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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 ）1. 教育部「課文本位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在摘要的教學部分，引導「刪除不必要訊
息」的操作步驟為何？ 

(A) 教師說明→放聲思考示範→師生共做→學生仿做→學生獨立完成 

(B) 學生試做→教師說明舉例→學生練習→教師檢視→學生獨立完成 

(C) 教師示範→學生討論試做→學生發表→教師回饋→學生獨立完成 

(D) 學生討論→放聲思考說明→教師舉例→學生仿做→學生獨立完成 

（ ）2. 108 年施行的十二年國教課綱較之以往的九年一貫課程有一些新的特色與主張。
下列何者不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語文領域》的特色或調整？ 

(A) 語文知識能力轉化為語文素養 

(B) 國小每週國語教學時數為六節 

(C) 能力指標調整修正為學習表現 

(D) 注音符號改為標音符號與運用 

（ ）3. 國民中小學學生在領域學習與彈性學習課程方面的評量內涵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 核心素養 

(B) 團體活動表現 

(C) 學習重點 

(D) 學生努力程度與進步情形 

（ ）4. 下列哪一種學派強調，學生應該透過研讀文學、哲學、歷史、科學等偉大作品，
以習得真理；如果教師一味的遷就學生的興趣，來決定學生的學習科目或課程，
可能會妨礙他們的才能發展？ 

(A) 觀念主義 

(B) 實在主義 

(C) 永恆主義 

(D) 實驗主義 

（ ）5. 王老師上某體育的單元課程前，訂出「學生能修改自己的舞蹈技巧，表演新的現
代舞」，此表現較符合辛普森（E. Simpson）動作技能領域目標分類的哪一層次？ 

(A) 複雜的外顯行為 

(B) 指導反應 

(C) 適應 

(D) 機械練習 

（ ）6. 從經驗中學習一直是教育的基本核心，Kolb 從經驗學習圈理論提出體驗學習的重
要概念，下列何者不是其所主張？ 

(A) 學習是在辯證對立方式中解決衝突的過程 

(B) 學習是個體與環境間連續不斷的交互作用 

(C) 學習是以體驗為基礎的持續過程 

(D) 學習是一種社會文化活動適應與改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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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列哪一個測驗最不適用於學校？ 

(A) 明尼蘇達教師態度量表（MTAI） 

(B) 史壯（Strong）量表 

(C) 加州心理量表（CPI） 

(D) 明尼蘇達多項人格量表（MMPI） 

（ ）8. 根據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theory），如果要提升學生學習的內在動機，
教師可以如何進行教學？甲、提供學生不同任務（task）的選擇乙、提供符合學
生程度的挑戰性任務丙、建立有效加分機制丁、增進師生/同儕關係與歸屬感。 

(A) 甲乙丙 

(B) 乙丙丁 

(C) 甲丙丁 

(D) 甲乙丁 

（ ）9. 課程設計者目的在啟發學生並改進社會，通常此設計的立場稱為新馬克斯主義、
批判理論及課程的再概念化學派。下列所論何者比較是「再概念化學派」的主張？ 

(A) 課程應精進學生的各種認知技能以促進其認知過程的發展 

(B) 課程應強調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及個人意義的創造 

(C) 課程應培養學生對學校中的運作和社會上的事物，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及無疑
義 

(D) 課程應重視博雅教育概念對人類的影響與意義 

（ ）10. 下列是一位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完成之學習任務：「請同學設計問卷，調
查全校七年級同學的家庭型態，並且將調查結果製作成長條圖與圓餅圖，並據此
進一步判斷媒體宣稱『現今社會有近半數國中生，都來自單親家庭』的說法是否
為真？」請問這個學習任務所能達到之最高認知目標層次為何？ 

(A) 瞭解 

(B) 應用 

(C) 分析 

(D) 評鑑 

（ ）11. Dreikurs 與 Pearl（1972）對班級中的學生行為分為四類，若學生常會與人爭吵、
欺騙、發脾氣、抗辯、拒絕、明顯的不服從，是屬於下列哪一類呢？ 

(A) 爭取注意 

(B) 追求權力 

(C) 尋求報復 

(D) 表現無助 

（ ）12.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重視教導學生學習策略，王老師想要教四年級學生運用
「心智圖」（mindmap）進行課文大意的摘取與文章結構的整理，但王老師第一

次運用，就發現學生不但無法使用心智圖進行課文大意的整理，反而連平常都會
的大意摘取都出現困難，請問學生的學習困難，可能導因於： 

(A) 內在認知負荷（intrinsiccognitiveload） 

(B) 外在認知負荷（extrinsiccognitiveload） 

(C) 增生認知負荷（germanecognitiveload） 

(D) 衍生認知負荷（extendedcognitiv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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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張老師教導學生「預測、澄清、提問、總結」的閱讀策略，他先自己示範這個
策略，並向學生說明，而後再由學生上臺來根據這四個策略與全班討論他們所閱
讀的材料，請問張老師的教學方法所根據的學理為： 

(A) 認知學徒制（cognitiveapprenticeship） 

(B) PQ4R 

(C) 同儕教練（peercoaching） 

(D) PIRLS 

（ ）14. 趙老師想要評估學生組織想法的能力而非記憶事實的能力。他應如何陳述問題，
比較能達到他的評量目標？ 

(A) 評論、比較「甲」理論與「乙」理論 

(B) 定義、陳述「甲」理論與「乙」理論 

(C) 說明「甲」理論及「乙」理論中的主要概念 

(D) 列出「甲」理論及「乙」理論的階段順序 

（ ）15. 為了確認班級裡潛在的高關懷個案，輔導教師需要實施下列何種心理測驗？ 

(A) 學業性向測驗 

(B) 兒童智力量表 

(C) 身心適應量表 

(D) 感覺統合量表 

（ ）16. 郝老師是三年級的導師，因為對班上學生比較熟悉，因此有意擔任班上賀小美
的兼任輔導老師。輔導室擔心，郝老師這樣做可能違反下列何種輔導倫理？ 

(A) 保密與通報 

(B) 雙重關係 

(C) 知後同意 

(D) 欺瞞 

（ ）17. 為了促使小重改善上學遲到的習慣，何老師的作法如下：每當小重遲到，就刻
意忽略他的行為；每當小重準時到校，就得到老師的稱讚。請問何老師運用了哪
些行為改變策略？ 

(A) 正增強、負增強 

(B) 懲罰、負增強 

(C) 正增強、消弱 

(D) 暫停、懲罰 

（ ）18. 杜老師跟小華正在進行遊戲治療，小華拿起玩偶想朝著杜老師丟過去，杜老師
如何為小華設限？ 

(A) 立刻停止你的動作 

(B)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C) 你可以丟我，但是不要太用力 

(D) 你不可以丟我，你可以朝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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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小陳上課時候非常容易不專心，可以說一刻都沒辦法安靜，林老師想要運用行
為學派的原則協助小陳改善這個問題，增進專注力。請問以下何者相較之下最為
符合具有效能的行為學派的策略？ 

(A) 小陳出現不專心的行為時，教師給予糾正。 

(B) 當小陳能夠專心課堂 5 分鐘時，老師給予立即性的讚賞。 

(C) 林老師每天放學前綜合小陳今天表現核發專心卡，收集十張專心卡可以換
得小陳喜愛玩具車一只。 

(D) 當小陳不專心的時候，老師以忽略方式消弱小陳的負向行為。 

（ ）20. 剛才聽過的音樂，雖然已經停止演奏，仍覺得餘音裊裊。上述現象屬於訊息處
理論的哪一種記憶系統？ 

(A) 後設記憶 

(B) 感官登錄 

(C) 運作記憶 

(D) 長期記憶 

（ ）21. 根據班都拉（Bandura）的社會認知論，下列何者屬於能提高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的間接經驗？ 

(A) 自己從事相關工作的經驗 

(B) 想像自己從事相關工作的經驗 

(C) 觀察他人從事相關工作的經驗 

(D) 閱讀書籍獲得的經驗 

（ ）22. 在分配糖果時，堂堂認為做事愈多應該給愈多糖果，果果認為應該所有人平均
分配，甜甜認為家境不好的小朋友平時比較少吃糖果，應該多給一些糖果。三人
之分配公平概念，依照發展階段由高而低依序是： 

(A) 甜甜→堂堂→果果 

(B) 堂堂→甜甜→果果 

(C) 果果→甜甜→堂堂 

(D) 堂堂→果果→甜甜 

（ ）23. 張老師在輔導小華的過程中，常被小華的言行舉止所激怒，不自覺地以嚴厲的
口吻回應小華，很像其幼年經驗。針對以上描述，請問張老師很可能是以下哪種
經驗？ 

(A) 移情作用 

(B) 反移情作用 

(C) 內射作用 

(D) 解離作用 

（ ）24. 關於中輟生的輔導，以下描述何者不符合中輟輔導的輔導作法與輔導資源？ 

(A) 任課教師可以幫助學生找到在人格特質、興趣或能力上的優勢，安排適性
課程，以協助學生找到希望和選擇。 

(B) 學生出現缺席有異狀時，或已經達到連續三天未到的情形，學校輔導教師
有責任於第一時間進行通報。 

(C) 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的學生，學校可以報請所在地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訪
問、書面告知/警告或給予新臺幣 300 元以下之裁罰。 

(D) 針對中輟行蹤不明的學生，學校可以通報縣市警察局少年隊，進行協尋中
輟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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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朱老師以「時光隧道」的方式，幫助學生設想「一年後的我」、「五年後的我」
和「十年後的我」，作為將來希望達成的目標。根據羅吉斯（CarlRogers）的理論，
朱老師的輔導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建立： 

(A) 真實我 

(B) 應該我 

(C) 理想我 

(D) 客觀我 

（ ）26. 阿傑的父親是位醫生，阿傑雖然才小學四年級，但因崇拜父親的成功，從小就
立定志向未來也要像父親一樣成為一位受人敬重的醫生。從 Marcia（1966）對
於青少年自我統合狀態的觀點，阿傑屬於何種統合狀態？ 

(A) 迷失型統合 

(B) 早閉型統合 

(C) 未定型統合 

(D) 定向型統合 

（ ）27. 小明與導師提及今天早上掃地時被導護老師罵，下課被同學嘲笑等狀況的心情。

導師說：「今天的過程讓你感到挫折」。針對以上描述，導師可能運用何種技巧輔
導小明？ 

(A) 情感反映 

(B) 自我揭露 

(C) 面質 

(D) 澄清 

（ ）28. 小美的父母離異，母親另組家庭，父親負債離家，小美與年近八十的祖母同住，
祖母無力管教，放學後常在外遊蕩，嚴重。根據以上描述，學校最有可能依下列

何者風險指標進行社會安全網之「脆弱家庭」通報？ 

(A) 家庭成員罹患精神疾病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B)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C) 家庭成員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的機會 

(D) 家庭成員關係不協調或衝突（未達家庭暴力程度）致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堪
慮 

（ ）29. 在團體輔導裡，當成員因發現自己對別人而言很重要時，會覺得團體是有效能
的。此描述最符合 Yalom 團體療效因子中的哪一項？ 

(A) 普同感 

(B) 灌輸希望 

(C) 利他 

(D) 存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