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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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卷(卡)、准考證內容一致。 

．試題本共６頁，選擇題３０題，問答題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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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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在閱讀課文時常出現困難，無法了解課文的主題或重點。針對小明的問題，      

王老師較適合採用下列哪一種教學方式？ 

(A)默唸課文  (B)反覆抄寫重點 

(C)利用一詞多義造句 (D)重要部分畫線作記號 

2. 小文是九年級的閱讀障礙學生，學業成績差但溫和有禮，且在藝術與人文及健康與   

體育領域表現出色。小文家裡經營木雕生意，父母希望其畢業後能在家與父親學習   

一技之長。下列哪一項有關小文的學習規劃較不適當？ 

(A)持續進行國文科補救教學，增進小文的語文能力 

(B)以社會性故事教導小文，培養其基本的社交技巧 

(C)實施生態評量分析未來所需能力，協助小文成功轉入職場 

(D)實施檔案評量蒐集小文藝術與人文領域作品，以建立最佳表現檔案 

3. 小明是一年級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智能障礙學生，下列哪一項較不適合做為小明的  

學習內容？ 

(A)能指認 10 個常見的符號 (B)能從操場走到自己的教室 

(C)能指認 6 個常見水果的詞卡 (D)能說出自己的姓名和家裡的電話 

4. 小美常常用鼻子湊近老師的頭髮，若老師拒絕讓她靠近，她就會吸手指。針對小美的

行為，下列哪一種設計比較符合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的原則？ 

(A)轉移小美的注意力與進行暫時隔離 

(B)當出現此項行為問題時就訓練小美戴口罩上課 

(C)當沒有出現此項行為時就給予小美增強，當出現此項行為時就馬上制止 

(D)評估誘發小美出現此項行為的原因與老師之前的處理，再擬定後續的處理方式 

5. 為了讓小強學會過馬路，曾老師依照以下步驟依序執行教學，包括： 

甲、以身體引導小強過馬路 

乙、牽著小強的手肘過斑馬線前兩公尺 

丙、指著紅綠燈，問小強：「綠燈亮了，要做什麼？」 

丁、指著紅綠燈，並看著小強 

下列哪一項是曾老師所採用的教學策略？ 

(A)褪除提示 (B)褪除刺激 (C)延宕提示 (D)延宕刺激 

6. 小翔是感音性聽覺障礙的學生，下列哪一項措施較能幫助小翔解決教室回音及背景  

噪音的問題？ 

(A)調整教學策略  (B)教室內裝置多種建材 

(C)使用個人 FM 調頻系統 (D)安排在天花板較低的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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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明是六年級的肢體障礙學生，在班上成績中上，因下肢有障礙，行走非常困難，     

所以下課時經常待在原班教室而無法至操場活動。下列哪一選項是小明較需要的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 

甲、動作機能訓練 

乙、輔助科技應用 

丙、學習策略 

丁、定向行動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8. 小華是具有加減乘除基本運算能力的四年級身心障礙學生，碰到有複雜解題步驟的  

數學計算問題時，常常束手無策。下列哪一選項的教學活動較有助於小華的學習？ 

甲、讓小華使用計算機解題 

乙、運用圖解方式協助小華解題 

丙、直接教導小華有關的數學名詞 

丁、以簡單文字列出解題步驟大綱，讓小華解題時參考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9. 教師協助重度障礙學生選擇擴大和替代性溝通輔具時，下列哪一項原則較需要考量？ 

(A)使用電子輔具較佳 (B)個案能否使用一般開關 

(C)以注音符號設計版面較佳 (D)將常用的符號置放於最右側 

10. 小雅是智能障礙伴隨有上肢嚴重麻痺的學生，下列哪一選項是規劃小雅教學環境    

需考量的重點？ 

甲、使用手杖協助小雅偵測環境中的障礙物 

乙、使用遙控設備協助小雅控制個人的環境 

丙、以眼控方式協助小雅使用電腦等輔具 

丁、使用擴視機協助小雅的學業學習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1. 上作文課時，李老師要求全班同學寫一篇有關「逛賣場」的作文。針對腦性麻痺伴隨

智能障礙的小明，李老師則提供有關賣場的圖片，請小明看圖造五個句子，並使用    

電腦打出來。下列哪一選項是李老師為小明做的課程調整？ 

甲、學習內容 

乙、學習歷程 

丙、學習環境 

丁、學習評量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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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偉是五年級的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一般日常生活需求大致能自理，但每日中餐後的     

便當盒及其他餐具的清洗常不處理或隨便用水沖一沖。下列哪一項是小偉個別化教育

計畫應包含的學年目標？ 

(A)老師會在評量小偉的能力後教導小偉清洗乾淨用過的碗盤及餐具 

(B)小偉會在老師教導後練習清洗乾淨用過的便當盒及餐具 

(C)小偉會在吃完飯後自動清洗乾淨用過的碗盤及餐具 

(D)小偉會學習清洗乾淨用過的便當盒及餐具 

13. 下列哪一選項較能引發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動機？ 

甲、要求學生用繪圖方式記錄學習成果 

乙、讓學生自由選擇要完成的作業 

丙、提供學生較具挑戰性的課程 

丁、讓學生自我校正作業成果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4. 集中式特教班林老師想教班上學生使用販賣機。下列哪一項較符合通例教學法的    

應用？ 

(A)選擇幾個不同型式的販賣機進行教學 

(B)先教學生使用一種販賣機，等習得後再逐一教其它的販賣機 

(C)先分析使用販賣機的教學步驟，再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教學 

(D)選擇一種最常用的販賣機進行教學，習得後再進行類化教學 

15. 小閔是二年級的學習障礙學生，學習注音符號時，可以唸出個別的注音，卻不會拼音。

資源班教師應優先為他安排下列哪一種教學？ 

(A)音韻覺識 (B)聽能說話 (C)部件識字 (D)全語文教學 

16. 小原是上肢麻痺的九年級學生，智力正常卻有口語表達的問題，因此老師和同學       

常聽不清楚他說的話。陳老師在研擬個別化教育計畫時，下列哪一選項較符合小原的

學習需求？ 

甲、安排語言治療師進行說話訓練 

乙、安排心理諮商師進行定期晤談 

丙、和語言治療師討論擴大及替代性溝通的使用 

丁、物理治療師提供使用輔具與正確擺位的建議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7. 下列哪一項有關資源教室經營的敘述較不適當？ 

(A)以一對一的教學方式設計環境 (B)盡可能添購各式無障礙科技輔具 

(C)在醒目處張貼教室規則或班級公約 (D)以學習中心方式設計閱讀角或視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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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老師敲鼓，要求小明根據鼓聲的節奏調整步伐，快走或慢走。周老師的訓練是屬於

下列哪一個層次的活動？ 

(A)聽覺察覺 (B)聽覺辨別 (C)聽覺指認 (D)聽覺理解 

19. 李老師想使用擴展法進行語言教學，當小明說：「比乾…多」時，下列哪一項說法      

較為正確？ 

(A)「餅乾，多一點。」 (B)「你是不是想要多一點的餅乾？」 

(C)「餅乾，來數一數你有多少餅乾？」 (D)「不行，你今天已經吃太多餅乾了。」 

20. 下列哪一項較符合功能性課程的教學目標？ 

(A)語文領域：能口述同年級課文的大意 

(B)數學領域：能說出一公斤等於一千公克 

(C)藝術與人文領域：能選出對應顏色的彩色筆或蠟筆 

(D)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能運用打氣機將籃球適當充氣 

21. 吳老師班上有兩位身心障礙學生，他將七年級國語文課本的內容編成多媒體的形式，

並將課文的語詞以不同複雜度呈現；測驗時更允許全班學生選擇用說、寫、唱、畫、

表演等方式回答問題，又將所有內容編排在網站上，讓學生依照自己的方式學習。    

吳老師的作法較符合下列哪一選項的課程設計？ 

甲、全方位課程設計 

乙、全語文課程設計 

丙、區分性課程設計 

丁、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2. 楊老師利用書桌、教具櫃等將學生的學習區獨立隔開，每位學生的位子上有工作     

完成表，牆壁上也黏貼了許多待完成的圖卡，並將學生喜歡的教具和增強物放置在   

看得到卻拿不到的地方。下列哪一選項是楊老師使用的教學方法？ 

甲、結構教學法 

乙、直接教學法 

丙、隨機教學法 

丁、自然環境教學法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3. 小美是高職集中式特教班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學年目標是在職場見習時，

能和職場的上司和同事用電話談論公事。下列哪一項較不適合小美學習？ 

(A)在教室中模擬練習 (B)在職場現場實地演練 

(C)用圖片文字說明流程 (D)辨別不同電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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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哪一選項是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助科技時較需考量的原則？ 

甲、應配合學生的需求與使用的環境 

乙、讓學生盡可能參與最少限制的環境 

丙、使用同年齡同儕普遍使用的科技產品 

丁、從現有的輔具中挑選出最適合學生的輔具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5. 小敏有好動傾向，上課時常常離開座位而影響同學上課。張老師欲採用增強策略     

讓小敏願意坐在座位上聽課，下列哪一選項較為正確？ 

甲、小敏如果不在座位上，老師馬上喊她坐下，直至她坐好為止 

乙、老師每次看到小敏能坐在位子上，就把她害怕的定時鬧鈴聲立即解除 

丙、小敏能坐在位子上 5 分鐘，老師就給她一張貼紙；如果能坐 10 分鐘以上，再給她

兩張貼紙 

丁、老師在上課時，先帶領全班進行團康遊戲，讓小敏和全班一起玩，結束後要求     

小敏要坐下來聽課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6. 小華是五年級的自閉症學生，喜歡喝湯，且會說「我要喝湯」，但他不會說「湯匙」。

針對小華的現況，林老師應優先採用下列哪一種方式進行教學？ 

(A)在小華拿湯匙圖片給林老師後再提供湯匙 

(B)教導小華使用語音溝通板表達「我要湯匙」 

(C)林老師說「我要湯匙」，在小華仿說後再提供湯匙 

(D)準備小華喜歡喝的湯，在他仿說「我要湯匙」後再提供湯匙 

27. 小明是剛進入普通班一年級就讀的視覺障礙學生，智力中上且會自己看繪本故事。   

下列哪一選項是小明必須安排的課程領域教學？ 

甲、語文 

乙、點字 

丙、生活 

丁、定向行動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8. 小華是國小聽覺障礙學生，說話時總是在不該斷句的地方停頓。下列哪一項是小華   

最需要接受的訓練？ 

(A)嗓音訓練  (B)節律訓練 

(C)構音與音韻訓練  (D)呼吸與說話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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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黃老師分析班上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的轉銜需求，發現大明需要提升擬定生涯目標  

及培養自我倡導的技巧。黃老師應提供大明下列哪一選項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甲、生活管理 

乙、學習策略 

丙、社會技巧 

丁、溝通訓練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30.下列哪一位學生的錯誤最需要陳老師重新教導兩位數退位減法的概念？ 

(A)小英： 

    54
− 25
    39

  

    72
− 38
    44

  

    70
− 68
    12

 (B)大年： 

    63
− 25
     88 

  

    74
− 16
    80

  

    60
− 23
    83

 

(C)小美： 

    86
− 49
    43

  

    92
− 76
     24 

  

    50
− 27
    37

 (D)大明： 

    45
− 38
       8 

  

    60
− 28
    33

  

    26
−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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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概述新修訂之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的四項基本理念。(8 分) 

2.大雄是七年級的身心障礙學生，目前的識字能力約為六年級程度，但閱讀理解能力   

僅有三年級程度。試針對大雄普通教育的國文領域課程，說明課程調整的步驟及方法。

(10 分) 

3.試概述生態評量的實施步驟，並舉例說明之。(10 分) 

4.王老師為教導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公共場所的用餐技巧與禮儀，決定將生活教室模擬成

餐廳並邀請普通班學生中午到生活教室和特教班學生一起用午餐。實施幾天後，     

王老師發現特教班學生進入生活教室後出現叫囂、說髒話、吐口水等行為問題。      

王老師發現學生的行為問題導因於無法忍受人聲吵雜及需要排隊取餐；且因共用    

大桌子，有些普通班學生的行為會引發特教班學生的問題行為。試針對上述學生的   

行為問題提出六項具體的改善策略。(12 分)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