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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幼兒學習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團體活動的形式較能減少幼兒適應上的挫折 

(B) 所謂的個別活動，指的就是自由活動 

(C) 當教師輔導幼兒某種技能時，常選用個別活動 

(D) 當教師人數不足時，最適合進行小組活動 

2. 下列有關角落的佈置，何者較適當？ 

(A) 積木角近鄰通道  (B) 娃娃家設置在角落處 

(C) 圖書角與音樂角為鄰 (D) 科學角擺放賓果遊戲 

3. 下列何種教學方法對「幼兒主動閱讀習慣的養成」可能會有反效果？ 

(A) 讓幼兒隨時有機會拿取圖書 

(B) 不限制幼兒閱讀時間 

(C) 鼓勵幼兒講述故事 

(D) 多教幼兒認識國字 

4. 媽媽看到芳芳為她所畫的畫像，下列媽媽的回應，何者最能培養芳芳的自信心？ 

(A) 你畫媽媽在做什麼？ (B) 這個真的是我嗎？ 

(C) 我那有那麼醜？  (D) 我的嘴巴怎麼這麼大？ 

5. 下列有關參觀保育機構的態度，何者正確？ 

(A) 多主動翻閱各種資料，才有更多收穫 

(B) 多拍照以收集更多資料 

(C) 主動找幼兒談話，建立良好關係  

(D) 若有問題最好在意見交流會再提出討論 

6. 下列工作：�發文至參觀機構、�瞭解欲參觀園所的福利待遇、�確定參觀人數、 

�調查參觀園所遊樂設備、�召開參觀行前說明會，何者必須在參觀前準備？ 

(A) ��� (B) ��� (C) ��� (D) ���� 

7. 下列同學：甲.穿貼身牛仔褲；乙.綁根馬尾、著運動服；丙.長髮披肩、穿ㄒ恤長褲； 

丁.梳辮、穿連身工作服。上述何者的衣著打扮較適合至保育機構實習？ 

(A) 甲、乙、丙 (B) 乙、丙、丁 (C) 乙、丁 (D) 丙、丁 

8. 導護教師遇到一位自稱是小明表姐的女孩，欲將小明接回時，下列的處理方式，何者可能
有安全上的顧慮？ 

(A) 教師以電話和家長確認後，同意讓她接回 

(B) 教師與小明確認後，同意讓她接回 

(C) 家長若曾以電話和教師聯繫，則同意讓她接回 

(D) 表姐出示接送卡並與家長確認後，同意讓她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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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說：「大單元教學法主張從幼兒生活經驗中取材。」；乙說：「發現學習法注重完整的教

材學習活動。」；丙說：「蒙特梭利教學就是教具操作。」；丁說：「方案課程強調由幼兒主

動發展課程。」上述四人，誰的看法正確？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甲、丁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蒙特梭利的算術教具？ 

(A) 長棒 (B) 塞根板 (C) 紡綞棒 (D) 郵票遊戲 

11. 幼兒對老師說：「我最討厭你了！」，下列何者回答最能表達教師的傾聽與接納？ 

(A)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B) 為什麼你討厭我？ 

(C) 我做什麼事讓你這麼討厭我？ (D) 你好像對我很生氣！ 

12.  

(A) 人文理論 (B) 民主理論 (C) 行為理論 (D) 心理動力論 

13. 行為課程教學是由下列哪一個學者所提倡的？ 

(A) 史金納 (Skinner)  (B) 陳鶴琴  

(C) 張雪門  (D) 杜威(Dewey) 

14. 某托兒所的四位保育員：甲.重視幼兒的學習成果表現、乙.喜歡做幼兒的好朋友、 

丙.努力積極進修、丁.強調一致的學習，以上四位工作表現，何者最能符合幼兒需求？ 

(A) 甲 (B) 乙 (C) 丁 (D) 丙 

15. 下列有關參觀見習的敘述，何者較為適當？ 

(A) 參觀和見習可以同時進行  

(B) 見習就是指試教活動 

(C) 參觀保育機構時，最好在活動中進入活動室 

(D) 見習生可參與編寫教案的工作 

16. 當學生學到方案教學法後，即前往相關機構參觀以驗証其所學，這種情況最有可能為下列
何種參觀方式？ 

(A) 普通參觀 (B) 平時參觀 (C) 特殊參觀 (D) 定期參觀 

17. 下列人員：甲.私立托兒所所長、乙.私立托兒所保育員、丙. 公立托兒所所長、 

丁. 公立托兒所保育員，何者為「勞動基準法」的適用對象？ 

(A) 甲、乙 (B) 乙、丁 (C) 甲、丙 (D) 丙、丁 

18. 選擇具 ST標誌的玩具，乃依據下列何種設備設置原則？ 

(A) 適合原則 (B) 經濟原則 (C) 安全衛生原則 (D) 實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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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有關托嬰部室內環境安全規畫的原則，何者較不適當？ 

(A) 托嬰人數少時，可考慮將遊戲空間與嬰兒床並存於嬰兒室 

(B) 學步兒的室內地板需有彈性，以避免跌撞 

(C) 嬰兒床宜儘量彼此緊靠，以方便留出遊戲空間 

(D) 調奶台最好設在嬰兒室內 

20. 下列敘述，何者最適合被選為設立托兒所的教保目標？ 

(A) 能說出五種顏色名稱 (B) 培育幼兒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C) 能遵守規則，不亂丟垃圾 (D) 明白常見物體的數目及其單位 

21. 下列托兒所的設立位置，何者最適宜？ 

(A) 毗鄰工廠，以利招生 (B) 座落住宅區，方便幼兒上學 

(C) 鄰近郊區，有利戶外教學 (D) 緊臨馬路，方便接送 

22. 下列有關所舍建築的敘述，何者最為適宜？ 

(A) 所舍位置方向，以南北向為佳 (B) 緊鄰教室的多寡與走廊的寬度無關 

(C) 樓梯梯面愈光滑愈好 (D) 廁所應集中一處，以方便幼兒如廁 

23. 依黃昆輝所主張的行政歷程分類，「依據職責任用合適人員」的工作項目，是屬於下列哪
個行政歷程？ 

(A) 組織 (B) 計畫 (C) 溝通 (D) 協調 

24. 高職幼保科畢業生，通過社會局乙類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後，在家扶中心工作過五年，她將
可以取得下列何種資格？ 

(A) 托兒所所長  (B) 兒童福利機構主任  

(C) 保育員  (D) 社工人員 

25. 依據我國托兒所設置相關法規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托兒所收托出生滿六個月至未滿六歲幼兒 

(B) 托兒所可分為：托兒部與托嬰部兩類 

(C) 托嬰部可收托滿六個月至未滿二歲的幼兒 

(D) 托兒部可收托滿三歲至未滿六歲的幼兒 

26. 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所強調的理念？ 

(A) 保育員引導幼兒主動學習 (B) 學習環境隨主題更換 

(C) 課程內容注重生活化 (D) 教學強調學習成果表現 

27. 下列項目：�實際帶領教學活動、�觀察教師課室管理技巧、�認識幼兒並觀察其行為、
�協助教學情境的佈置，以上何者為見習生參與教學活動的範圍？ 

(A) ��� (B)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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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果見習生的班級教師，要求其看守躲在棉被櫃嬉戲的幼兒，不讓他出來，請問見習生應

如何處理最適當？ 

(A) 遵照老師指示看守幼兒 (B) 請幼兒跟老師認錯並為他求情 

(C) 秉持正義規勸教師 (D) 說明理由，並拒絕老師之要求 

29. 下列有關教學原則的敘述，何者有誤？ 

(A) 赫爾巴特 (J.F. Herbart) 的四段教學法依據完形學習原則 

(B) 教師以圖片喚起幼兒的經驗，乃運用類化原則 

(C) 當幼兒有興趣時，要善於把握，為準備原則 

(D) 個性適應原則是指教育要依幼兒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30.  

(A) 培養幼兒熱心服務的態度 (B) 知道警察局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 

(C) 知道有關警察英雄的故事 (D) 了解警察局是如何運作 

31. 下列有關「奇妙音樂」單元主題的教材教具，何者較適合放置在語文角？ 

(A) 五線譜與數字配對卡 (B) 樂器名稱配對卡 

(C) 響板、沙鈴、木鳥的製作材料 (D) 錄音帶、打擊樂器 

32. 下列有關實施幼兒身體發展課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餐點時間最好以上午九時，下午二時半為宜 

(B) 幼兒撞傷瘀血時，宜馬上熱敷並輕輕按壓 

(C) 劇烈運動後，應即刻補充幼兒水份 

(D) 無須立即糾正幼兒不良習慣，可伺機以角色扮演輔導  

33. 依據幼稚園設備標準規定，若收托 140位幼兒的園所，其大便器應設幾套？ 

(A) 7套 (B) 10套 (C) 12套 (D) 14套 

34. 有關以發現教學法為特色的室內環境佈置的敘述：1環境佈置的高度應合乎幼兒身高；2

大積木放在櫃子的最高處，便利幼兒搬運；3佈置的主題應力求固定，不須配合教學內容； 

4採用較高的櫃子區隔空間，避免相互干擾；5佈置物品應堅固不易破碎，以上何者較為

適宜？ 

(A) 134 (B) 24 (C) ��� (D) 15 

35. 下列有關室外環境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固定運動器材區宜設在場地中央，方便幼兒使用 

(B) 幼兒在水泥地上奔跑最安全 

(C) 攀登架設在舖有柏油的戶外活動場 

(D) 在舖有沙質的戶外活動場地，幼兒跌倒時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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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據八十七年台灣省托兒所設標準與設立辦法規定，托兒所使用建築物地面樓層以幾樓為

限？ 

(A) 一樓 (B) 二樓 (C) 三樓 (D) 四樓 

37. 當家長連續多日未將幼兒接回，又無法聯絡其他親友時，下列何種處理方式最為適宜？ 

(A) 基於愛心原則，繼續收托幼兒 (B) 立即向警方報案，請求協助 

(C) 直接將幼兒送往育幼院 (D) 宜公開徵求愛心家長，以收養幼兒 

38. 下列有關保育實習的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 實習期間應常向家長解說幼兒的學習狀況 

(B) 教保實習實施的程序通常為實習→參觀→見習 

(C) 實習時，應配合所方輪值導護老師 

(D) 實習生只需負責教學活動 

39. 下列課程組織型態：1核心課程 2科目課程 3活動課程 4主題課程，何者較適用於幼

兒教學活動？ 

(A) 12 (B) 13 (C) 24 (D) 34 

40. 教師教學時，先讓幼兒看、摸、聞、吃蘋果，再讓幼兒畫下蘋果，最後讓幼兒表達對蘋果
的認識，是運用何種教材排列原則？ 

(A) 由具體到抽象  (B) 由近到遠 

(C) 由簡至繁  (D) 由舊經驗到新經驗 

41. 下列有關保育行政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兩歲以下的幼兒只需要保育的照顧 

(B) 托兒所的主管機關是教育局 

(C) 核備保育人員資格是所長的工作職責 

(D) 保育行政就是指管理所務 

42. 下列哪一項評量內容是屬於情意領域？ 

(A) 小明可以大方的和同伴分享自己的故事書 

(B) 小英會向大家介紹家中所養的寵物 

(C) 小華能說出班上最高與最矮的小朋友 

(D) 小美會辨認 1~5的阿拉伯數字 

43. 下列有關選擇幼兒讀物的原則，何者正確？ 

(A) 圖書與文字比率大約是 1：4 (B) 讀物印刷紙張愈光亮愈好 

(C) 二至三歲的幼兒讀物故事情節要曲折 (D) 讀物色彩要鮮明活潑，大小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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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依據民國八十七年台灣省托兒所設置標準與設立辦法規定，托嬰業務每班收托人數不得超

過幾人？ 

(A) 5人 (B) 10人 (C) 15人 (D) 30人 

45. 下列有關幼童專用車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每年應至合格汽車修理廠實施三級以上保養 

(B) 車子應檢附縣、市政府社會局同意書，向當地監理所申領牌照 

(C) 車齡超過十年以上者，在安全無虞之下，仍可以繼續使用 

(D) 駕駛人必須領有職業駕駛熱照，且三年內無肇事記錄 

46. 下列有關活動室設備的敘述，何者有誤？ 

(A) 每個活動室至少要有兩個門 

(B) 地面地板應經常打臘，以增加使用年限 

(C) 用具設備色彩宜與室內環境調和 

(D) 室內溫度調節，應以幼兒感覺為標準 

47. 下列有關遊戲器材設施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 體能器材的選購優先考慮經濟因素 

(B) 室外遊戲場地儘量少栽種花木，以免引來蚊蟲 

(C) 滑梯頂點最好設置平臺，以作為緩衝處 

(D) 戶外遊戲器材的設置，宜考慮多元化原則 

48. 如果問幼兒：「空罐子可以做什麼用？」，幼兒回答：「裝水、裝彈珠、種花、做成踩高蹺。」
請問他的創造思考測試的變通力應為幾分？ 

(A) 1分 (B) 2分 (C) 3分 (D) 4分 

49. 有關幼兒教保活動實施敘述：�考慮幼兒的身心發展狀況；�當多數幼兒不感興趣時， 
宜轉換活動；�按擬定之活動項目計畫，確實執行；�因應國際需求，安排多語教學，上

述何者較為正確？ 

(A) �� (B) �� (C) �� (D) �� 

50. 帶領幼兒音樂教學活動，應避免下列何種情況？ 

(A) 分句教唱歌曲，有助幼兒的學習 

(B) 宜注重氣氛的掌握，無需太注重錯誤糾正 

(C) 鼓勵幼兒發揮想像力，自行編創動作 

(D) 幼兒歌曲長度選擇以八至十六小節為宜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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