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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詴卷總題數 50 題，總分 100 分，每題 2 分。 

一、 教育專業(30％)：共 15 題，每題 2 分，均為單選。 

1 （ A ）快樂國小的校長常在校務會議中講述故事來傳遞該校的文化及理念，並重視校史的編寫工作。請問根據 Sergiovanni 

         的理論，他發揮的是哪一種影響力? 

        （A）文化影響力   （B）技術影響力   （C）教育影響力   （D）人際影響力 

2 （ D ）根據 101 學年度詴行的特殊教育新課綱，最主要的理念是以普通教育課程綱要為主軸，再根據特教學生之需求加 

         以調整。以下何者並非此特殊教育新課綱所提及的調整方式?  

        （A）簡化   （B）減量   （C）分解   （D）分量 

3 （ C ）學校對於特殊需求學生（SEN）之鑑定流程，以下何者正確？ 

        （A）轉介－診斷－鑑定－安置 

        （B）轉介－診斷－篩選－鑑定 

        （C）轉介－篩選－鑑定－安置 

        （D）轉介－診斷－篩選－診斷 

4 （ D ）關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三大願景，以下何者正確？ 

        （A）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 

        （B）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C）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成就每一個孩子、提高國際競爭力 

        （D）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 

5 （ B ）在史塔夫賓(Stufflebeam)所提出的 CIPP 整體評鑑模式中，敘述和分析可用的人力和物質資源、解決策略，以及在行 

         動過程中的程序設計等，係為下列哪一項評鑑方式？ 

        （A）脈絡(context)評鑑   （B）輸入(input)評鑑   （C）過程(process)評鑑   （D）成果(product)評鑑 

6 （ C ）為了確保學生美術創作展選拔比賽的公正性，最適合使用下列哪一種信度係數來表示其信度值？ 

        （A）折半信度  （B）KR20信度  （C）評分者信度  （D）再測信度 

7 （ A ）某生在一測驗上得 50 分，換算成百分等級是 80，這表示什麼意義？ 

        （A）有 80％的人在 50 分以下   （B）有 80％的人在 50 分之上   

        （C）有 50％的人在 80 分以下   （D）有 50％的人在 80 分之上 

8 （ D ）就一份測驗的信度及效度的關聯而言，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成立？ 

        （A）高效度、高信度   （B）低效度、低信度   （C）低效度、高信度   （D）高效度、低信度 

9 （ A ）建構觀的教學模式 R2D2 為下列哪一位學者所提出？ 

        （A）Willis   （B）Piaget   （C）Bloom   （D）Vygotsky 

10（ C ）美國課程學者古德拉(Goodlad)將課程區分成五個不同層次。其中，教師在班級教學時實際執行的課程稱為？ 

        （A）活動課程   （B）潛在課程   （C）運作課程   （D）正式課程 

11（ A ）提供健康與休閒資訊與心理衛生資源是屬於？ 

        （A）初級預防   （B）次級預防   （C）三級預防   （D）診斷治療 

12（ A ）輔導老師通常用什麼方式與個案建立正向的輔導關係？ 

        （A）仔細地傾聽個案 

        （B）覺察輔導人員本身的議題並與個案分享 

        （C）將個案視為自己的朋友以便能輕鬆對話     

        （D）仔細注意並滿足行政工作上對個案量的要求 

13（ B ）讓個案直接去接觸與適應而減輕害怕及焦慮情境或事務的方式是？ 

        （A）消弱法   （B）洪水法   （C）減敏法   （D）嫌惡法 

14（ D ）以下何者並非「自我表露」技術的主要功能？ 

        （A）協助當事人得到啟示，對問題產生不同的看法。 

        （B）鼓勵當事人進一步吐露與探討問題。 

        （C）協助當事人抒解與覺察其情緒。 

        （D）增進當事人與諮商員之間的信任感、加強諮商關係。 

15（ C ）保護性因子又稱為「復原力」，能夠幫助個人降低遺傳或惡劣生活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成功適應生活中的挑戰及

威脅。以下何者不屬於保護性因子？ 

        （A）善盡社會義務   （B）能增強抗壓性   （C）與他人完全融合   （D）對生活有掌控感 

二、 輔導專門知能(70％)：共 35 題，每題 2 分，均為單選。 

16（ D ）個別與團體輔導的實踐，並非根基於以下哪一項原則?  (A)自主性  (B)獲益性  (C)無害性  (D)公開性 

17（ A ）就中美輔導範圍的發展順序而言，以下何者為真?  

(A)職業輔導教育輔導生活輔導  

(B)教育輔導職業輔導生活輔導  

(C)生活輔導教育輔導職業輔導  

(D)教育輔導生活輔導職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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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 ）9 歲的恩恩覺得要交到一個親密的朋友要花很長的時間，所以當她發現自己的朋友詴著要再交其他朋友時，她覺得好

難過。請問若以西爾曼的「友誼階段論」來判斷，恩恩是屬於哪個階段？  

(A)階段一 (B)階段二 (C)階段三 (D)階段四 

19（ C ）何時做的智力測驗是兒童將來學業表現成功與否的最佳指標之一?  

(A)3 歲時 (B)剛上幼稚園時 (C)幼稚園即將結束時 (D)小學下學期 

20（ C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 (A)自我效能 (B)父母的參與和管教風格 (C)性別 (D)社經地位與家庭環境 

21（ C ）個別輔導中的初次會談至為重要，一般而言，初次會談不宜採取下列哪項行為?  

(A)建立信任關係 (B)了解主要問題 (C)儘量多問問題 (D)引導談話  

22（ B ）有關小團體輔導之成效評估，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團體的成效與團體歷程息息相關。 

(B)若要對團體成效加以評量，只作前後測的比較，就可以充分找到團體之有效與無效因素。  

(C)團體成效評量可依評量的層次區分為團體整體層次與成員個別層次兩種。  

(D)若要對團體成效有更多的洞察，可將團體的歷程和效果一起來評量分析。 

23（ D ）以下何者對於避免團體成員流失沒有助益?  

(A)在團體進行前與教師以及行政人員作充分的溝通，以提高對方的合作意願。  

(B)方案設計有趣並且符合成員之需求。  

(C)運用各種帶領技巧提升團體之凝聚力。  

(D)團體成員的問題性質儘量多元化。 

24（ D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之規定，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接受調查。  

(B)行為人與被害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  

(C)性平會調查處理，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D)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停止調查。 

25（ A ）為何兒童越接近成熟期，運動技能的性別差異會越大，下列何者為非? 

(A)營養攝取的量不同所造成  (B)不同的訓練程度  (C)參與比例  (D)文化的期待和經驗 

26（ B ）王老師剛接導師工作，希望能提升班級學習效率，下列何者不是他這麼做的主要目的?   

(A)符合學生受教權的相關規定   

(B)幫助班級獲得獎狀   

(C)幫助學生發揮最大潛能   

(D)減少學生問題行為的發生 

27（ C ）以下有關系統取向的論點何者為非?   

(A)如果我們認為兒童是系統的一部分，就必頇用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兒童自我形象的形成過程。   

(B)兒童的行為是整個系統中關係狀態的一部分，而且整個過程是循環互補的。   

(C)兒童行為真正的起點或者確實的因果關係可以清楚的考證。   

(D)兒童對自己家庭模式的建立有貢獻。 

28（ D ）教育部為因應「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所採取的具體行動方案是?  

(A)小班教學精神  (B)十二年一貫課程  (C)晨間閱讀運動  (D)教訓輔三合一  

29（ D ）下列何者是國小導師常接觸的輔導工作？   

(A)諮商與諮詢   

(B)諮商與升學輔導   

(C)心理治療   

(D)教育環境與心理衛生 

30（ C ）下列何者不屬於輔導諮商的特性？  (A)重視關係  (B)探討問題  (C)診斷評量  (D)重新導向 

31（ B ）學校輔導中心可提供社區家長各種資訊服務和輔導活動，讓家長和學校、學生之間形成密切聯繫幫助學生成長，這

些專業服務稱為？  (A)諮商  (B)諮詢  (C)評量  (D)評鑑 

32（ C ）有時候兒童內心的情緒或較不願意以口語表達的想法，可詴著採用下列何種方式進行輔導與諮商?   

(A)敘事治療  (B)行為治療  (C)遊戲治療  (D)閱讀治療 

33（ C ）下列哪一位學者的理論最接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A)斯金納（Skinner）  (B)桑代克（Thorndike）  (C)皮亞傑（Piaget）  (D)馬斯洛（Maslow） 

34（ A ）下列對於注意力缺失學生教學之描述，何者不恰當？   

(A)他們注意的點較多，所以應採用自由探索的教學，讓他們的創造力能發揮。   

(B)在結構化的情境下，兒童較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在那裡」，也可以預期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就比較能善用有限

的注意力。   

(C)教學要把時間劃分成小單位，每一小單位只說明一個概念，並立即有練習和回饋。   

(D)避免長時間的說明和討論，儘量有實作或動筆的紀錄。 

35（ B ）在以個案為對象進行諮商歷程研究時，需要得到個案的知後同意。通常知後同意書的內容不需要包括下列哪一項？ 

         (A)保密的約定  (B)保證人的約定  (C)時間的約定  (D)研究內容的約定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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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C ）有關學齡兒童的攻擊行為，下列何者正確？  

(A)工具性攻擊比敵意性攻擊較常出現。                

(B)公然性攻擊多於關係性或社會性攻擊。   

(C)由女性學童組成的小團體，較常使用關係性攻擊。  

(D)有低度攻擊性學童的朋友，會傾向於彼此慫恿做出反社會行為。 

37（ B ）小娟跟輔導老師晤談已經將近三個月，在有次晤談中，小娟聽了輔導老師的某一段話之後，有很深的情緒反應，並

出現沉默的狀況。這時專業的輔導老師最恰當的反應是什麼？   

(A)詢問小娟接下來想談些什麼。   

(B)允許小娟去經驗、感受她自己的情緒。   

(C)說一個與小娟同樣經驗的個人故事。   

(D)改變話題，轉移小娟不適的情緒。 

38（ B ）小明：「有時我覺得很不好過」。老師：「你可不可以說得更詳細些？比方最近一次的感覺是在何時出現？」以上的對

話，老師使用何種技巧？  (A)同理心  (B)具體化  (C)解釋  (D)立即性 

39（ D ）下列有關百分等級(PR)常模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百分等級是最常用也最容易理解的常模。   

(B)百分等級的量尺單位不相等，所以無法進行統計分析。   

(C)百分等級 80，可解釋為其表現優於 80％的人。   

(D)百分等級適合在不同團體之間進行比較。 

40（ C ）下列哪種情形是不屬於保密原則的例外範圍？   

(A)發現虐待  (B)發現性侵害  (C)諮商資料移轉  (D)諮商員有預警他人責任時 

41（ B ）一年級老師觀察到班上一位新生在母親離開時會感到焦慮沮喪，但是當母親回來卻又會充滿憤怒，這是最接近安沃

斯(Ainsworth)的研究中的哪一種依附類型？  (A)安全型依附  (B)焦慮矛盾型依附  (C)紊亂型依附  (D)逃避型依附 

42（ A ）班級導師向輔導室諮詢班上學生的搗蛋行為，基於阿德勒學派的觀點，下列何者不是這些兒童行為的目的？   

(A)宣洩憤怒  (B)追求權力  (C)自暴自棄  (D)報復 

43（ D ）教室內有效率教學的生態行為評估模式包括四個階層: (甲)教學的傳授、(乙)兒童狀態、(丙)特定教學情境、(丁)物理

環境及結構上的教室安排。下列何者是由層次一至層次四的正確排序？   

(A)(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   

(C) (丙)→(丁)→(乙)→(甲)   

(D) (丁)→(丙)→(甲)→(乙) 

44（ B ）下列哪一項測驗不適用於高年級學生？   

(A)社交測量  (B)瑞文氏彩色推理測驗  (C)語句完成測驗  (D)行為困擾量表 

45（ D ）錢老師希望了解大學生對於金錢的看法，所以編制了一套新的測驗，題目包括：「金錢是美好的」、「我很喜歡錢」及

「我希望可以賺到很多錢」等等，這些題目符合下列何者?  (A)預測效度  (B)區辨效度  (C)內在效度  (D)表面效度 

46（ D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兒童可能會因為核心症狀而衍生出下列何者?   

(A)在日常活動常遺忘事物   

(B)經常說話過多   

(C)常會在他人對話時插嘴   

(D)學業表現低成就  

47（ A ）教室評估(classroom assessment)中，會針對學生表現出的學習及社會行為進行評估，下列哪一項不包括在評估的範圍

中?   

(A)學生拿取教材的動線安排   

(B)學生舉手回答問題的行為   

(C)學生在老師上課時要求去上廁所的次數   

(D)學生跟同學們分享美術作品的機會  

48（ B ）輔導老師請小明對著椅子表達對逝世母親的思念，這種方式有可能是基於下列何種治療理念？   

(A)投射移情  (B)完成未竟事務  (C)未來導向  (D)認知抉擇 

49（ B ）輔導老師教導父母在培養孩子良好習慣時，首先要對新行為馬上給予社會性獎賞，然後對已習得的行為間歇地予以

獎賞，這是下列何種原則的應用？  (A)古典制約  (B)操作制約  (C)社會學習  (D)模仿學習 

50（ D ）小偉與人接觸時，表現得非常畏縮。下列何者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A)小偉父母用威權式教養，造成他的低自尊。 

(B)小偉的認知或情緒因素干擾他與人互動的表現。   

(C)小偉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 

(D)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