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D 99 專業知能模擬考 

                       學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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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小華說話時常有語法錯誤的問題，下列哪一種評量方式最適用於評量

小華的語法問題？ 

(A)要求小華唸一篇老師所指定的課文並說出內容大意 

(B)要求小華根據教師所提供的數個詞彙組合成通順的句子 

(C)要求小華根據教師所提供的數個詞彙分別說出其同義詞 

(D)要求小華根據教師所提供的數個詞彙快速朗誦 

(     ) 3. 某生之魏氏智力測驗全量表智商65，且學業表現低下，但「鑑輔會」

卻將其鑑定為學習障礙而非智能障礙。下列何者最有可能是其原因？(A)其操作

量表智商與語文量表智商差距過大(B)其操作量表智商與語文量表智商差距不大

(C)經補救教學後其學業表現仍無明顯進步(D)經補救教學後其學業表現即有明

顯進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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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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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課程編製重視領域間的連繫以及生活經驗的關聯。這是應用到下列哪

一項原則？  

(A)統整原則 (B)發展原則 (C)融合原則 (D)功能原則 

 

(     )7. 對智力正常之腦性麻痺學生的學習評量應作何種彈性調整？ 

(A)報讀題目 (B)提供特殊照明 (C)放大試題字體 (D)適度延長作答時間 



(     )8. 普通班國文教師向妳抱怨班上的書寫障礙學生上課總是睡覺，既不聽

講也不抄筆記，要求你把它抽離上課，你會如何處理？ 

(A)立刻將學生的國文課抽離到資源班上課 

(B)通知家長多加管教學生的學習態度 

(C)提供電腦替代書寫，建議老師增加小組討論活動，提供學生口頭發表機會 

(D)教學生罰抄寫課文 100 次 

 

(     )9. 有關精熟學習(mastery learning)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布魯姆(B. Bloom)設定之精熟標準是達到 60%的學習  

(B)奠基於人本主義學習理論  

(C)主要應用於特殊班級之個別化教學  

(D)學習成就落差主要因為所需之學習時間不足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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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結構性教學法： 

(A)強調異質分組   (B)強調例行化活動  (C)強調親子間的互動   (D)強調有限

時間內完成許多技巧。 

 

(     )12. 海角國中資源班有一組學生的數學能力只有國小三年級的水準，於是

友子老師決定 對此組學生採用實用數學課程。友子老師應用了下列哪一種課程

調整的原則？ (A)替代式課程(alternative curriculum) (B)重疊式課程(curriculum 

overlapping) (C) 平行式學科 (parallel disciplines) (D) 多層次課程 (multilevel 

curriculum) 

 

(     )13. 下列哪一項課程主要是採用輔助科技的課程模式？  

(A)普通教育課程 (B)生活技能課程  

(C)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D)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     )14. 對於資源班的學習環境規劃，下列何者的敘述是正確的？ 

(A)為增加對學生的吸引力，油漆宜用紅色系列 

(B)資源班的位置最好在操場或運動場旁邊 

(C)資源班的學生人數少，所以教室空間最好只有一般教室的一半 

(D)資源班可設置語文角等學習角落功能規劃 

 

 



(     )15. 個別化教育方案是針對某一身心障礙學生的  

(A)診斷與處方 (B)教學計畫 (C)成績報告 (D)家長與學校的契約書 

 

(     )16. 下列哪一項資料不須寫在「個別化教育計畫」裡？ 

（A）學生目前的能力表現（B）學年度長期目標（C）教學資源（D）參與普通

班教育方案 

 

(     )17. 下列何者不是IEP的主要目的？ 

(A)了解學生的能力  

(B)建立個別化學習目標 

(C)決定學校應提供哪些資源與服務以達教學目標  

(D)強化父母、教師與專業團隊間的溝通聯繫。 

 

(     )18.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有關學期目標之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A)學期目標包含教學目標與相關專業服務目標  

(B)學期目標是個預估的目標  

(C)學期目標是以現階段的能力為基準    

(D)學期目標就是教學的行為目標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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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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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 某生遇到困難時就出現尖叫的干擾行為，教師採取在新的學習教材

出現時先給予示範，這是哪一種處理問題行為的策略？ 

(A)改變學習環境條件 (B)操作行為前事事件(antecedent events) 

(C)改變學生個體條件 (D)操作行為後果事件(consequence events) 

 

(     )22. 以下何種課程調整方式最適用於普通班級中落後程度較輕微的學

生？ (A)減少教材份量、降低課程難度 (B)課程內容改寫 

(C)以功能性內容為學習重點 (D)細步化的教學與充分練習 

 

(     )23. 學習障礙領域中出現問題最多的是：                 

(A)說話 (B)閱讀 (C)作文 (D)寫字 



(     )24. 吳老師對班上重度及多重障礙學生進行教學時，直接在自然與真實情

境中，教導學生所要使用與呈現的技能，是遵循下列哪一項原則？ 

(A)功能性原則 (B)零推論原則 (C)直接教學原則 (D)部分參與原則 

 

(     )25. 小華是個學習障礙學生，而他面臨學業學習問題最大的問題即是在國

文或其他所感興趣的科目能有正常的表現，然而在理科方面如數學、自然科學領

域卻表現低劣，這即是學業學習能力的何種現象。 

(A)個別化的差異 (B)個別外在差異 (C)個別內在差異 (D)學習障礙差異 

 

(     )26. 普通班教師針對班上有持續注意力問題的身心障礙學生，將座位安排

在前排的作法是（A）前事／刺激操作策略（B）後果操作策略（C）替代性行為 

（D）忽視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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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C)陳生生上四年級以後，課業將一落千丈  (D)陳生是唐氏症 

 

(     )28. 下列哪一項語文教學的作法，比較符合「多重感官」的教學原理？ 

(A)簡化教材內容的指導語 (B)放慢教師的說話速度 (C)提供作業單練習 (D)善

用錄音、實物、圖卡等教材。 

 

(     )29. 教導身心障礙學生如何去學習、如何使用策略、如何自我監控，這都

是屬於下列哪一個領域的範疇？ 

(A)推理類化 (B)多元智能 (C)後設認知 (D)認知學習 

 

(     )30. 依據維高斯基（Vygotsky）的觀點，下列何種情況會讓學習者有較好

的成就表現？ (A)自我導向的學習 (B)在教師引導下的學習 (C)在相同能力同儕

中的討論式學習 (D)提供與學生認知發展水平一致的學習。 

 

(     )31.「鷹架理論」與下列哪一項評量的關係最密切？(A)動態評量 (B)生態

評量 (C) 實作評量 (D)課程本位評量。 

 

(     )32. 下列那一個名詞代表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關鍵因素或過程？(A)

自我調整  (B)分散學習  (C)記憶  (D)概念學習。 

 

(     ) 33. 以下那項評量方式並非為加強產品評量的運用方式? 

(A) 傳統評量  (B)共識評量   (C)檔案評量  (D)實作評量 



(     )34. 前導組織 (advanced organizer)意在提供學習者何種協助？     

(A)提供學生能進行精緻化複習的材料 (B)提供簡易的閱讀結構訓練     

(C)提供學生有做中學的機會   (D)提供先備知識或可能需要的關聯知識  

 

(     )35. 唸國三的小明為了進入理想的高中就讀，自行研擬學習計畫並依計畫

進行學習，且時常自我評量以便了解學習狀況。這是下列何種策略？ 

(A)補償策略 (B)社會策略 (C)認知策略 (D)後設認知策略 

 

(     )36. 下列那一個概念不是「鷹架教學(scaffolding teaching)」所強調的？ 

(A)教師應提供學生協助  (B)教師應熟悉工作分析及行為改變技術 

(C)教師應給予學習者溫暖而正面反應 (D)學習是一種社會歷程,在此歷程中學生

透過互動,與教師共同建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 

 

(     )37. 在教學上我們會告訴學生一些學習策略，如劃重點、複述、組織教材、

注意學習材料的規律性等等，此作法主要是根據什麼理論？  

(A)行為論  (B)建構論(C)訊息處理論  (D)社會學習論 

 

(     ) 38. 我國資優學生領導才能鑑定基準中的領導能力優異不包括以下那些

能力表現與作為?  

(A)計畫、組織、溝通、協調能力(B)預測、決策、評鑑能力(C)學習表現與人

際關係良好(D)處理團體事務上有傑出表現 

 
(     )39. 在情境中的評量是指 (A) 檔案評量  (B)真實評量 (C)表現評量 (D)

實作評量 

 

(     )40. 以下何者不正確? (A)資優生身心發展速率不一，容易產生內在思考過

程與外在行為環境不協調的現象 (B)標記作用使得人格受影響 (C)資優青少年

喜在同儕中突出自己的表現 (D)資優女生常有較低的自我概念 

 

(     )41. 下列各教學策略，何者是較適用於亞斯柏格症資優學生？ 

(A) 開放性高的課程結構  (B) 使用語言討論進行思考  (C) 採用圖像化、視覺

化、圖表進行教學與管理行為   (D) 採用隱喻、類比的方式進行教學 

 

(     )42. 下列敘述何者不是充實式資優教育的可能缺點？(A) 教師準備課程

困難  (B) 教師經驗與能力不足  (C) 缺乏適合的教材  (D) 與能力較強的同儕

在一起，降低資優生的領導能力 

 



(     )43. 阮祖里(Renzulli)的三合充實模式(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中的第

三類型活動，最主要的目的是(A) 幫助學生能成為知識的生產者  (B) 幫助學生

能成為知識的消費者  (C) 幫助學生能成為知識的應用者  (D) 幫助學生能成

為知識的批判者 

 

(     )44.下列敘述何者不是學生在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的教學中的

學習特徵(A) 問題結構清晰  (B) 以問題為中心  (C) 新的學習是建立在舊有的

經驗上  (D) 以學習者為中心 

 

(     )45. 98 年特殊教育法規定,各級政府應按年從寬編列特殊教育經費,地方政

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的多少百分比? (A)3%  (B)4%  (C)5%  (D)6% 

 

(     )46.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緩讀需經那個單位同意：(A)就讀學校  (B)鑑輔

會  (C)強迫入學委員會  (D)特教科  

 

(     )47. 根據特殊教育法規定，以下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敘述何者為非？ (A)

包括資賦優異學生 (B)要有身心障礙手冊 (C)包括先天和後天的障礙 (D)均要經

鑑輔會鑑定。 

 

(     )48. 關於特殊教育學校之設立，何者不是 98 年特教法所規範：(A) 應以

小班、小校為原則(B) 只招收重度及多重障礙學生  (C) 縣（市）應至少設有一

所特殊教育學校（分校或班） (D) 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為主。 

 

(     )49. 依 98 年特教法規定，關於資賦優異教育之實施方式的描述何者有

誤？(A)學前教育階段不設特教班 (B)國民教育階段不可以採集中式辦理 (C)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得採分散式資源班方式 (D)高等教育階段得採方案方式辦理 

 

(     )50. 關於98年特教法的內容何者有誤？ (A)特殊教育評鑑每三年一次 (B)

各級學校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諮詢 (C)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至少一人為學校

家長會委員 (D)國中小應成立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