繫與互動情形是在持續追蹤的基礎下獲得的大量資訊，並建立成檔案。 

入學體系達成適性發展 

當大學教育機構不再要求入學申請者繳交大學入學資格考試及學術能力測驗成績，促使

其他同類型學校放棄強制繳交成績的政策。 

職涯規劃有賴果斷執行 

改變將原有單一被動的諮商輔導方式，一舉成為成為主動關心與協助整體植職涯規劃的

龐大體系。 

快速調整適應未來生活 
重視人工智慧的興起，並希望與中小學未來教育接軌，是參加各種說明會的內容，也將

穩定而龐大發展作為法人狀態。 

仍需徹底留意使用安全 

面對資訊使用安全議題，學者建議將此危機透明化作為發展方針，學生或家長應該自己

衡量決定輸入哪些私人資料，而學生則應學會自己如何分析數據。 

 
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當前人類面臨的重大社會議題，教育體制的推動，成為

促進永續性的核心支持系統之一。請問在學校教育中，永續素養(sustainability competences) 
應該包含那些重要能力？(25 分) 

【擬答】 

公元兩千年，全球 189 個國家領袖，在參與聯合國高峰會後，共同簽署發布「千禧年發展目標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希望透過國際合作，藉以達成 8 項主要目標；

然而，歷經半個世代，儘管千禧年發展計畫有不錯的進展，但面對「永續發展」的議題，聯合

國發展計畫署認為，世界還有更多進步與改善的空間。因此，在 2015 年 9 月該組織成立 70 周

年之際，由世界領袖共同發布《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規劃出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與 169 項追蹤指標，作為 2030 年前，各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亦即永續發展目標

(SDGs)。 
 SDGs 接續 MDGs 建立全球發展目標 
產生「永續發展目標(SDGs)」，免不了提及 2000 年於聯合國與會的 189 個國家共同簽署

《考題難易》★ 

本題屬於簡單程度考題。主要是因為五年內共計在比較教育等科目，重複出現至少兩次軌

跡。 
《破題關鍵》 
掌握 SDG’s 與千禧年發展目標等主要概念的重要內涵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SDG’s、千禧年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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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前所要達成的 8 項「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 
MDGs 的八大主要目標 
公元 2000 年，千禧年發展目標期盼透過 15 年的努力，落實 8 項目標，包括：消滅貧窮

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毒、確

保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 
MDGs 的力有未逮之處 
從 2015 年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結果報告來看，15 年間全球在這 8 大目標上，都

有進展。但在報告中也明指出，儘管這些進步，但仍有許多的挑戰在前方： 
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仍存在 
女性仍在工作、經濟、私人與公共決策上面臨歧視問題，女性也較男性更可能生活在

於貧窮的狀態。 
貧窮與富足間的懸殊落差仍未消失 
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比較，亦或是都市與鄉村區域的家戶，財富的懸殊依然很大。 
氣候變遷以及環境惡化遠超過發展 
尤其是貧窮人口在氣候變遷下受難最嚴重，溫室氣體已大幅改變生態系統、極端氣候

發生頻率增加，將整個社會暴露在嚴重風險之下。 
跨域之間的分歧持續嚴重威脅人類發展 
截至 2014 年底，全球已高達 6,000 萬人因戰爭等離開家園，是 2 次戰後最高紀錄。 
貧窮與飢餓的人口仍數以萬計 
儘管在對抗飢餓與貧窮，國際已有很大的進展，但這些結果仍是不足的，直到今天，

仍有超過數億人口仍在極端貧窮及飢餓的狀態下生活。 
 SDGs 補強 MDGs 全球發展明確面向 
從目標的議題看，SDGs 也強化及補足了許多 MDGs 未明確擬定的面向。因此，有必要

先行說明二者之間差異，並於後說明補強面向。 
從 MDGs 到 SDGs 的主要差異 
從 MDGs 到 SDGs，數量上增加超過 1 倍，除了持續原本 MDGs 所關注的方向目標

外，SDGs 在關注的議題上，有所調整及突破，更延伸一些概念與議題的思考： 
普世標準的廣泛性(Universality) 

MDGs 的擬定方向較針對發展中國家、低度開發國家設計；相對地，SDGs 擬定的項

目中，更同時適用於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當中參雜許多已開發國家也面臨的挑戰，

以及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難題。 
永續整合的多元性(Integration) 
與 MDGs 相較，SDGs 更明確涵蓋永續發展 3 大面向，包括：經濟、社會與環境，以

多元角度概括勾勒全球整體發展各領域的層面及交織收斂的可能性。17 項永續發展目

標(SDGs)間是串連且密不可分。 
整體社會的大轉型(Transformation) 
要朝這些目標前進，整體社會思考與經濟模式須有極大轉變，不再是工業時代單純以

經濟為導向，而是把環境與社會層面的照顧也一起納入思考決策中，也是現在談的

「永續經濟」的概念與思維。 
 SDGs 補強 MDGs 不足的三大面向論述 

SDGs 補強了包括氣候問題、地球縣度與公平包容等三大論述向度： 
強化與氣候問題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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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將「發展」議題和氣候問題作更強連結，亦即氣候問題無法在發展略脈絡中省

略；因為氣候變遷問題也連帶影響到國家及企業在永續發展上的韌性，SDGs 也將

「因應氣候變遷」、「可獲取乾淨能源」訂定為其中目標。 
考量地球限度的概念 

SDGs 把歷來在國際雜誌中，長期關切的「地球限度」的概念植入主要目標，包括：

「生物多樣性」、「永續使用海洋資源」、「永續使用生態系統」。 
追求和平、公正、包容 
隨著近年來的恐怖攻擊與一些地區持續不斷的戰亂問題，SDGs 更把和平與公正的追

求放到發展的目標中，包括：「減少國內及跨國間不平等」、「促進和平及社會正義」

便展現出聯合國對這些議題的重視。 

 
 

三、教育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是過去 10 餘年來國際上的主要趨勢，但是近年

來「品質提升」(quality enhancement)更受到推崇與提倡，請問品質保證與品質提升的差異為

何？(10 分)在行政面如何進行品質提升？(15 分) 

【擬答】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21 世紀的國際競爭不再是傳統的價格與數量的競賽，而是品質、創意與速

度的競爭，而人才是決定國家競爭力強弱的關鍵因素。因此，理解最初教育在全面品質管理轉

變為提升結果的轉變內涵，逐漸成為近年來在教育品質論述的最為關鍵角色的教育品質提升概

《考題難易》★★★ 

本題屬於中等難度考題。 
《破題關鍵》 
掌握品質提升源自品質保障的論述背景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教育品質管理與品質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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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下依序論述主要內容： 
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意涵 
有關全面品質管理的意涵，可從以下向度分別說明，包括： 
全面的定義 
「全面」是指所有單位、所有人員都參與品質改進，而且都為品質負責。 
品質的定義 
「品質」是指活動過程、結果與服務均能符合標準及顧客的需求。 
管理的定義 
「管理」則是指有效達成品質目標的方法與手段。 
全面品質管理的定義 
由定義可見：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以不斷對組織所有成員的作業活動及服務品質進行改

善，以達到服務顧客並使顧客得到最大滿足的管理方式。 
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意涵 
兼顧全程、全員與全方位的品質管理，務必使組織達到「一次就做好」的目標與水準。 

從全面品質轉向品質提升的具體做法 
有關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方式，以下分項說明： 
以改善為目的 
績效責任制以改善所有學生的學習成就為目的，對所有孩子抱持高期望，讓每個孩子都

具成功的機會，並給予就讀低表現學校的學生選擇的機會。 
以標準為基礎 
高品質的標準是績效責任制的建構基礎，包含內容標準和表現標準，內容標準指訂定學

生應嫻熟的知識內容與技能，表現標準指學生學習表現設定標竿，以激勵學生具有高度

的學習表現。 
明訂權責 
績效責任力求權責相符，以使學校及個人為表現負起責任，學校在賦予更多權利與彈性

的同時，應相對負起更多的責任。 
結合各項要素 
績效責任制中訂定標準、實施評量、公開結果到據以提供獎懲及協助，每項要素皆須環

境相扣，相互補強。 
建立學校能力 
藉由提供專業發展機會、資料解釋能力與協助策略研擬建立所有學校的能力。 

 

四、國際教育與雙語教育為當前各級教育階段之重要任務與目標，請分析兩者之異同為何？(10
分)學校推行兩者時能否有效整合，可以有怎樣的整合方式與作法？(15 分) 

 

  

《考題難易》★ 

本題屬於簡單程度考題。 
《破題關鍵》 
掌握國際與雙語教育的競合關係，即可輕鬆得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際教育、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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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的浪潮，英語為當前國際溝通最重要語言，如何從政策面打造雙語環境，

提升國家人才與產業之競爭力，為臺灣接軌國際的關鍵要素。因此，為推動雙語國家，行政院

於 107 年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

兩大政策目標，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以下將從中央教育主管單位立場，

說明政策現況問題情境，以及規劃該政策評鑑制度之內涵： 
政策現況的可能問題之分析 
有關雙語教育政策，在現況上的主要問題，包括： 
國內普遍欠缺英語使用環境及需求 
以現況分析，我國學生生活應用英語不足，以及及專業人士職場英語能力有待提升，都

一再地暴露出我國普遍欠缺英語使用環境。 
現有英檢機制無法提供學習之回饋 
以現行英語檢測機制，較難提供學習回饋並刺激學習動機；意即，就學生學習英語之檢

測機制而言，只有實施生活化評量，才能有助提升學習動機、興趣及學習表現。 
當前雙語授課教師資源仍有待提升 
目前英語教師以全英語授課及非英語課程教師以雙語授課 的能力待提升，學校應提供誘

因讓教師活化教學，並應鼓勵學 科及英語教師共備課程，以雙語設計相關活動。 
政策推動仍難跨越城鄉差距之鴻溝 
偏遠地區學校位處偏遠，周遭環境及文化刺激較少，學生持續投入英語學習之挑戰更大。

鑒於偏遠地區師資流動率高，教師聘任不易，教育部近年來也挹注許多資源予偏遠地區

學校。 
未來評鑑雙語教育政策制度 
有關未來針對雙語教育政策所進行的評鑑制度指標，可區分為設立雙語機構、英語教學支持、

雙語師資建置、擴大影響層面、延攬重要人才，以及科技導入運作等六大評鑑內涵向度。 
設立雙語機構層面指標 
該向度指標，包括：設立雙語標竿學校，以及專業領域雙語標竿學院。 
英語教學支持層面指標 
該向度指標，包括：推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英語進行多領域學習，以及提供偏遠地區及

弱勢學生學習支持。 
雙語師資建置層面指標 
該向度指標，包括：提升本國教師英語教學能力，以及擴增英語教學人力資源。 
擴大影響層面主要指標 
該向度指標，包括：提升民眾英語學習能力，以及製播線上英語學習課程。 
延攬重要人才層面指標 
該向度指標為：加強延攬以英語為母語之外國專業人才。 
科技導入運作層面指標 
該向度指標為：結合科技建置英語自主學習與檢測系統。 

為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推動各項措施，培養更多的本土雙語人才，擴增臺

灣人才之國際溝通能力及國際化視野，以提升人才與產業國際競爭力，才是達成 2030 雙語

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