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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資賦優異組）」試題舉例 

一、教育與教學模式 

（一）選擇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教育與教學模式 

題目 

資優班李老師採用「平行課程模式」，以「創意機器人」為主題設計一個學

習方案。下列何者較適合做為「認同課程」的學習目標？ 

(A)機器人如何認同人類的價值觀 

(B)如何讓機器人發揮更多社會價值 

(C)如何透過機器人增進我的工作效率 

(D)如何運用我的強項投入機器人的開發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基本 正確答案 D 

說明 

本題在評量平行課程模式內涵的理解及其在實務教學上的應用。認同課程主

要係協助學生思考某一領域與自我的關係，透過實踐的歷程，完成自我實現。

考生須分析題目選項，判斷出較適切的答案。 

 

 

（二）問答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教育與教學模式 

題目 

愛心中學積極推動美術資優教育，在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及社區的支

持下，資優班召集人林老師擬以 J. Renzulli的全校性充實模式(The 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規劃課程。試說明此模式的意涵，並協助林老師規劃各類型

的充實活動。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基本 

說明 
考生須了解全校性充實模式的課程設計概念，應用其原理與方法，規劃有關

美術資優教育的各類型充實活動。 

 

 

  



2 

二、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包括教學環境規劃) 

（一）選擇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包括教學環境規劃) 

題目 

有關濃縮課程的規劃，下列敘述何者較為適切？ 

(A)相關課程的規劃不限於學科知識的領域 

(B)必須採用標準化評量工具實施學習前評量 

(C)學習前評量宜以一個學期的學習進度為範圍 

(D)學習前評量達精熟程度者，即應安排加速學習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基本 正確答案 A 

說明 
考生須了解濃縮課程的概念與規劃原則，分析各選項的適切程度，選出較為

適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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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  

命題內容參照 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包括教學環境規劃) 

題目 

閱讀下文後，回答 1-2題。 

近年來核災問題引起大眾的關注，國內民間團體也對臺灣核電廠的存廢

提出訴求。蔡老師有感於此，擬規劃「我所知道的核能發電」系列課程，期

望培養資優班學生批判思考能力，進而關懷社會並具體落實行動。 

1.在某一堂課程中，蔡老師以德國逐步廢核計畫為例，說明廢除核電可能影響

國家經濟發展，但使用核電亦可能危害生態環境與人民生命安全。因此，蔡

老師讓學生分析各種決定可能產生的影響，完成一份書面報告。下列有關課

程規劃的敘述，何者較不適切？ 

(A)教師呈現兩難情境，以激發學生思辨與問題解決動機 

(B)學生可透過小組討論與發表，強化推理與歸納的能力 

(C)教師可鼓勵學生提出支持其決定的證據，並加以論述 

(D)藉由「擁核與廢核」進行辯論，強化學生的內省智能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情境 正確答案 D 

命題內容參照 學習評量 

題目 

2.蔡老師彙整關於日本核災的相關報導和資料，以激發學生思考核能對環境的

影響及核災產生的後續問題。若要評量學生對於此項問題的了解深度，下列

哪些方式較為適切？ 

甲、合作完成小組報告 

乙、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丙、繪製核電廠分佈圖 

丁、提出具體行動建言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情境 正確答案 B 

說明 

本範例為題組型試題，在相同情境下，包含二個子題，一題在測驗考生是否

了解課程規劃的原理、目的及批判思考的概念，進而區辨選項的適切性；另

一題則在測驗考生能否分析判斷哪些方式較能評估學生對問題了解的深度。

此類型題目可評量考生教學現場的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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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包括教學環境規劃) 

題目 

國小高年級李老師的班上 15位資優學生中，6位有參加創造力競賽的經驗、6

位已選修過至少一學期的創造力課程、其餘 3位五年級才通過資優鑑定初次

參與資優課程，試由課程內容、教學過程與成果展現三個向度說明李老師應

如何為班上學生設計創造力的區分性課程。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情境 

說明 
考生須了解並應用區分性課程與創造力教學的理念和原則，依據學生不同的

學習經驗及特質，進行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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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原理與設計(包括個別輔導計畫) 

（一）選擇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教學原理與設計(包括個別輔導計畫) 

題目 

黃老師在資優班校外教學課程中融入許多符合學生真實生活的概念，因此帶

領學生到附近的市場進行主題教學，了解市場的形形色色，進一步規劃不同

的作業。下列哪些安排較能激發學生的批判力與創造力？ 

甲、讓學生重新定位市場的功能與營運方式 

乙、比較並分析傳統市場與黃昏市場的異同 

丙、讓學生依據社區的特性規劃一個新的市場 

丁、訪問傳統市場的老攤販，寫一本市場人生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情境 正確答案 D 

說明 
考生須了解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與創造能力的內涵與方法，根據情境分析哪些

安排較有助於發展資優學生的批判力與創造力。 

 

 

例題 2. 

命題內容參照 教學原理與設計(包括個別輔導計畫) 

題目 

有關資優班後設認知思考的教學，下列哪一選項較為適切？ 

甲、教師講解質量不滅定律後，請學生列舉生活中其他質量不滅的事例 

乙、請學生於下課前，檢視自己的上課過程，以及了解和不了解的部分 

丙、學期初，請學生設定獨立研究目標，依據目標思考計畫的程序與策略，

寫下可能的問題與解決方法，並列出可能的結果 

丁、教學前，先請學生思考火災、吃火鍋等是屬於哪種熱的傳導方式，接著

再介紹熱的傳導知識，教學後，請學生比較教學前後的想法差異之處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認知層次 分析 題目性質 基本 正確答案 D 

說明 
本題在評量後設認知思考內涵的理解及其在實務教學上的應用，考生須比較

評估每一選項的符合程度，選出較為適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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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教學原理與設計(包括個別輔導計畫) 

題目 

小玲從小就是一個自我要求極高的孩子，具有完美主義傾向。進入資優班後

更是如此，常常寫作業到半夜，即使作業品質在老師的眼中已達到課程的要

求，但她仍不滿意，對於每一個小細節都要求做到盡善盡美。如果不滿意，

她寧可重做或不交作業。這樣吹毛求疵的態度，常讓小玲因為一些小缺陷就

顯得沮喪自責，甚至失去了信心。試針對上述問題列舉五項教師協助小玲的

輔導策略並說明之。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情境 

說明 
考生須了解完美主義學生的正、負向特質，分析評估個案的問題與需求，應

用資優教育原理，提出協助學生的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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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評量 

（一）選擇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學習評量 

題目 

下列哪些較適合作為資優學生的非正式或替代性評量方式？ 

甲、檔案評量 

乙、實作評量 

丙、生態評量 

丁、功能性評量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認知層次 瞭解 題目性質 基本 正確答案 A 

說明 
考生須了解上述評量方式的特性與用途，並針對一般資優學生的學習特質，

評估選擇較能展現其能力的評量方式。 

 

（二）問答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學習評量 

題目 

教師以「校園中水資源的運用」為主題，讓資優學生進行小組研究，希望學

生能提出一份水資源運用的規劃，並透過海報展示進行公開發表，對於學生

的小組研究成果，教師可設定哪些評量的指標？試列述六項並簡略說明之。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情境 

說明 

獨立研究成果評量包含如：研究題目、文獻引用、研究設計、資料分析與組

織、表達與論證等面向，考生須根據題目情境，設計適切的評量指標並加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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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族群資優生之課程與教學 

（一）選擇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特殊族群資優生之課程與教學 

題目 

對口語溝通能力優異但有閱讀障礙的資優學生而言，下列哪些教學策略較為

適切？ 

甲、強調閱讀的精確性重於閱讀的流暢性 

乙、鼓勵其以高層次思考分析文章的內容 

丙、提供替代性方式(如有聲書、語音軟體)進行學習 

丁、針對文字辨識的困難，鼓勵其學習基本學科知識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基本 正確答案 C 

說明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學，強調配合學生的學習特質與困境，提供展現其最

大潛能及表現的機會。考生須以此概念，分析判斷適合資優兼閱讀障礙學生

的教學策略。 

 

 

 

（二）問答題 

例題 1. 

命題內容參照 特殊族群資優生之課程與教學 

題目 

春風國小六年級亞斯柏格症資優學生小強，其優弱勢能力如下表所示： 

優勢能力 弱勢能力 

圖像記憶能力佳 

會主動與人說話 

語文能力強 

喜愛閱讀 

對生物特別有興趣 

會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事物 

容易分心、缺乏動機 

團體的配合度雖低，但對於喜歡的事情會過度熱衷 

社交技巧弱、不善察言觀色 

人際關係差、情緒管理能力弱 

問題解決能力弱 

書寫困難 

依據上述資料，試以自然課程為例，列述四項適合小強的教學策略。 

認知層次 應用 題目性質 情境 

說明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學原則強調以優勢帶動弱勢，考生須根據表列該學生

的優弱勢能力與特質，規劃適切的自然領域教學策略並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