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３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類別：特殊教育學校（班） 

科目：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身心障礙組）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８０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請以黑色２Ｂ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 

修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問答題請以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鋼筆於「答案卷」上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注意事項： 

．請核對類別及科目是否與准考證內容一致。 

．試題本共６頁，選擇題３０題，問答題４題。 

．請在下欄方格內，填妥准考證號碼；考完後請將 

「答案卡」、「答案卷」及「試題本」一併繳回， 

謝謝您的幫忙，祝您考試順利！ 
   
   

 

准考證號碼：□□□□□□□□ 

考試開始鈴(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 
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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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請以黑色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單選題，答錯不倒扣） 

1. 白老師教導集中式特教班學生栽種花木並依照圖示檢視自己是否按時給花木澆水。 

白老師所使用的是下列哪一種教學策略？ 

(A)自我指導 (B)自我決策 (C)自我監控 (D)自我評鑑 

2. 小惠是國中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為了教導小惠生活中的重要技能，王老師    

較不適宜採用下列哪一種課程設計？ 

(A)發展性課程 (B)功能性課程 (C)生態性課程 (D)社區本位課程 

3. 小青是高中一年級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特教班王老師運用家庭訪問及直接觀察

等策略，設計了在家幫忙曬衣服及摺衣服的課程。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課程設計？ 

(A)社區本位課程 (B)發展本位課程 (C)課程本位課程 (D)學校本位課程 

4. 小明是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無法將心中的想法組織成有條理的文句呈現在文章中。  

針對小明的問題，下列哪一項教學措施較不適合？ 

(A)利用語意構念圖幫小明整理心中的想法 

(B)使用電腦打字協助小明快速的寫出文句 

(C)教導小明應用自我監控檢核表檢查文章內容 

(D)幫助小明設定目標、提出概念及安排段落順序 

5. 教導身心障礙學生合作排拼圖、排隊、輪流等待、打招呼、與人說話時眼睛注視對方

等內容，較屬於下列哪一種特殊需求領域的教學內容？ 

(A)溝通訓練 (B)學習策略 (C)生活管理 (D)社會技巧 

6. 陳老師常以放聲思考的技巧，引導學生做自我覺知、自我紀錄、自我引導及自我增強，

以協助學生養成目標行為。陳老師是應用下列哪一種取向的教學策略？ 

(A)行為取向 (B)自然取向 (C)認知行為取向 (D)社會生態取向 

7. 下列哪一項聽能評量是屬於語詞辨識的層次？ 

(A)教師遮唇說出「西瓜」，讓學生複誦「西瓜」的語音 

(B)教師遮唇說出「西瓜」，讓學生判斷是否有聽到聲音 

(C)教師遮唇說出「西瓜」和「青蛙」，讓學生分辨兩個聲音是否一樣 

(D)教師遮唇說出「青蛙」，讓學生指認是「西瓜」或「青蛙」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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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生活管理課時，許老師為了教導學生正確使用微波爐，讓學生在廚房直接使用    

微波爐烹調某一項食品，並觀察學生是否能依照正確的處理步驟完成作業。下列    

哪一選項是許老師採用的評量方式？ 

甲、檔案評量 

乙、真實評量 

丙、課程本位評量 

丁、功能行為評量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9. 小文是國中二年級的學習障礙學生，他的閱讀理解能力和班上同學相當，但在數學  

運算時常會計算錯誤。下列哪一選項較符合小文學習數學領域時所需進行的課程   

調整？ 

甲、延長考試時間 

乙、加強使用計算機的能力 

丙、使用國小程度的數學教材 

丁、上課及考試時提供乘法表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0. 小平是國小學習障礙並伴隨過動症的學生，資源班張老師發現小平在上課時很容易跟

隔壁的一名亞斯伯格症學生發生口角衝突，且經常問老師一些有關學習單的問題。  

下列哪一選項較能降低小平的問題？ 

甲、更換座位 

乙、違規記點 

丙、調整難度 

丁、讚美他人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1. 小華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習障礙學生，國字閱讀能力有限，能用實際物品計算兩位數的

加法，周老師要用直接教學法(Direct Instruction)並以花片為教具教導小華乘法。下列

哪一選項的教學步驟較為正確？ 

甲、重新佈題 

乙、分析題意 

丙、示範乘法運算 

丁、讓小華獨自練習 

(A)甲丙丁乙 (B)乙丙甲丁 (C)丙丁乙甲 (D)丁甲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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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花是國中一年級的學習障礙學生，認字能力與一般同儕無異，但在推論理解和摘述

文章大意方面則有顯著困難。下列哪一種輔具較能提升小花的閱讀成效？ 

(A)文字轉換成語音的軟體 (B)語音轉換成文字的軟體 

(C)關鍵詞彙與圖片聯結的軟體 (D)文章轉換成概念構圖的軟體 

13. 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常伴隨著癲癇的症狀，當癲癇發作或剛發作完畢時，下列哪一種

處置措施較為適當？ 

(A)鼓勵學生站立或行走 (B)讓學生喝溫開水並躺下 

(C)勿讓學生吞食任何流質食物 (D)將湯匙放入學生口中避免咬舌行為 

14. 小宇是國小四年級的重度障礙學生，上個月已學會如何數班上舉手的人數，王老師  

今天調查班上有帶直排輪來的同學人數，同學舉手後，王老師請小宇數數看。這是   

屬於下列哪一個學習階段？ 

(A)獲得期 (B)維持期 (C)流暢期 (D)類化期 

15. 小弘是國中的重度障礙學生，無口語能力且坐輪椅，精細動作能力相當於同齡學生。

下列哪一選項目標的學習對小弘較為適當？ 

甲、會使用剪刀 

乙、能寫出住家地址 

丙、會正確計算個位數加法 

丁、能按壓溝通輔具表達需求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6. 小安是國小五年級的無口語自閉症學生，當他進入學校大型會議室欣賞影片後，他會

因為怕人多、黑暗而大聲尖叫。如果以正向行為支持的觀點，下列哪一種措施較符合

小安的需求？ 

(A)先讓小安在教室的電腦上看影片 

(B)先增強小安進入大型會議室的行為 

(C)先讓小安觀看錄影帶學習進入大型會議室的方法 

(D)先利用社會性故事法教導小安克服懼怕人多、黑暗的行為 

17. 下列哪一項是定向行動課程中行動技能的訓練項目？ 

(A)心理地圖 (B)獨走技能 (C)求助技巧 (D)方位認識 

18. 依照聽能訓練的「刺激－反應」層次，下列哪一項訓練活動的層次最高？ 

(A)教師敲一下鼓，學生就堆一塊積木 

(B)學生聽到音樂就繞圈子走，音樂停就找位子坐下 

(C)教師說：「把桌上的鉛筆盒拿給我」，要學生做出適當的回應 

(D)給學生看「狗」和「牛」的圖片，要學生指出會汪汪叫的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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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義是國小三年級的聽覺障礙學生，教師經由行為觀察及家長晤談結果得知，小義的

觀察能力與模仿能力強，然口語理解與表達能力仍顯著落後同儕，且僅能聽辨熟悉的

詞彙。下列哪一選項是小義較需要的課程內涵？ 

甲、手語訓練 

乙、閱讀訓練 

丙、讀話訓練 

丁、聽能訓練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0. 下列哪一選項對人工電子耳的敘述較為正確？ 

甲、能讓聽力恢復 

乙、能免除標記問題 

丙、能適用於所有聾人 

丁、能更有效發揮聽功能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1. 下列哪一項有關多層次課程的敘述較為適當？ 

(A)課程主題相同但學習目標層次不同 

(B)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課程分立並行 

(C)是一種適用於大多數人的課程內容 

(D)學生的學習活動內容一樣但評量標準個別化 

22. 下列哪一選項較符合區分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做法？ 

甲、讓學習能力不一的學生練習不同難度的作業 

乙、使用各種多媒體設備以刺激學生多感官學習 

丙、讓無法參與原班教學活動的學生在一旁觀看 

丁、提供組織圖協助低閱讀能力學生掌握內容架構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3. 林老師指導身心障礙學生閱讀時，先呈現幾張熟悉的圖片，然後用 6W 的方式提問題，

過程中教師把學生們的表達關鍵詞寫下，帶領學生唸出這些詞彙，並藉機進行溝通  

訓練的教學，用圖片引導大家看圖說出一些句子。下列哪一項是林老師所用的      

教學法？ 

(A)交互教學法  (B)自然環境教學法 

(C)功能性閱讀教學法 (D)語言經驗取向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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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明是就讀國中普通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常因衝動而與班上同學發生摩擦。下列    

哪一項是改善大明社會互動行為較為適當的做法？ 

甲、將情緒管理策略融入大明班上的社會領域課程進行教學 

乙、每當大明與同學發生衝突時，請大明到輔導室接受輔導 

丙、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教師合作設計大明的行為處理方案 

丁、每當大明與同學發生衝突時，聯絡特殊教育教師入班處理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5. 小清是國小五年級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部分時間到普通班上課，普通班的    

丁老師安排二位同學提醒小清需注意的事項，並用圖片、微笑和其他非語言方式與  

他溝通。丁老師採用的是下列哪一種策略？ 

(A)交互教學 (B)角色扮演 (C)合作學習 (D)自然支援 

26. 下列哪一項不屬於學前視覺障礙學生學習點字閱讀的先備技能？ 

(A)視覺功能 (B)點字技能 (C)感覺－動作 (D)感覺敏銳度 

27. 小華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所擬訂的學期目標有一項為「在 60 秒內，能正確唸出      

70 個字」。這是採用下列哪一種評量的標準？ 

(A)達成的頻率 (B)達成的速度 (C)達成的正確性 (D)達成的精熟度 

28. 下列哪一項做法較符合功能性溝通訓練的教學理念？ 

(A)小英尖叫打頭的行為是因為工作疲累，故教導她在工作疲累時按壓電子語音    

溝通器表示「我要休息」 

(B)故意將小華喜歡的玩具放在看得到卻拿不到的櫃子上，激發他主動說出「我要    

玩玩具」 

(C)當發現小花正在注意書本上的企鵝圖片，老師示範說出「這是企鵝」，並要求她    

仿說 

(D)溝通訓練教學時教導小明獨立在便利商店進行購物，以讓其未來生活具有功能性 

29. 小美是能識字的書寫障礙學生，下列哪一選項是教師教學需優先考量的重點？ 

甲、先加強識字的學習以增加識字量 

乙、訓練仿寫文章以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丙、安排詞句組織練習以提升寫作能力 

丁、加強字彙的部件分析教學以改善組字的書寫問題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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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哪一選項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階段的敘述較為正確？ 

甲、工作分析是在習得階段常被應用的教學策略 

乙、部分參與原則是在類化階段常被應用的教學策略 

丙、維持階段應逐步褪除提示，增進學生技能的獨立表現 

丁、流暢階段可以提供同儕支持策略，增進學生技能的精熟度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二、問答題共 40 分 

（請以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鋼筆於答案卷上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1. 小凱是國小五年級的亞斯伯格症學生，精細動作能力不佳，書寫緩慢且易引發負向  

情緒反應。試針對小凱寫出四項評量調整的方法。(8 分) 

2. 試列舉並簡要說明為身心障礙學生選擇擴大與替代性溝通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輔具時應考量的五項因素。(10 分) 

3. 小芳是安置在普通班的情緒障礙學生，常會在課堂中尖叫。試說明如何以正向行為  

支持方案處理小芳的問題行為。(10 分) 

4. 小玉是國小三年級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腦性麻痺學生，說話速度慢且語音不清晰，  

同儕較不易聽懂，而在同儕聽不懂的情況下會立即放棄溝通；因右側肢體麻痺故行動

與書寫有困難。 

(1)針對小玉的問題，需要提供哪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4 分)及相關專業服務(3 分)？ 

(2)個別化教育計畫團隊為小玉擬定的學年目標為：「能在日常情境中讓同儕理解溝通

表達的內容」，試根據此學年目標，擬定兩項適合她的學期目標。(5 分)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