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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民國八十四年頒布的「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高中（職）學校幼兒保育科畢
業生至托兒所可擔任下列何種職務？ 

(A) 教師 (B) 社工人員 (C) 助理保育人員 (D) 保育人員 

2. 研究者針對一群年齡相同的幼兒，自其進入托兒所至國中畢業期間，間歇地、重複地進行
生長發展的觀察，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研究法？ 

(A) 個案研究法 (B) 橫斷研究法 (C) 測量研究法 (D) 縱貫研究法 

3. 下列有關福祿貝爾（Froebel）與蒙特梭利（Montessori）教育學說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 福祿貝爾創設「兒童之家」，蒙特梭利創設「幼稚園」 

(B) 蒙特梭利是福祿貝爾的精神導師 

(C) 兩位教育學家均強調，幼兒需要實物的操作以幫助正常化的發展 

(D) 教學上福祿貝爾重視幼兒單獨的「工作」；蒙特梭利重視團體的「遊戲」 

4. 下列有關我國幼兒保育發展的現況敘述，何者最適宜？ 

(A) 自民國八十七年起，托兒所、幼稚園均歸屬內政部兒童局管轄 

(B) 目前幼兒教保機構，仍以私立機構為多 

(C) 依據托兒所設置相關法規的規定，托兒所僅收托３－６歲幼兒 

(D) 就讀公立托兒所的幼兒得申請幼兒教育券 

5. 若幼兒經常發生毀壞玩具的行為，下列哪一種成人的反應，最能呼應盧梭所倡導的 
「消極教育」？ 

(A) 不計較幼兒的行為，立刻再為其買更多的玩具 

(B) 暫不買玩具，讓其感受無玩具可玩的結果 

(C) 懲罰幼兒後，立刻再買玩具 

(D) 口頭責罵後，永不買玩具 

6. 下列有關幼兒教育先哲的主張，何者正確？ 

(A) 柯門紐斯（John Amos Comenius）主張泛智論 

(B)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主張認知發展論 

(C) 皮亞傑（Jean Piaget）主張平民教育 

(D) 杜威（John Dewey）主張自然的懲罰 

7. 任何人剝奪或妨礙兒童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或非法移送兒童至國外就學，即違反我國政府
所頒布的哪一種法令？ 

(A) 「兒童保護法」  (B) 「家庭暴力防制法」  

(C) 「兒童福利法」  (D) 「衛生保健法」 

8. 下列哪一位教育家主張「教育即經驗之改造」？ 

(A) 皮亞傑（Jean Piaget） (B) 杜威（John Dewey） 

(C) 艾力克遜（Erik Erikson） (D)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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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幼兒挑選玩具時，宜優先考慮哪三種原則？ 

(A) 安全、幼兒發展需要、幼兒的興趣 (B) 挑戰性、認知學習、幼兒的興趣 

(C) 遊戲性、挑戰性、幼兒的興趣 (D) 遊戲性、幼兒發展需要、幼兒的成就感 

10. 下列有關我國教保政策發展的現況，何者有誤？ 

(A) 鼓勵私人興辦及公設民營 

(B) 普設公立嬰幼兒教保機構 

(C) 發放幼兒教育券 

(D) 研議幼托整合的可行性 

11. 下列有關英國幼兒教保概況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招收五歲至七歲的幼兒  

(B) 幼兒教育與保育機構均歸屬教育部管轄 

(C) 英國是世界各國中最晚推展幼兒教育與保育的國家 

(D) 中學畢業生即可擔任幼兒學校的教師 

12. 下列有關各國幼兒教保發展的趨勢，何者有誤？ 

(A) 降低教保人員的素質 (B) 提高教保人員的待遇與福利 

(C) 重視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D) 趨向普及化 

13. 婚前健康檢查，以預防不良遺傳，這是「五善政策」中的哪一項政策？ 

(A) 善種政策 (B) 善生政策 (C) 善養政策 (D) 善保政策 

14. 下列有關人類「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發展的特性是在跳躍歷程中呈現階段現象 

(B) 個體的發展會呈現個別差異性，無發展模式的相似性 

(C) 個體身心的發展順序為模糊籠統化→分化→統整化 

(D) 發展僅指個體身高、體重的改變 

15. 個體在出生前的胎芽期（Germinal Stage），有關胚囊（Embryonic disk）分化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 骨骼和肌肉由內胚層（Endoderm）分化而成 

(B) 感覺器官由外胚層（Ectoderm）分化而成 

(C) 消化系統由中胚層（Mesoderm）分化而成 

(D) 排泄系統由內胚層（Endoderm）分化而成 

16. 當精細胞與卵細胞受精的瞬間，決定了下列何種情況？ 
�遺傳的特質 �性別 �胎兒的數目 �社會地位 �學習的成效 �人際關係 

(A) ��� (B)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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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有關同卵雙胞胎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兩個卵子分別與兩個精子受精，形成兩個個體 

(B) 兩個胎兒具有相同的染色體與基因 

(C) 兩個胎兒只能各自生長於兩個胎囊中 

(D) 兩個胎兒一定分別有自己的胎盤 

18. 依據心理學家湯姆斯與契司（Thomas & Chess）的氣質論，下列何種氣質項目評估的結果，
可以說明幼兒的嗅覺特別靈敏？ 

(A) 反應強度高 (B) 反應強度低 (C) 反應閾高 (D) 反應閾低 

19. 兩歲的小名畫完圖畫後，說：「這是陳阿姨。」 陳阿姨說：「這哪裡是我，一團亂七八糟，
真是亂畫。」小名的繪畫發展分期可能屬於下列何者？ 

(A) 象徵期 (B) 前圖式期 (C) 圖式期 (D) 寫實期 

20. 下列何者可表示人類骨骼由軟骨，逐漸吸收鈣、磷及其他礦物質而變硬的過程？ 

(A) 鈣化 (B) 骨化 (C) 磷化 (D) 硬化 

21. 下列何者表示個體在適應環境時，所表現與生俱有的情緒性與社會性的獨特行為模式？ 

(A) 價值觀 (B) 動機 (C) 氣質 (D) 興趣 

22. 下列有關幼兒概念的發展，何者正確？ 

(A) 由抽象而具體  (B) 具有情感色彩  

(C) 由一般到特殊  (D) 已形成的概念容易改變 

23. 下列有關挫折容忍力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 引導幼兒適度的使用防衛機制，可增進挫折容忍力 

(B) 挫折容忍力是與生俱來，無法學習的 

(C) 挫折容忍力低的人較能忍受重大打擊 

(D) 使用防衛機制，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24. 下列有關創造力與智力關係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 智力與創造力是兩種相同的能力 

(B) 創造力特高者，必具有特高的智力 

(C) 智力受遺傳因素的影響較大，故可變性較小 

(D) 創造力的發展受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故可變性較小 

25. 依據博登（Parten）的論點，三個幼兒在娃娃家，交談超人如何救火，此遊戲類型可能屬
於下列何者？ 

(A) 聯合遊戲 (B) 功能遊戲 (C) 規則遊戲 (D) 平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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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據佛洛依德（Freud）的觀點，小傑與家人到台中旅遊，曾遭到壞人恐嚇，事後一直不

記得曾經去過台中旅遊這件事情，這種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種心理防衛方式？ 

(A) 退化作用 (B) 壓抑作用 (C) 遺忘作用 (D) 反向作用 

27. 幼兒所畫的超級市場圖畫中，各類蔬菜、肉品、顧客衣著，均描繪細膩，該幼兒可能具有
較佳的下列何種創造力特質？ 

(A) 獨創性 (B) 流暢性 (C) 變通性 (D) 精進性 

28. 下列有關幼兒情緒的發展，何者有誤？ 

(A) 情緒是與生俱來的 (B) 情緒是幼兒的一種溝通方式 

(C) 情緒與認知發展無關 (D) 大部分的恐懼來自學習經驗 

29. 下列何種方式，對於幼兒發展數學邏輯概念最有助益？ 

(A) 練習數字符號的運算 (B) 練習分發點心給同組幼兒 

(C) 教師示範數字運算方法 (D) 背誦心算口訣 

30. 依據皮亞傑（Piaget）理論，幼兒以物品的大小，來辨識物品的輕重，而容易打破東西，
這可能是受限於下列何種認知能力？ 

(A) 類化  (B) 缺乏物體恆存概念  

(C) 泛靈觀  (D) 注意集中 

31. 下列有關幼兒繪畫發展的輔導，何者有誤？ 

(A) 應該常以「畫得真像」的話語，回應幼兒的圖畫作品 

(B) 幼兒的繪畫表達經驗有益於語言能力發展 

(C) 擴充生活經驗有益於幼兒繪畫發展 

(D) 提供幼兒多元畫材有益於幼兒繪畫發展 

32. 幼兒有「床下會有怪物來抓他」的憂慮，大約是從下列何種認知發展分期開始？ 

(A) 感覺動作期 (B) 運思準備期 (C) 具體運思期 (D) 形式運思期 

33. 依據艾力克遜（Erikson）的理論，幼兒希望以幫助媽媽做家事，來獲得媽媽的肯定，該
幼兒最可能處於下列何種社會發展任務分期？ 

(A) 信任對不信任 (B) 自主對懷疑 (C) 自動對內疚 (D) 勤奮對自卑 

34. 下列何者為幼兒語言的發展順序？ 
�常說「為什麼」的問句 �會以行動回應「眼睛在哪裡」的問句  

�會使用「你、我、他」的代名詞 �叫狗為「汪汪」 

(A) ���� (B)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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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列有關語言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男童的語言發展優於女童  

(B) 語言發展不受智力高低的影響 

(C) 哭是嬰兒最初的發音練習  

(D) 幼兒的雙語學習，有助於第一母語的學習 

36. 下列哪一種器官，屬於排泄系統？ 

(A) 大腸 (B) 腎臟 (C) 肝 (D) 膽 

37. 下列食物，何者比較適合做為幼兒點心？ 

(A) 沙其馬 (B) 炸薯條 (C) 雞蛋布丁 (D) 蝦味仙 

38. 為顧及幼兒腸胃的健康，下列何種烹調方法最適宜？ 

(A) 煎 (B) 炭烤 (C) 炸 (D) 蒸 

39. 下列何種食物，最有益於預防維生素 A的缺乏？ 

(A) 豬肝 (B) 高麗菜 (C) 海帶 (D) 蛤蜊 

40. 下列有關幼兒視力的保健，何者最適宜？ 

(A) 書本與眼睛距離保持至少 40公分以上 

(B) 平時應多吃牛奶、瘦肉、蛋、深色蔬菜 

(C) 電視畫面高度應比眼睛高十五度 

(D) 看電視時，周圍環境越暗越好，以避免眼睛疲勞 

41. 日本腦炎主要以下列何種方式傳染？ 

(A) 糞便 (B) 口沫 (C) 三斑家蚊 (D) 皮膚傳染 

42. 下列有關幼兒牙齒保健，何者最適宜？ 

(A) 齲齒的乳牙，越早拔掉越好，可促進恆齒的萌出 

(B) 盡量少吃富含纖維的食物，以免塞牙縫 

(C) 每一年應進行一次定期檢查 

(D) 生病時應保持口腔內清潔 

43. 若有一位幼兒缺乏戶外活動，較容易導致下列哪些症狀？ 

�肥胖 �偏食 �食慾不振 �維生素 D缺乏症 

(A) ��� (B) ��� (C) �� (D) �� 

44. 下列有關幼兒意外傷害的處理，何者正確？ 

(A) 遇食入性中毒狀況，應立即催吐 

(B) 流鼻血時，頭應向前傾，並放鬆頭、胸部位之衣物 

(C) 皮膚燙傷起水泡，應立即弄破，以加速復原 

(D) 扭傷後，應立即熱敷按摩，以消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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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托兒所廚房媽媽，若手上有傷口未包紮，較容易導致下列何種細菌的食物中毒？ 

(A) 沙門桿菌 (B) 腸炎弧菌 (C) 金黃葡萄球菌 (D) 肉毒桿菌 

46. 下列何者為魚刺或細骨箝在幼兒喉嚨內時，最適宜的處理方式？ 

(A) 喝醋 (B) 吞飯 (C) 催吐 (D) 就醫 

47. 下列食品中，何者為「鈣」最好的來源？ 

(A) 四季豆 (B) 小魚乾 (C) 豆漿 (D) 柳丁 

48. 下列何種維生素，最適合加速傷口癒合及骨折復原？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B (C) 維生素 C (D) 維生素 D 

49. 依據馬斯洛(Maslow)的觀點，提供幼兒固定作息及秩序的環境，最能夠滿足下列何種需
求？ 

(A) 生理 (B) 安全 (C) 愛和隸屬 (D) 自我實現 

50. 幼兒患有「角膜炎」時，下列何種處理方式最適宜？ 

(A) 以冷水沖洗眼睛，避免病毒擴散 (B) 用眼罩蓋住眼睛 

(C) 無需就醫，可自然痊癒 (D) 以溫水擦拭，去除分泌物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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