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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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華是一位迅吃的國小學生，老師只能聽懂約 60%小華的口語表達。為提高小華的溝通

效能，下列哪一項教學重點較為適合？ 

(A)教導語詞 (B)教導降低語速 (C)訓練構音 (D)訓練聽覺能力 

2. 為教導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的交通安全，張老師設計了「交通安全」教學單元，下列     

哪一項較不屬於認知領域的目標？ 

(A)會分辨紅綠燈  (B)能說出過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 

(C)能指出不遵守交通安全的行為 (D)能在教師的指導下安全地走地下道 

3. 教師為視覺障礙學生準備教材時，在不改變普通教育教材內容的情況下，把國字     

以點字或聲音的方式呈現，是屬於下列哪一項課程調整策略？ 

(A)重整 (B)簡化 (C)省略 (D)替代 

4. 教導身心障礙學生學習，下列哪一項是較適當的順序？ 

(A)表徵→符號→實物→抽象 (B)實物→符號→表徵→抽象 

(C)實物→表徵→符號→抽象 (D)表徵→實物→符號→抽象 

5. 小靜在解數學應用題時可以唸出題目的每一個字，但沒辦法了解題意，以致將不必要

的數字加入計算。小靜的問題較屬於下列哪一項？ 

(A)統整問題 (B)轉譯問題 (C)計畫解題 (D)監控解題 

6. 江老師這學期負責高職三年級集中式特教班專題實作課程，他決定應用合作學習法  

帶領學生進行汽車美容、餐飲服務與門市服務三個職類的成果發表。江老師在教學   

安排時最需要注意下列哪一項？ 

(A)時間的規劃方式  (B)佈置結構化情境 

(C)組成小組的異質性 (D)重新安排教學內容 

7. 有關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與執行的敘述，下列哪一選項較為正確？ 

甲、個別化教育計畫應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乙、導師與特教教師於 8 月中旬召開小明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丙、學年教育目標的敘寫需包括欲達成的目標行為、評量日期與標準 

丁、任何年級的學生有轉銜服務需求時，該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即需納入轉銜輔導與

服務相關內容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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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哪一項較不符合自我倡導(self-advocacy)的學習內容？ 

(A)能檢視自己在目標的表現水準 (B)當自己有困擾時會找人討論 

(C)了解自己身為障礙者的各項權利 (D)能向雇主說明自己在工作上的需求 

9. 下列哪一選項有關教學評量調整的敘述較為正確？ 

甲、小英的注意力短暫，教師將題目字距或行距拉大 

乙、小華有書寫障礙，教師將文字填空改為圈選方式 

丙、小玉看不懂數學應用問題，教師為他延長作答時間 

丁、小彬拿到考卷會衝動作答，教師提醒他要先看題目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0. 教師教導身心障礙學生辨識悲傷情緒時，下列哪一項教學設計較不適當？ 

(A)提供各種表情的圖片做為刺激範例實施教學 

(B)在生活中發生與悲傷相關事件時立即實施教學 

(C)只提供有悲傷情緒的圖片與情境範例實施教學 

(D)提供與各種表情有關的情境做為教學範例實施教學 

11. 下列哪一選項對促進學生學習類化所採用的策略較為正確？ 

甲、運用連續性增強方式 

乙、在教學情境中增加刺激的強度 

丙、透過在自然情境中的隨機教學 

丁、在模擬情境中安排足夠的訓練範例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2. 下列哪一選項是學習「會指認錢幣 1 元、10 元、50 元」目標的先備能力？ 

甲、有一對一對應的概念 

乙、會使用 100 元以內的錢幣買東西 

丙、會兌換 5 元、10 元錢幣成 1 元硬幣 

丁、知道買東西要付錢，但不了解幣值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3. 小傑是國小一年級的重度聽覺障礙學生，為了促進小傑的語言發展，下列哪一選項是

需較優先考量的措施？ 

甲、教導小傑使用溝通板 

乙、安置小傑於集中式特教班 

丙、評估小傑的家庭成員互動與需求 

丁、增加小傑和一般同儕互動的機會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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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華是高中三年級裘馨式肌肉萎縮症的學生，下列哪一選項是規劃大華個別化教育  

計畫時較為適當的措施？ 

甲、安排家人陪讀 

乙、提供電動輪椅 

丙、免予參加各項活動 

丁、規劃無障礙校園環境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5. 針對國小集中式特教班三年級智能障礙的小明，學習生字詞的教學順序，下列哪一項

的順序較為適當？ 

甲、學習生活中常見的生字詞圖片 

乙、學生可以看圖片指認出正確的生字詞 

丙、學生可以正確將生字詞卡與圖片配對 

丁、學生可以看生字詞卡讀出正確的生字詞 

(A)甲丙乙丁 (B)乙甲丙丁 (C)丙甲乙丁 (D)丁丙乙甲 

16. 大明是高中一年級就讀普通班的身心障礙學生，林老師於基礎化學課程中，教導全班

學生果皮酵素清潔劑對環境的益處，並且讓學生分組回答酵素的益處、寫出果皮酵素

原液的調製比例，再由學生分組完成調製果皮酵素清潔劑，並請大明自行記錄與檢視

實驗結果。林老師較適合採用下列哪一選項的方式評量大明學習成果？ 

甲、實作評量 

乙、生態評量 

丙、動態評量 

丁、檔案評量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7. 王老師發現小華的社會認知能力較弱，以致經常與同學發生衝突，所以在下學期為   

小華增加了社會技巧課程，並請原班導師在進行小組活動時，為小華安排同儕小老師，

以協助其與小組成員適當的溝通與互動。下列哪一選項是王老師採用的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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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小明是就讀普通班的身心障礙學生，經常與同儕發生嚴重的言語及肢體衝突，普通班

導師和特教老師合作，對全班學生進行認識和接納身心障礙學生的課程，期能有助於  

減少小明與同儕的衝突。這是屬於下列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哪一種介入策略？ 

(A)前事控制 (B)行為教導 (C)後果處理 (D)歷程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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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美是國小五年級在集中式特教班就讀的自閉症學生，繪畫能力比一般同齡學生好、

音樂表現則相差不多。下列哪一選項的課程安排方式較適合小美？ 

甲、到普通班上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 

乙、由特教班老師多加一節以繪畫為主的課程 

丙、由普通班美術老師多加一節以繪畫為主的課程 

丁、在特教班以個別教學方式上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0. 小華是就讀國小一年級的聽覺障礙學生，配戴助聽器後能對別人的話語做簡單的口語

回應；對筆畫與字形沒有概念，也不了解字的意義。下列哪一選項較適合做為小華    

這學期的學習重點？ 

甲、能仿發二個語音 

乙、能習寫自己姓名 

丙、能聽辨日常生活中的聲音 

丁、能認識日常生活用品的相關詞彙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1. 小明是國小三年級的腦性麻痺學生，有輕微構音障礙、右手抓握能力不佳、雙腳無法

行走等狀況。下列哪一選項的輔具較適合小明使用？ 

甲、助行器 

乙、握筆器 

丙、特製湯匙 

丁、電子溝通板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2. 小明是被鑑定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學生，常常上課東張西望注意力不集中。下列   

哪一選項是教師上課時較適合為小明做的調整措施？ 

甲、安排坐在靠窗位置 

乙、黑板兩側佈置簡單 

丙、多安排操作性活動 

丁、採繁複多步驟教學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3. 小威是國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無口語能力，興奮時會發出「ㄚ、ㄚ」音；能理解       

並完成一個簡單指令；有需求時會以肢體動作表達。下列哪一選項的教學目標對小威

較為適當？ 

甲、能聽寫相關生活語彙正確率達 75% 

乙、能提升聽覺理解與口語表達的溝通能力 

丙、能主動以圖卡表達需求一天達 5 次以上 

丁、在沒有提示下能聽懂並完成兩個簡單指令正確率達 80%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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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數學課程中教師以分組進行教學活動，同組學生必須共同討論解決數學應用問題。

第五組的三位一般學生學習目標是能寫出正確解題步驟並獲得正確答案，而同組的  

一位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目標則是能仔細閱讀問題，並用自己的話向同組成員正確  

重述該問題。上述安排是應用了下列哪一選項的課程？ 

甲、多層次課程 

乙、重疊式課程 

丙、平行式課程 

丁、螺旋式課程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5. 下列哪一選項的敘述較為正確？ 

甲、教師觀察評量每一位學生洗碗的精熟程度，是屬於檔案評量 

乙、教師評量每一位學生在教室內購買文具的學習表現，是屬於真實評量 

丙、教師讓學生做加熱水實驗，當學生不會時給予提示，是屬於動態評量 

丁、每教完一課，教師都會設計該課內容的評量單，是屬於課程本位評量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6. 張老師要教導身心障礙學生了解「杯子」的概念，下列哪一選項的教學策略較為適當？ 

甲、使用各種不同形狀、大小的杯子 

乙、使用與杯子形狀、大小相異的物品 

丙、使用與杯子形狀、大小相近的物品 

丁、使用與杯子形狀、大小相近的圖片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7. 下列哪一選項有關身心障礙學生資源班課程的敘述較為適當？ 

甲、抽離式課程完全由資源班教師負責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乙、外加式課程只能利用早自修、週會、聯課活動、課餘時間實施 

丙、抽離式課程是指利用普通班原領域課程上課時間到資源班上相同領域的課程 

丁、外加式課程適合該領域課程學習表現在普通班級較為落後，但仍可在普通班參與

學習的學生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8. 小強是國中九年級的亞斯伯格症學生，能與同學互動但人際關係不佳，課業成績中等，

對數學特別有興趣且成績優異。家長希望他將來可以進入大學就讀。下列哪一選項是

最適合小強的課程規劃？ 

甲、普通教育課程 

乙、社會技巧課程 

丙、溝通訓練課程 

丁、優異領域充實課程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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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合作教學(co-teaching)的說明，下列哪一選項較為適當？ 

甲、分站教學(station teaching)是合作教學的模式之一 

乙、數學課時，普通班教師與教師助理一起在同一班教導所有學生 

丙、體育課時，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一起在操場上教導同一班所有學生 

丁、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在教學前共同計畫一個統整單元，而後分別在不同的地點

執行教學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0. 普通班王老師與校內特教教師，針對該班學習障礙學生難與同儕建立或維持友誼的  

人際關係不良問題提出討論，下列是四位特教教師所給予的回饋，哪一位教師的建議

較不適當？ 

教師甲：「課堂活動採分組方式進行，增加組內學生彼此接觸及互動的機會」 

教師乙：「以角色扮演方式教導學生學習如何以讚美增進同儕關係」 

教師丙：「讓學生養成寫日記的習慣，每天記錄交友情況並進行自我檢討」 

教師丁：「設計活動，讓該生有機會表現他的優點，以獲得同儕的肯定」 

(A)教師甲 (B)教師乙 (C)教師丙 (D)教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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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說明功能性課程的意義(2 分)，並列舉五項功能性課程的設計原則(6 分)。 

2. 試說明我國現行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中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領域/科目(4 分)，並列舉

四項針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的重要內容(6 分)。 

3. 李老師教導大華和大明兩位身心障礙學生二位數借位減法，以下是兩位學生的答題  

情形。試分析大華和大明的錯誤類型(4 分)，並說明所採取的補救教學策略(6 分)。 

大華：  大明： 

    76
− 39
    47

  

     95
− 76
    29

  

    50
− 24
    36

  

    45
− 38
    13

  

    60
− 28
    48

  

    26
− 19
    13

 

4. 輔助科技在特殊教育教學過程中，可以扮演學生重要的學習調整輔助角色，試說明   

輔助科技的定義(3 分)與目的(3 分)，以及六項輔助科技應用於身心障礙學生需考量的 

事項(6 分)。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