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D 98 專業知能模擬考試題                  

                                                

                                                 姓名：_______________ 

1. ___A___ 四歲的小強患有自閉症，喜歡快速翻閱雜誌與書本，結果家中書

籍幾乎每一頁都被他撕毀。於是媽媽為他準備一處閱讀角落，角落有椅子

及過期的雜誌，只要小強想玩時就可以去那裡玩。之後，他再也沒有去動

其他書籍了。媽媽使用的是哪一種輔導策略？ 
(A)環境結構 (B)善用優勢 (C)過度矯正 (D)精熟練習 

2. ___A___「請學生朗讀教科書課文，並記錄他每分鐘讀出的正確字數。再系

統地製成圖表，來了解學生進步的情形。」這是屬於哪一種評量？ 
(A)課程本位評量 (B)檔案評量 (C)功能性評量 (D)生態評量 

3. ___D___ 在瞭解學生某一項能力的時候，由哪一種方法得到的結果，最能

判斷這個學生在同儕中的相對地位？ 
(A)實施效標參照測驗 (B)進行特定行為觀察(C)與家長或老師晤談 (D)實
施常模參照測驗 

4. ___A___ 實施課程本位評量(curriculum-based assessment)，不包括下列哪一

個程序？ 
(A)換算百分等級 (B)進行教材分析 (C)繪製行為圖表 (D)設定具體目標 

5. ___B___ 想要了解小如在打掃時的技巧以及打掃時的細心度，最適合用下

列哪一種評量方法？ 
(A)動態評量 (B)實作評量 (C)功能性評量(D)課程本位評量 

6. ___A___ 對於一個極重度智能障礙學生，較為適用的評量方法為何？ 
(A)生態評量 (B)課程本位評量 (C)標準化測驗 (D)檔案評量 

 
7. ___A___ 下列有關標準參照之課程本位評量模式的敘述哪一項是最正確的? 
   (A)適合監控學生學習目標的進步情形 
   (B)評量內容不包含尚未教導的技能與概念 
   (C)適用於評量學生的學習速度 

(D)適用於比較個別間差異                             
 
 



8.___B___ 教師在評鑑和選擇課程材料時，分析其是否包含認知、情意、技能三

個領域的教學目標，這時教師所關心的是哪一種屬性？ 
(A)使用屬性 (B)內容屬性 (C)物理屬性 (D)教學屬性 。 

 
9.___A___ 英國課程學者史克北（M. Skilbeck）曾經強調「由學生所屬的教育機

構對學生的學習方案所作的計畫、設計、實施與評鑑」，這是 
一般所稱的何種課程發展？ (A)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 (B)機構學生互動式

的課程發展 (C)以學生為核心的課程發展 (D)行動研究本位的課程發展 。 
 
10.___D___ 俄國學者維果斯基(Vygotsky)所提出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與鷹架(scaaffolding)的理念，與多元評量中的哪一種評量觀念最

相近？(A)客觀式紙筆評量(B)過關評量(C)檔案評量(D)動態評量(E)動作評

量。 
 
11.___A___ 就教學評量結果解釋而言，如果學生國小畢業必須通過 25 公尺游泳

測驗始能畢業，是屬於何種評量？(A)效標參照評量(B)常模參照評量(C)標準

化評量(D)個別化評量(E)適性化評量。 
 
12.___B___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表現加以觀察和記錄，這種評量方式

稱為(A)預備性評量(B)形成性評量(C)總結性評量(D)診斷性評量(E)比較性

評量。 
 
13.___D___ 特殊教育的實施以適合個別化教學為原則，而個別化教學須遵循何

種原則？（A）教學→評量（B）教學→評量→教學（C）評量→教學（D）

評量→教學→評量 
 
14.___B___ 在選用一份測驗來評估學童能力時，下列何者應該最優先考慮？

（A）測驗信度（B）測驗效度（C）測驗常模（D）施測時間 
 
15.___D___ 有關個別智力測驗的一般施測原則，下列何者正確？（A）在施測

過程中，原則上測驗室應該只有主試者和受試者二人，不能有例外（B）施

測過程中即是讓受試者看到記錄本的內容，或者是指導手冊的內頁也沒有關

係（C）在施測之前，主試者不可先跟受試者聊聊天，談談他的嗜好或興趣

（D）主試者不可任意更改指導語、測驗項目的呈現順序及施測時間 
 
16.___B___ 當你想要了解學生學習的進步情形，比較不需要使用下列何種評量

方式? (A)檔案評量 (B)智力測驗 (C)形成性評量 (D)標準化成就測驗 
 



17.___D___ 下列哪一個選項是指一個測驗能確實測量到他所欲測量的特質或功

能程度? (A)信度 (B)難易度 (C)鑑別度 (D)效度 
 
18.___C___ 下列四種評量策略中，哪一種最能評量出特殊教育學生在自然情境

中的自發性行為? (A)檔案評量 (B)晤談 (C)觀察 (D)常模參照測驗 
 
19. ___C___ 台灣地區第二次全國特殊兒童普查，出現率最高的前兩類是 (A)智

障、聽障 (B)學障、多障 (C)智障、學障 (D)情障、智障。 
 
20. ___A___ 有關各類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

各類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應採動態評量之原則  (B)應依學生

個別狀況，採取標準化評量、直接觀察、晤談等方式來收集資

料  (C)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也參考身心障礙手冊記載來蒐集

個案資  (D)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應依多方資料綜合研判之。  
 
21.___A___ 陳生直到小學二年級才被鑑定為智能障礙。下列關於陳生的敘

述，哪一項最為可能？(A)陳生是輕度智能障礙 (B)陳生最適合的安置選

擇是特教班 (C)陳生升上四年級以後，課業將一落千丈 (D)陳生是唐氏

症。 
 
22. ___D___ 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測驗與評量中，下列哪一項不是為了「鑑定與安

置」的目的？(A)智力測驗 (B)適應行為評量 (C)感覺動作評量 (D) 生態

評量。 
 
23. ___A___ 下列何者是「非歧視評量」的特徵？ (A)評量必須用適合該生文化

和語言背景的測驗 (B)該生必須由同樣文化的人施測 (C)該生必須每個月

一再複評 (D)該生必須與同樣文化背景的學生一同施測 
 
24. ___D___  對於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何者為錯？ (A)智力正常 (B)排除文化

不利 (C)有顯著的內在能力差異 (D)教學不當所引起  
 
25. __B____ 閱讀或書寫或表達或理解有障礙的兒童常被診斷為疑似(A)智能障

礙 (B)學習障礙 (C)自閉症 (D)發展遲緩 
 
26. ___B___ 根據學習課程內容評定學生學習的起點行為和學習效果，以瞭解學

生進步的情形，稱為：(A)生態評量 (B)課程本位評量 (C)功能評量 (D)非
歧視的評量 

 
27. ___B___ 如果某生能將飛蝶用網捕獲，表示其以下何種能力很好？(A)手眼

協調 (B)視動協調 (C)眼足協調 (D)身體協調 
 
28. ___C___ 當老師擬定的學習目標為「十次中有八次發音正確」，所使用的評

量標準為：(A)獨立完成的程度 (B)達成的正確性 (C)達成的精熟度 (D)完
成的速度 



 
29. ___A___ 當老師擬定的學習目標為「老師做出口型提示，即能發出正確的

音」，所使用的評量標準為：(A)獨立完成的程度 (B)達成的正確性 (C)達
成的精熟度 (D)完成的速度 

 
30. ___A___ 亞斯伯格症和一般自閉症學童的最主要差異何在？ 

(A)口語能力   (B)人際互動  (C)固執行為   (D)動作能力 
 
31. ___B___「口吃」是屬於那一類型的說話障礙？ 

(A)構音異常   (B)語暢異常   (C)聲音異常    (D)語法異常 
 
32. ___A___  小美說話時經常將「謝謝」說成「葉葉」，請間這是指哪一種型

式的構音異常？ 
(A)省略音   (B)添加音   (C)替代音   (D)歪曲音 

 
33. ___B___ 下列哪一類特殊教育學生比較常有仿語(ecolalia)的現象？ 

(A)失語症(aphasia) (B)自閉症(autism) 
(C)聽覺障礙(hearing impairment) (D)口吃(stuttering) 

 
34. ___D___ 小明在四歲左右開始喜歡繪畫，而且畫出各種動物都是維妙維肖；

但他常說出不符合 
社會情境的話，又固執己見、容易衝動，他最有可能是哪一種特殊教育學生？ 
(A)自閉症 (B)美術資優 (C)妥瑞氏症(Tourette’s syndrome) (D)亞斯伯格症

(Asperger’s syndrome) 
 
35. ___A___ 有關注意力缺陷過動症的敘述，下列何者是不正確的？ 

(A)經常在七歲以後出現 (B)可能伴隨學習障礙 
(C)男生發生率多於女生 (D)可分成不專注型、過動/衝動型與混合型 

 
36.___B___ 小明常出現眨眼、臉部抽動，並會不自主地說出淫穢字眼，他最可

能會被診斷為下列哪一種症狀？  
(A)亞斯伯格症 (B)妥瑞氏症 (C)自閉症 (D)精神分裂症 

 
37. ___A___ 小琪是一名五歲兒童，經評量後發現其在溝通及動作的發展較同年

齡的兒童顯著落後。依據我國現行特殊教育法規，小琪最可能屬於下列哪一

類身心障礙兒童？  
(A)發展遲緩 (B)智能障礙  
(C)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D)亞斯伯格症 

 



38. ___C___ 一名中度智能障礙學生高職畢業後，在社區一間洗衣廠工作，有就

業輔導員提供現場的訓練，輔導員依據該生訓練的成效逐漸退場。這種就業

服務方案屬於下列何者？  
(A)轉銜服務 (B)庇護性就業 (C)支持性就業 (D)社區本位服務 

 
39. ___C___羅老師班上有位學習障礙學生，她發現該名學生在閱讀考試卷時出

現困難，閱讀速度較緩慢，隨即向特教教師請教是否須調整考試形式為報

讀，下列哪一個建議較為適當？  
(A)報讀會給予學生太多線索，有洩答的可能性  
(B)學障學生不需要報讀，是視障學生才需要報讀  
(C)報讀是可行的辦法，但需看學生的學習特質而定  
(D)報讀對學障的學生很有幫助，有了報讀就不需再讓他看題目 

 
40.___C___（A）結構性教學法（B）隨機教學法（C）直接教學法（D）合作學

習法     
是一種以工作分析為基礎，以編序的方式設計教材，並以系統化的方式來呈

現教材的一種教學法。 
 
41. ___A___直接教學法的特色是： 

(A)強調課程和教材建構    (B)強調異質分組 
(C)強調生理與心理整合    (D)強調個別化的工作系統 

 
42. ___C___ 隨機教學法： 

(A)具有顯著的類比成效    (B)增加兒童功能性語言   
(C)明確的教學過程        (D)增進親子間的互動 
以上敘述何者是錯的。 

 
43. ___C___ 請問下列哪一項政策是採取「對於弱勢者給予優惠待遇」(unequal 

treatment for unequal)，以實踐教育機會均等的目的？ 
   (A)小班教學精神  (B)九年一貫課程  (C)教育優先區  (D)高中社區化 
 
44. ___B___「資源教室」在學校的功能，以下何者錯誤？ 

(A) 兼具特教學生資源教學及支援服務的功能 
(B) 只負責特教學生抽離教學 
(C) 作為全校教師特殊教育工作諮詢中心 
(D) 協助推動全校特殊教育宣導工作 

 
 



45. ___D___「最少限制的環境」是指： 
    (A)在身心障礙學生的自然環境內評估 
    (B)聚焦於社區本位目標的特殊教育服務 
    (C)在普通班教導所有身心障礙學生 
    (D)儘可能在接近正常的情境提供服務 
 
46. ___C___ 將教學空間劃分為各種不同的學習區域，讓學生瞭解不同的學習活

動會在不同的區域進行，並使用各種視覺提示策略，這是指何種教學法？ 
(A) 工作分析教學法 
(B) 協同教學法 
(C) 結構化教學法 
(D) 直接教學法 

 
47. ___C___ 關於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之訂定及檢討，下列何者正確？(A)開學

後二週內訂定，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B)開學後二週內訂定，每學年至少檢

討一次(C)開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D)開學後一個月內

訂定，每學年至少檢討一次 
 
48.___B___ 根據學生一連串表現、作品與其他相關紀錄等資料的匯集以顯示學

生學習成就與進步情形的評量為何? 
(A)實作評量 
(B)檔案評量 
(C)動態評量 
(D)診斷評量 

 
49. ___D___ 王老師在評量過程中，針對個別需求、個別缺陷的學生，給予必要

的指導與協助。根據上述，王老師最有可能應用了那類型的評量? 
(A)紙筆評量 
(B)檔案評量 
(C)實作評量 
(D)動態評量 

 
50. ___D___ 評量學生的表現時，若是以事先設定的標準為依據，達到該標準的

就算通過，這種評量方式稱之為：  
(A)形成性評量 
(B)總結性評量 
(C)常模參照評量 
(D)標準參照評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