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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1. 未婚媽媽及其子女的福利服務，是屬於哪一種兒童福利服務？ 
(A) 支持性兒童福利服務 (B) 補充性兒童福利服務 
(C) 替代性兒童福利服務 (D) 救濟性兒童福利服務 

2. 下列說法哪一項是正確的？ 
(A) 廣義的來說，在台灣嬰幼兒教育是指提供給 0-6歲孩子的幼稚園或托兒所的教育 
(B) 孟母三遷說明了人性本惡的兒童觀  
(C) 提早就學方案 (head start program，或稱啟蒙方案) 是由美國政府經費補助提供給 
   低收入家庭孩子入學服務的方案  
(D) 教師本位的幼教工作者重視孩子學習的過程，而不強調學習成果 

3. 下列何者認為孩子像一塊蠟板或一張白紙，孩子的學習主要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師
資和學校對孩子的學習非常重要？ 
(A) 洛克 (Locke) (B) 盧梭 (Rousseau) (C) 皮亞傑 (Piaget) (D) 杜威 (Dewey) 

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盧梭 (Rousseau) 大力呼籲兒童本位以及高唱自然主義 
乙、蒙特梭利 (Montessori) 為孩子設計可以自我學習、訓練生活技能的課程與教具 
丙、柯美紐斯 (Comenius) 認為幼兒教育內容應以感官為主 
丁、杜威 (Dewey) 是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主張直觀教學 
(A) 甲、乙、丁 (B) 乙、丙、丁 (C) 甲、丙、丁 (D) 甲、乙、丙 

5. 下列哪一項與蒙特梭利 (Montessori) 的教學實施不符？ 
(A) 統整的課程 (B) 幼兒主動學習 (C) 合宜的觀察評量 (D) 遊戲中學習 

6. 下列有關瑞吉歐 (Reggio Emilia) 教育模式的說法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 主張要安排一個鼓勵孩子學習的教育環境 
(B) 學習活動過程中孩子可就一個主題進行深入的探索 
(C) 學校裡到處可見孩子的繪畫與雕刻等各項作品  
(D) 有一套維持學習環境規律的原則可供依循 

7. 運用獎賞和懲罰鼓勵孩子遵守規定，是出自哪一位學者所主張的理論？ 
(A) 維高斯基 (Lev Vygotsky) (B) 皮亞傑 (Jean Piaget)  
(C) 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D) 史金納 (B.F. Skinner) 

8. 下列措施何者符合尊重兒童個別差異的理念？ 
甲、允許孩子按照自己的學習速度進行學習 
乙、將身心有障礙的孩子安置在資源班裡接受特殊的教育 
丙、要求每個孩子達成老師預先設定的課程目標 
丁、認定每個孩子是獨特的，各有其不同的能力 
(A) 甲和丙 (B) 甲和丁 (C) 乙和丙 (D) 乙和丁 

共 8 頁                   第 2 頁 



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9. 下列對幼兒適性發展課程實施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課程內容應適合幼兒的年齡 
乙、課程內容應考慮幼兒的身心發展 
丙、課程內容應顧及幼兒所屬的文化 
丁、課程內容應符合幼兒家庭的需求 
(A) 甲、乙、丁 (B) 甲、丙、丁 (C) 乙、丙、丁 (D) 甲、乙、丙 

10. 平平在教室跑來跑去，干擾教室內活動進行；老師請他坐在角落休息。因他安靜坐在角落，
表現良好，所以老師請他再回到活動現場。這種做法符合下列哪一項原則？ 
(A) 正增強 (B) 負增強 (C) 消弱 (D) 逐步養成 

11. 小吃店中販售的熱包子、超級市場中的鮮奶及冷凍貢丸，必須分別儲存於一定的溫度範
圍，才符合衛生署訂定的良好衛生規範。下列哪一項是熱包子、鮮奶與冷凍貢丸的適合

溫度順序？  
(A) 攝氏 100度以上，攝氏 0度以下，攝氏-18度以下 
(B) 攝氏 80度以上，攝氏 7度以下，攝氏 0度以下 
(C) 攝氏 60度以上，攝氏 7度以下，攝氏-18度以下 
(D) 攝氏 40度以上，攝氏 4度以下，攝氏 0度以下 

12. 以下哪一選項的食物儲存不良時，容易產生黃鞠毒素？ 
(A) 花生、玉米、稻米 (B) 橘子、蕃茄、柳丁 
(C) 魚、蝦、蟹   (D) 高麗菜、花菜、山東白菜 

13. 下列何者是成功的親師座談會須留意的工作與原則？ 
甲、事先做好計畫       
乙、以家長能理解的方式與家長溝通 
丙、老師與家長都要專心傾聽 
丁、老師主導座談會以達預期目標 
(A) 只有乙 (B) 甲、丙、丁 (C) 乙、丙、丁 (D) 甲、乙、丙 

14. 下列有關兒童行為觀察的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A) 觀察法是針對幼兒的外顯行為，無法推測其內在原因或特質  
(B) 從幼兒在娃娃家學習區的扮演活動，可觀察幼兒的社會性發展、認知發展和創造力  
(C) 結構式觀察是一種有明確的目的和程序，並且有事先設計好的工具的一種觀察方式 
(D) 硬體環境設備、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的個性和特質都會影響觀察的結果 

15. 下列何者不是用檢核表來做為行為觀察記錄的優點？ 
(A) 使用時簡便、快速、有效率 
(B) 可現場記錄，也可事後作記錄 
(C) 可由數位觀察員收集相同資料，以增加可信度 
(D) 不會錯失某些重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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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16. 下列哪些表現符合幼兒教師專業道德？ 
甲、教學決策以幼兒的福祉為優先考慮 
乙、每個幼兒有同等機會得到老師的關注 
丙、在幼兒面前告訴家長有關幼兒的表現，請家長配合回家後給予獎懲 
丁、教學期間與其他老師或家長分享自己的心事，增進彼此的了解 
戊、閒暇時跟三五好友分享幼兒家庭的事 
(A) 甲、丙、丁 (B) 乙、丁、戊 (C) 甲和乙 (D) 甲和戊 

17. 依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規定，下列哪些符合托兒所保育員的資格？ 
甲、大學以上畢業，有在托兒所工作的經驗者 
乙、專科以上學校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業者 
丙、高中 (職) 學校幼兒保育科畢業，並經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者 
丁、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丙等考試及格者 
(A) 甲和乙 (B) 乙和丙 (C) 甲和丙 (D) 丙和丁 

1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盧梭 (Rousseau) 是杜威所謂的「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B) 柯美紐斯 (Comenius) 是最早提倡母語教學的人  
(C) 張雪門提出五指教學法  
(D) 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 被後世人稱為「幼稚教育之父」 

19. 下列與兒童本位教育方式有關的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A) 教保專業人員重視孩子的需求  
(B) 鼓勵孩子自我學習，以增進其知識和智能 
(C) 重視孩子學習的過程，而不強調學習成果  
(D) 讓孩子自行學習，教保人員不介入 

20. 老師在幼兒的學習環境中安排多個不同的學習區，以豐富幼兒學習的內涵，激勵幼兒學習
的興趣。這樣的做法符合了環境規劃與設計的哪一項原則？ 
(A) 探索性 (B) 多樣性 (C) 舒適性 (D) 參與性 

21. 下列何者為家長參與幼兒園所活動的意義？ 
甲、了解其他家長的職業        乙、增進親職效能 
丙、增加幼兒園所的資源   丁、了解幼兒園所 
(A) 只有乙  (B) 甲、乙、丁  (C) 乙、丙、丁 (D) 甲、丙、丁 

22. 老師在進行「春天來了」的主題教學活動前，先放了一個有許多美麗花朵和蝴蝶的影片給
孩子看，以引起孩子的興趣和學習動機，這是符合了教學的哪一項原則？ 
(A) 準備原則 (B) 類化原則  (C) 同化原則 (D) 強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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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23. 教師在擬定單元活動教學計畫時，最好依循下列哪個程序？ 
(A) 決定單元名稱→考量幼兒能力和經驗背景→決定單元目標→決定行為目標→ 
   設計教學活動  
(B) 決定行為目標→決定單元名稱→決定單元目標→考量幼兒能力和經驗背景→ 
   設計教學活動  
(C) 決定單元名稱→決定單元目標→考量幼兒能力和經驗背景→決定行為目標→ 
   設計教學活動 
(D) 考量幼兒能力和經驗背景→決定單元目標→決定單元名稱→決定行為目標→ 
   設計教學活動 

24. 根據台灣省托兒所設置標準與設立辦法，有關托兒所的設置，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托兒所可由政府、公司、機關、或私人設立  
(B) 托兒所可收托 2到 4歲的幼兒  
(C) 托兒所可提供半日托、日托、和全托服務，但不得辦理臨時托育服務  
(D) 托兒所之收費標準，由當地主管機關訂定 

25. 下列有關高廣度 (或稱高瞻，High / Scope) 幼教模式的說法，那一個是不正確的？ 
(A) 配合幼兒的興趣規劃各個角落活動 
(B) 在各個學習區域裡有豐富多樣的學習材料 
(C) 安排優美的學習環境，課程著重藝術與創作的表現 
(D) 老師根據幼兒的發展與對幼兒的觀察設計課程活動 

26. 王先生的血型是 B型，他的父親是 AB型，母親是 B型；王太太是 A型，她的父親是 AB
型，母親是 A型。王先生與王太太所生的兒子，有可能是哪種血型？ 
(A) 只可能是 AB型，不可能是 O型、B型或 A型  
(B) 可能是 B型或 A型，不可能是 O型或 AB型  
(C) 可能是 B型、A型或 AB型，不可能是 O型  
(D) 可能是 B型、A型、AB型或是 O型 

27. 以下哪一項不是自主神經系統中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的作用？ 
(A) 交感神經使支氣管擴張，副交感神經使支氣管收縮  
(B) 交感神經使子宮放鬆，副交感神經使子宮收縮  
(C) 交感神經使瞳孔擴大，副交感神經使瞳孔縮小  
(D) 交感神經使心跳率增加，副交感神經使心跳率減少 

28. 當你在原地轉圈旋轉後，你感覺頭暈，是因為你身上哪一項器官將旋轉訊息傳入腦中，腦
部產生不適的感覺來提醒你頭部的位置？ 
(A) 小腦中的半規管  (B) 內耳中的半規管  
(C) 小腦中的柯氏器  (D) 內耳中的柯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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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29. 恆齒與乳齒的數目相比較，發現： 
(A) 恆齒的門齒數目比乳齒的門齒數目多  
(B) 恆齒的犬齒數目比乳齒的犬齒數目多 
(C) 恆齒的臼齒數目比乳齒的臼齒數目多  
(D) 恆齒的門、犬、臼齒數目都比乳齒的門、犬、臼齒數目多 

30. 以下哪一選項因素可以促進人體對於鈣質的吸收？ 
(A) 腸胃中的酸性環境  (B) 高磷飲食、多運動  
(C) 多臥床休息、高蛋白質飲食 (D) 壓力大、飢餓 

31. 托兒所李老師將小明 (四歲) 的身高標於健保手冊中的兒童生長發育曲線圖，發現小明身
高位於 25百分位時，表示小明的身高與其他同年齡 100個幼兒相比的結果為： 
(A) 比 24個幼兒矮 (B) 比 24個幼兒高 (C) 比 74個幼兒矮 (D) 比 74個幼兒高 

32. 母奶與牛奶相比較，發現： 
(A) 母奶和牛奶中都含有乳鐵蛋白可抑制腸內細菌生長  
(B) 母奶中的乳清比例比牛奶低，因此比牛奶容易消化  
(C) 母奶中所含的鐵質量比牛奶多  
(D) 母奶中所含的脂肪與牛奶中含量相近 

33. 經常用於泡麵及沙拉油中作為抗氧化劑的營養素為：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E (D) 維生素 K 

34. 以下有關氣喘的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A) 是一種慢性或急性呼吸失調  
(B) 有氣喘的兒童中，男孩比女孩多  
(C) 從孩子的環境中移開過敏原，是重要的治療方法之一  
(D) 不可以參加任何體育活動 

35. 以下有關威爾遜氏病的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A) 是一種銅代謝異常的遺傳性疾病 (B) 眼角膜上有棕綠色圈 
(C) 有細部動作功能障礙  (D) 可多吃肝臟、洋菇及乾果來預防 

36. 以下哪一項不是登革熱的預防方法？ 
(A) 將患病者隔離  (B) 清除戶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C) 注射預防針  (D) 防止蚊蟲叮咬 

37. 正確診斷腦膜炎程度和肇病細菌種類的主要檢查方法是： 
(A) 血液檢驗 (B) 脊髓液檢查 (C) 超音波掃描 (D) 尿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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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類 專業科目(二) 

38. 根據優生保健法，懷孕超過幾週後，若要實行人工流產，必須前往有施行人工流產醫師的
醫院住院施行？ 
(A) 八週 (B) 十二週 (C) 十六週 (D) 二十週 

39. 對輕度智能不足的學齡前幼兒訓練課程，重點為： 
(A) 生活自理能力 (B) 職業陶冶 (C) 職業訓練 (D) 基本學術技能 

40. 當老師聽到小英將「ㄔ」飯說成「ㄔㄨ」飯，一「ㄍ`ㄜ」同學說成一「ㄍㄨ`ㄛ」同學，

此時她是構音異常中的哪一類異常？ 
(A) 省略音 (B) 替代音 (C) 歪音 (D) 贅加音 

41. 對於視覺障礙兒童的閱讀是採用點字觸讀，我國的點字是採用： 
(A) 注音符號 (B) 象形文字 (C) 羅馬拼音 (D) 簡體文字 

42. 根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以下哪一位參加兒童福利專業人員戊類所長訓練班結業
後，馬上可具有托兒所所長的資格？ 
(A) 萍萍二專幼保科畢業，並有四年家庭保母經驗  
(B) 琳琳四技幼保系畢業，並於社會局登記合格保育員任滿二年  
(C) 青青高職幼保科畢業，並於社會局登記合格保育員任滿四年  
(D) 婷婷大學畢業，並於社會局登記合格保育員任滿二年 

43. 莉莉老師使用緩降機時示範了以下步驟： 
1將安全索套在腋下，束環束至胸口； 
2調節器至胸口不超過一臂長； 
3雙手拉緊調節器下一條繩索，攀出窗外，面向牆壁； 
4放開雙手，雙手保持高舉； 
5下降後立刻拿開安全索； 
6順勢拉繩索到頂，以便下一位使用。 
以上哪些步驟是不正確的？ 
(A) 第 1、2項 (B) 第 1、3項 (C) 第 2、4項 (D) 第 3、4項 

44. 當三歲的小丁跌倒，小腿出現瘀傷時，以下哪一項是老師適當的處理方式？ 
(A) 24小時內重複用冰布敷傷處 3至 4次，每次 15分鐘，24小時後改用溫濕布敷傷處 
(B) 24小時內重複用溫濕布敷傷處 3至 4次，每次 15分鐘，24小時後改用冰布敷傷處 
(C) 48小時內重複用冰布敷傷處 3至 4次，每次 15分鐘，48小時後改用溫濕布敷傷處 
(D) 48小時內重複用溫濕布敷傷處 3至 4次，每次 15分鐘，48小時後改用冰布敷傷處 

45. 當三歲的小民摔倒，右手臂骨折且割傷大量出血時，老師檢查傷口沒有異物後，最適合立
即施行的方法是： 
(A) 直接加壓止血法  (B) 手臂抬高止血法  
(C) 止血點止血法  (D) 止血帶止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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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青青托兒所的娃娃車的外觀具有以下特徵： 
1車窗玻璃貼有黑色紙，避免幼兒行動被偷窺； 
2車窗設有護網以防幼兒掉落； 
3安全門上貼有每個字 10公分大的紅色「安全門」標誌； 
4車子出入口階梯的每一階高度都為 30公分。 
根據 90年 3月新訂幼童專用車車身各部規格，以上外觀中有哪些項目不符規定？ 
(A) 第 2、3、4項  (B) 第 1、2、3項  
(C) 第 1、2、4項  (D) 第 1、3、4項 

47. 根據我國「兒童寄養辦法」第四條規定，受寄養父母應具備以下哪一選項的條件？ 
(A) 年齡均在三十歲至五十五歲之間，國中以上教育程度，結婚三年以上和諧相處 
(B) 年齡均在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國中以上教育程度，結婚兩年以上和諧相處 
(C) 年齡均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國中以上教育程度，結婚五年以上和諧相處 
(D) 年齡均在三十五歲至六十歲之間，國中以上教育程度，結婚兩年以上和諧相處 

48. 托兒所保育員王老師發現班上五歲幼兒小青自有繼母之後，身體常見明顯傷痕，精神恍
惚，神色驚慌，拒絕與別人交談。經王老師向鄰居打聽後知道：小青常遭繼母虐待，鄰居

勸阻無效。依照兒童福利法第十八條規定，王老師應如何處理？ 
(A) 約談小青的父親，請父親管制繼母的行為，否則報警處理  
(B) 約談小青的繼母，請她能將小青視為自己的孩子，並教她教導幼兒的方法  
(C) 於知悉實情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家暴中心報告 
(D) 這是別人家內事，不要多管，只要在托兒所內好好照顧小青 

49. 1989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並訂定每年哪一天為國際兒童人權日？ 
(A) 2月 28日 (B) 5月 4日 (C) 8月 27日 (D) 11月 20日 

50. 以下哪一種輔具是說話和肢體活動有困擾的人常用的溝通方式？ 
(A) 助聽器 (B) 溝通板  (C) 語言主機 (D) 聲語合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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