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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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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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閱讀障礙學生的描述，下列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理解字義常有困難 (B)找不出該段落重點 

(C)文字處理過程緩慢 (D)學習能力顯著低下 

2.有關學習障礙的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應用學習策略的能力低 (B)學習障礙學生女多於男 

(C)必須實施感覺統合治療 (D)藥物治療可提升學業成就 

3.罹患肌肉萎縮症的學生，最需要下列哪一種相關專業人員的服務？ 

(A)語言治療師 (B)物理治療師 (C)就業輔導員 (D)臨床心理師 

4.某生被持續、反覆出現的思想、衝動及影像等意念所困擾，該生最有可能患有下列

哪一種症狀？ 

(A)失眠症 (B)強迫症 (C)畏懼症 (D)恐慌症 

5.某國小學生，個性活潑，智力中等，有些國字、數字或英文字母常會有左右反轉、

上下倒置的情況。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現象？ 

(A)鏡寫 (B)複視 (C)弱視 (D)粗心 

6.某就讀國小特教班的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學校安排該生至普通班上社會領域課程。

針對此種教學安排，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為增強學生獨立行為表現之生活訓練 

(B)為增進與普通學生互動之回歸主流措施 

(C)為尋求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平衡的新課程 

(D)為增加普通學生特殊教育知能所安排的活動 

7.某生在標準化智力測驗中的智商是 115，已知該測驗平均數為 100，標準差為 15，

就常態分配而言，該生的智力測驗結果約百分等級多少？ 

(A)68 (B)84 (C)95 (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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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

協助辦法」之規定，下列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身障學生就讀普通班，學校仍應依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限制 

(B)班上每安置身障學生一人，即可主動減少該班級人數一人至三人 

(C)身障學生就讀普通班，其班級安排應由學校召開校務會議決議之 

(D)身障學生應由鑑輔會評估該生需求後，學校應提供相關支援及協助 

9.對於智力測驗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A)為了統計處理常把智力商數視為等距變項 

(B)智力測驗分數是未來事業成就的重要指標 

(C)多元鑑定是指運用多種智力測驗進行評估 

(D)非語文智力測驗可以評估兒童的多元智能 

10.對於脊柱裂的特殊兒童，下列何者是他最優先的需求？ 

(A)補救教學 (B)心理輔導 (C)復健治療 (D)感覺統合訓練 

11.對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資賦優異學生的鑑定，應該要注重下列哪一原則？ 

(A)著重個人的知識與經驗 (B)著重基本學科的學業成績 

(C)用標準化測驗結果為依據 (D)著重非語文推理與創造能力 

12. 某生就讀高職特教班一年級，依據我國現行特殊教育法規，有關他的轉銜輔導與服務

之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應盡快由學校轉介至勞工主管機關辦理職業輔導評量 

(B)從高二下學期起，學校應結合社區資源安排職場實習 

(C)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應於新生開學一個月後召開轉銜會議 

(D)學校應於該生報到後兩星期內至特教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 

13.心理評量人員利用模稜兩可的測驗題材，給特殊需求學生自由反應機會，使其在不知

不覺中表現出內在慾望、思想、情緒與態度，這是下列哪一類測驗工具？ 

(A)成就測驗 (B)性向測驗 (C)人格測驗 (D)興趣測驗 

14.下列評量方法中，哪一項較能有效發掘自閉症資優學生的最大潛能？ 

(A)宜採用語文測驗來取代非語文測驗 

(B)評量材料呈現形式主要以聽覺刺激為主 

(C)為求評量客觀，勿對學生提供線索或建議 

(D)運用訪談、觀察與實作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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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由於內耳聽覺細胞或神經系統功能受損，致訊息無法完全傳達到大腦而造成的聽覺

障礙，這是屬於下列哪一型的聽覺障礙？ 

(A)感音性 (B)傳導性 (C)心因性 (D)混合性 

16. 依據我國現行特殊教育法規，學生在下列哪一項權益有爭議或受損時，學生或其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提出申訴？ 

(A)學習輔導 (B)鑑定決議 (C)安置類型 (D)障礙類別 

17.下列項目中何者較不是高創造力學生的重要心理特質？ 

(A)高度工作熱忱 (B)喜歡冒險挑戰 (C)要求細節精確 (D)特異獨立思考 

18.某都會區有位腦性麻痺學生，智商約 60，他每次要很費力地才能做出想要做的動作，

先前還無法自己走路，經過治療師的輔具評估，提供他一部輪椅及寫字的輔具之後，

他現在已經可以上學。從最少限制環境的觀點，該生較不適合安置於下列何處來接受

特殊教育服務？  

(A)普通班 (B)分散式資源班 (C)集中式特教班 (D)特殊教育學校 

19. 某測驗編製者進行比較不同年齡受試者在語文理解測驗得分上的差異，他在進行下列

哪一種效度研究？ 

(A)內容效度 (B)同時效度 (C)構念效度 (D)預測效度 

20.某位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班導師觀察他常向師長據理力爭，許多師長因此招架

不住，而且他思路敏捷、反應快。該生的表現較可能符合 K. Dabrowski 所提之「過度

激動特質」的哪一項？ 

(A)想像過度激動  (B)智能過度激動 

(C)情緒過度激動  (D)心理動作過度激動 

21. 本學期某老師希望同學能夠認讀課本中的國字達 80%，同時能夠將認識的字詞應用在

超級市場的購物情境中。這位老師運用下列何種評量方式？ 

(A)工作分析與效標參照評量 (B)實作評量與效標參照評量 

(C)動態評量與常模參照評量 (D)檔案評量與常模參照評量 

22.某生在剛出生的時候被檢查出第 15 對染色體異常，大約二至四歲時開始出現無法控制

食慾且肌肉張力不足，並有語言及智能發展遲緩的現象。該生最可能屬於下列哪一種

病症？ 

(A)道恩氏症  (B)貓哭症候群 

(C)雷特氏症候群  (D)普瑞德威利氏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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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某一測驗工具的題目如下： 

 

 

 

 

 

 

依據多元智能理論，上述題目最適宜評量下列哪一種智能？ 

(A)內省智能 (B)存在智能 (C)人際智能 (D)語文智能 

24.有關聽覺障礙學生的聽力測量與檢查相關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1 分貝是指正常人對一般口語知覺的平均值 

(B)依據現行法規，本國籍出生三個月內之新生兒均可接受聽力篩檢 

(C)幫兒童戴上耳機，聽到聲音時就舉手的測量與檢查方法是骨導法 

(D)若 4000 到 8000 Hz 頻段的聽力損失，聽取一般口語會遭遇較大困難 

25.有關聽覺障礙之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聽障者是指優耳聽閾平均值須達到 40 分貝以上 

(B)多數聽覺障礙者無法進行口語能力的訓練課程 

(C)感覺神經性聽障聽神經功能缺損，可藉由藥物改善聽能 

(D)傳導性聽障內耳功能正常，配戴助聽器可改善聽覺功能 

26.下列哪一項不屬於輔助科技服務內容？ 

(A)提供購置學習輔助科技設備所需的經費 

(B)訓練障礙者、家長及教育人員操作使用 

(C)把輔助科技設備與相關服務做緊密結合 

(D)對學生在校學習的需求進行功能性評量 

27.某生上英文課時紙筆測驗表現相當良好，但在考英語聽力測驗時卻得分很低，該生

最有可能有下列哪些方面的問題？ 

(A)知動能力、閱讀理解 (B)閱讀理解、文化殊異 

(C)工作記憶、聲韻覺識 (D)聽覺記憶、書寫障礙 

28.某國小六年級期中考，全校國語科平均數和標準差分別為 75 和 4，數學科平均數和

標準差分別是 70 和 5，某生的國語考 83 分，數學考 80 分，下列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該生國語科成績的 T 分數是 60 

(B)該生數學科成績的 z 分數是 2.0 

(C)該生數學科的 T 分數比國語科 T 分數高 

(D)該生國語科的 z 分數比數學科 z 分數高 

如果同學罵你豬八戒時，你最可能怎樣反應？ 

(1)真的嗎？我有豬八戒這麼可愛嗎？ 

(2)你怎麼可以罵人！ 

(3)你才是豬八戒！ 

(4)豬八戒也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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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下圖為三名學生的課程本位評量結果，下列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學生乙和丙在第二層教學都比第一層教學有顯著成效 

(B)進行此項評量的目的是為了確認學生是否有智能障礙 

(C)圖中所呈現的閱讀流暢性指標是每分鐘朗讀正確字數 

(D)此圖表主要目的是提供老師做教學決策及學生鑑定用 

30.下列哪一位學生的測驗成績不符合我國現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中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的鑑定基準？ 

學 生 
數學學業成就 

T 分數 

數學性向標準分數 

(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 

甲 生 67.90 135 

乙 生 68.60 128 

丙 生 71.00 125 

丁 生 72.30 132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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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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列舉動態評量、課程本位評量、檔案評量等三種評量方式的定義(各 2 分)、優點 

(各 1 分)與限制(各 1 分)。 

2.某生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身高約一百公分，使用電動輪椅，根據該生的行動需求，

他所就讀的學校，應該有哪些無障礙環境的設施？試列舉四項重要設施並說明之。

(8 分) 

3.某位國小五年級資賦優異學生通過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即將到鄰近國中上數學課，

試列舉並說明五項兩校應共同提供的支援與服務項目。(10 分) 

4.最新修訂 DSM-5 針對自閉症的診斷準則有哪些變動(4 分)？這樣的變動對自閉症的

鑑定有哪些優點(3 分)與限制(3 分)？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