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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類科：中等學校 

科目：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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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以橡皮擦擦拭乾淨，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問答題請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於「答案卷」上，由左 

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注意事項： 

．請核對類科及科目是否與答案卷(卡)、准考證內容一致。 

．試題本共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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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設計了一套素養導向的反霸凌課程。下列有關反霸凌課程目標面向的對應，  

何者正確？ 

(A)培養學生對人性尊嚴的重視，屬於知識面向 

(B)理解同學為什麼會被霸凌的原因，屬於態度面向 

(C)培養學生扶助弱勢同學的責任心，屬於知識面向 

(D)使用溝通策略終止霸凌者的行為，屬於技能面向 

2.下列有關學生不當行為的管教措施，哪一項較為適切？ 

(A)學生上學遲到，須背誦唐詩一則 

(B)考試成績未達 60 分的學生，每少 1 分，罰 1 元，納入班費 

(C)學生上課偷看成人雜誌，教師將雜誌暫時保管三天後再通知家長領回 

(D)學生集體吵鬧耽誤教師教學，教師說：吵鬧多久就延後多久下課，才不會耽誤學習 

3.學校每學期會頒發獎學金給各班學期成績前三名的學生。學校是根據何種評量結果 

來取前三名？ 

(A)安置性評量  (B)形成性評量 

(C)常模參照評量  (D)標準參照評量 

4.陸老師在教導七年級數學「質因數分解」主題之前，先喚起學生在國小時學習因數的

舊經驗後，再進行該主題的教學活動。此種教學方式符合下列哪一項學習原則？ 

(A)自動原則  (B)準備原則 

(C)熟練原則  (D)時近原則 

5.方老師這學期想嘗試讓學生有更多「做中學」的體驗。下列有關「做中學」的目的，

何者較不適切？ 

(A)提高學生的外在學習動機 

(B)提供學生活用知識的機會 

(C)增加知識、技能與態度並重的學習情境 

(D)改善教學內容與學生生活經驗脫節的問題 

6.社會領域常因授課時數的限制，因而教科書會節略某些重要史實。於是歷史學者擔心

如果教師於上課時也未加補充，可能會使下一代的歷史素養有所不足。這些學者關注

的是哪一類型課程？ 

(A)空無課程  (B)潛在課程 

(C)空白課程  (D)非正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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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老師在科學領域教學時，引導同學提出問題、設計調查活動、準備實驗裝置、執行

調查、分析數據、形成結論、以及呈現所發現的成果。張老師使用下列哪一種教學    

方法？ 

(A)個案教學法  (B)探究教學法 

(C)批判思考教學法  (D)體驗學習教學法 

8.當教師確知班上學生遭家長喝醉酒毆打成傷時，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應如何    

處理？ 

(A)24 小時內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B)繼續觀察學生受暴狀況，情況嚴重時才予以通報 

(C)協同其他老師進行家庭訪問，視情況再決定是否通報 

(D)家長可能是因為一時衝動才動手，告知同學要懂得自我保護 

9.下列有關傳統試題分析的敘述，何者正確？ 

(A)試題難度愈高，鑑別度愈低 

(B)試題鑑別度愈低，測驗效度愈低 

(C)難度及鑑別度的估計屬於樣本依賴，並非固定不變 

(D)某一試題的誘答選項，高分組學生的選答率高於低分組，則為優良試題 

10.陳老師認為課程應該是個開放系統、複雜結構、且有不斷變革的本質，課程不應該是

事先計畫、二分對立、或為達到特定目的而設計的。陳老師對課程的看法較接近下列

何者？ 

(A)精粹主義 (B)實證主義 (C)結構主義 (D)後現代主義 

11.陽光國民中學採用「背景－輸入－過程－產出」模式，進行校本課程評鑑。下列      

哪一位老師的看法，比較符合此一評鑑模式的內涵？ 

(A)甲老師認為背景評鑑要先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 

(B)乙老師認為輸入評鑑要對必要的課程資訊進行描述 

(C)丙老師認為過程評鑑要評估學校執行課程評鑑任務的能力 

(D)丁老師認為產出評鑑要確定課程結果是否符合原先的期待 

12.下列何者是較偏重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甲、體驗學習 

乙、翻轉教室 

丙、協同教學 

丁、講述教學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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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樂樂國中九年級 400 位學生接受理化科測驗，其中高分組(全體學生得分的前 25%)與

低分組(全體學生得分的後 25%)分別有 40 人與 30 人答對該測驗第十題。下列何者  

最可能是該題的難度值？ 

(A)0.10 (B)0.18 (C)0.35 (D)0.70 

14.班級幹部草擬班級公約草稿，準備提交到次日的班會中議決，導師在一旁聆聽他們的

討論。下列哪一位幹部的看法較不適切，需要導師給予建議？ 

(A)班長：屬於校規、例行事務或個人基本行為規範等項目，不需要列入班規 

(B)風紀股長：重要的班規事項應該在不同條目中多次重複出現，以達到強調的效果 

(C)副班長：班規是正式的規範，不要使用嬉鬧搞笑的文句呈現，同學才會重視與遵守 

(D)學藝股長：班規應廣泛涵蓋同學的班級日常生活行為，但條目不宜過多，以 5 至 7

條為佳 

15.高老師對於課堂上少數學生偶有竊竊私語、分心旁騖、插嘴發言等行為感到困擾，   

向幾位老師請教因應之道。哪一位老師的建議較適合？ 

(A)吳老師：插嘴發言的學生如果是想要吸引你的注意，你應該請他回答問題 

(B)周老師：你要有能耐繼續教學，音量暫時放大，蓋過他們竊竊私語的噪音即可 

(C)王老師：你可以把分心旁騖學生的名字融入教學舉例中，藉由提到他們來發揮警示

效果 

(D)鄭老師：一出現這種情形，立即停止教學，針對剛剛的授課內容進行隨堂小考，

對學生最有嚇阻力 

16.王老師要求學生在完成實驗之後，於學習單上寫下自己在實驗操作表現上的優缺點及

可改進之處。「自述實驗操作表現上的優缺點及可改進之處」較偏向於認知目標中   

哪一類知識？ 

(A)事實知識 (B)概念知識 (C)程序知識 (D)後設認知 

17.王老師在公民課引導學生了解社區的農村人口變遷現象，進而請學生著手調查社區 

人口年齡分布與產業狀況，並提出「青農返鄉」的專題報告，且向鄉長提出書面建議。

這種課程設計取向最接近下列何者？ 

(A)學科取向 (B)社會取向 (C)科技取向 (D)專業取向 

18.國文老師指定學生閱讀一本少年小說。上課時，老師問美美：「這篇小說的情節和    

人物特性有什麼關聯？」美美滿臉疑惑。於是老師又問：「從故事的情節發展中，     

你覺得主角有什麼特質？」國文老師使用的是下列哪一種提問策略？ 

(A)延伸 (B)提示 (C)釐清 (D)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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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教師社群在設計課程時，李老師認為學生會因學習經驗及其與情境的互動，而有各自

適合的學習途徑，因此課程應該保留一些彈性與修改的可能性；吳老師認為課程設計

時應該考量每個學生最後都應學會的知能，因此應該設定一致的學習路徑以達成共同

的學習目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李老師的課程設計屬於歷程模式 (B)吳老師的課程設計屬於情境模式 

(C)李老師的課程觀點為課程即計畫 (D)吳老師的課程觀點為課程即經驗 

20.信義高中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歷史科教師邀請地區耆老提供昔時聚落與街道影像

資料及人物故事給學生進行探究；地理與商科老師則請學生透過該聚落與街道影像 

資料來分析當時的聚落型態，並訪問當地文史團體有關地區農業與商業街的起源及 

發展。該課程結合了校內多個學科的教師，設計了一整學期兩學分的社區文史課程。

此課程組織方式最接近下列哪一個課程統整模式？ 

(A)學科內課程統整  (B)多學科課程統整 

(C)超學科課程統整  (D)科際整合課程統整 

21.黃老師想落實學生兼具知識、技能及情意等三面向的學習，他規劃在課堂上引導學生

認識海洋的塑膠汙染源，並透過影片讓學生感受塑膠危害的嚴重性。黃老師可以再  

增加下列何種學習活動？ 

(A)請學生舉例說明政府推動的減塑措施 

(B)利用回收的寶特瓶製作日常生活物品 

(C)比較各國海域所遭遇的塑膠汙染現況 

(D)請推動減塑措施的業者來說明其作法 

22.陳老師認為要讓學生自主且持續的投入學習，關鍵在於引發學生的內在動機而非外在

動機。若想要引發學生內在動機，下列作法何者不適切？ 

(A)透過科學影片的製作，讓學生對科學相關知識更加關注 

(B)關注學生的表現，適時提供鷹架，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及自信心 

(C)利用線上遊戲進行學習，讓學生藉由爭取遊戲排行榜的獎品而更加投入學習 

(D)透過同儕互教，讓能力較佳者從教導同儕中獲得榮譽感，學習落後者因為進步獲得

成就感 

23.健康國中的社會領域評量，趙老師對七年一班採用選擇題的紙筆測驗，唐老師則對  

七年四班採用專題報告評量。下列對於兩位老師評量方式的描述，何者較為適切？ 

(A)趙老師的評量方式較適合程度高的同學 

(B)唐老師的評量方式較適合程度低的同學 

(C)唐老師的評量方式較容易出現評分的不一致 

(D)趙老師的評量方式較能評估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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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張老師在批閱申論題試卷時，連續批改幾份回答不佳或答非所問的試卷後，接著對  

下一份回答稍佳的試卷給予很高的分數。下列何者最適合解釋這種現象？ 

(A)遺留效應  (B)月暈效應 

(C)溜滑梯效應  (D)文字操作效應 

25.評分規準(rubrics)是許多教師用來評量學生實作表現的工具。建立評分規準的步驟， 

下列何種順序較為適切？ 

甲、收集多樣的學生表現或作品樣本 

乙、針對各個表現面向，找出對應分數的表現或作品樣本，列出各分數等級的描述 

丙、把作品樣本分類到不同堆，並寫下分類的理由和特色 

丁、歸納出不同的表現面向 

戊、反覆觀察並修正評分規準 

(A)甲乙丙丁戊  (B)甲丙丁乙戊 

(C)甲丁乙丙戊  (D)甲丁丙乙戊 

26.依照蓋聶(R. Gagné)的學習條件論，下列有關內在學習歷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教師提醒學生注意本課各種修辭法及其差異，此為「期望」 

(B)教師請學生回想過去所學的各種修辭法並加以比較，此為「選擇知覺」 

(C)教師請學生將課文中各種修辭法整理成表格以比較並釐清其差異，此為「語意性 

編碼」 

(D)教師問學生本課文中各種譬喻法的差異，並針對其回答給予回饋與鼓勵，此為  

「類化」 

27.六福國中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心小組的教師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帶領全校教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凝聚共識。下列何者是核心小組教師身為課程   

領導者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較適切的作為？ 

(A)核心教師身為學校課程發展的領頭羊，要貫徹核心小組的共同決議 

(B)由核心小組教師設計學校課程計畫，再請全校教師研讀理解後落實 

(C)向全校教師說明課程綱要的精神，並共同研議學校願景與課程目標 

(D)提出核心小組決議後的學校課程架構，請教師依架構進行課程設計 

28.根據德瑞克斯(R. Dreikurs)的目標導向模式，下列何者不屬於「錯誤目標」的行為？ 

(A)某學生不斷發問與課程無關的問題，試圖引起教師的注意 

(B)某學生違規但卻嗆老師說：你處罰我看看，小心你的車子 

(C)某愛慕老師的學生，因被老師拒絕，轉而指控老師性騷擾 

(D)教師和部分學生稱兄道弟或給予特權，引起其他同學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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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高瞻中學規劃校訂課程時，針對未來人工智慧對於社會的影響，討論學校課程該如何

因應此主題。以下為不同委員的意見： 

李老師：部訂課程已有科技領域，可以請科技領域教師強化此主題的內涵，毋須再增

加額外的教學時間。 

高老師：這是新的主題，未來的發展和影響還不太確定，不宜放入正式課程中。 

石老師：從彈性學習課程中規劃一節課，讓科技領域的教師設計此主題的內涵。 

吳老師：採用跨領域的主題設計，每週一節課，由師生共同決定內容。 

根據上述的討論內容，下列何者不正確？ 

(A)李老師的觀點傾向於課程即學科 

(B)高老師的課程理念傾向社會建構主義 

(C)石老師的提議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規定 

(D)吳老師的課程設計觀點較傾向過程模式的精神 

30.某次數學考試滿分為 50 分，傑倫考了 38 分，其百分等級是 86。傑倫此次考試的分數

代表什麼意義？ 

(A)表示他勝過 86%的同學 

(B)換算成第 86 個百分位數的分數是 76 分 

(C)表示第 38 百分位數的原始分數是 86 分 

(D)分數由高到低，他在 100 個人中排在第 8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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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每題 10分，共 40分 

（請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於答案卷上，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1.學校雖各自訂有教科書選用辦法，但其仍有共通之評選規準。請寫出教科書評選規準

的 4 個向度，且每向度各舉出 2 項內容並說明之。 

2.仁愛國中在暑假為校內八年級學生辦理為期七天的英語會話班，學校自行設計一份 

試卷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在上課的第一天進行前測，上課的最後一天，再使用   

這份試卷進行後測。 

(1)學校若想評估這份試卷的信度，應該用哪種信度較為適當？   

(2)舉出上述作法可能的 2 項測量誤差來源。 

(3)舉出 2 種評估該試卷效度的作法。 

3.王老師想要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為主題，進行專題導向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教學。 

(1)請寫出專題導向式學習的教學特色(至少 2 點)。 

(2)以該主題及上述的教學法寫出教學步驟並簡述其教學活動重點。 

4.柯老師在上課時，學生總是喜歡和老師抬槓，或聊天講話。王老師建議他使用果斷   

紀律模式，以維持班級秩序、教學進度和確保授課品質。請寫出果斷紀律模式的 5 項

步驟，並說明其作法。 

 

 

 

試題至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