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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筆試統一命題試題卷 

科目名稱：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本試題卷為單選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 

 

1. 有關幼兒感染輪狀病毒腸胃炎的照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幼兒在感染初期需要補充水份 

(B) 主要的感染途徑是糞口傳染 

(C) 一般給予抗生素之特效藥治療 

(D) 患者使用的物品，放置強烈陽光下曝曬可達消毒效果 

 

2. 當地震或颱風等災難事件後，幼兒可能因為親身經歷或聽聞災難事件面臨創傷症候群，教

保服務人員可以採取的輔導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在幼兒面前表現極度悲傷和難過，讓幼兒知道災難事件來臨時，誰都無法挽回 

(B) 當幼兒抒發心中焦慮與不安時，試圖忽視並安慰他「這一切只是你的想像」 

(C) 協助幼兒克服黑暗和搖晃恐懼，利用黑暗密室讓幼兒習慣黑暗的感覺 

(D) 讓幼兒參與防災準備的工作，建立對於控制災難的「我能感」 

 

3. 幼兒行為觀察記錄方式「任何時間；觀察者認為重要的行為；簡單描述紀錄」請問以上敘

述為下列何項觀察法？ 

(A) 事件取樣法 

(B) 樣本描述法 

(C) 時間取樣法 

(D) 軼事記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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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幼兒週歲後能逐漸展現許多的動作技動的精細化，這是因為腦神經細胞何種變化所致？ 

(A) 大腦細胞增生 

(B) 小腦細胞分化 

(C) 神經纖維髓鞘化 

(D) 樹突及軸突的連結 

 

5. 根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13條幼兒園實施教保活動課程敘述，下列何者正

確？ 

甲、以統整方式實施，建立活動間之連貫性，不得採分科方式進行 

乙、以自行發展為原則，並應自幼兒生活經驗及在地生活環境中選材 

丙、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丁、落實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品德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甲、丙、丁 

(D) 乙、丙、丁 

 

6. 根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目前在幼兒園引導幼兒學習情緒能力時，共有以下4個

重點能力，可供參考: 下列敘述最佳答案的組合為何？ 

甲、學會「覺察與辨識」自己、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乙、能合宜地以語言或非語言「表達」自己、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丙、能「理解」自己、他人和擬人化物件情緒產生的原因 

丁、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  

(A) 甲、乙、丙、丁 

(B) 甲、乙 

(C) 甲、乙、丁 

(D) 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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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28條教保服務人員對所照顧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

監護人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如果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二十八條

規定者，應受到以下什麼罰則？ 

(A)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B)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C)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D)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8. 幼兒園星星班進行校外教學時，郁翎老師發現孫甫滿臉通紅、精神不佳，以手觸摸其身

體，發現其皮膚又熱又乾。孫甫的症狀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A) 熱痙攣 

(B) 熱衰竭 

(C) 中暑 

(D) 燒燙傷 

 

9. 關於啟發幼兒智力發展的方法，下列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提供足夠、適當的刺激 

(B) 提供優美詞句反覆背誦 

(C) 大人多參與幼兒的活動 

(D) 提供更豐富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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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皮亞傑（J. Piaget）的觀點，有關物體恆存（object permanence）概念的描述，

下列何者正確？ 

(A) 物體恆存概念開始出現在具體運思期 

(B) 物體恆存概念的出現，是因為兒童已經具備抽象思考能力 

(C) 具有物體恆存概念的嬰兒，不會因為某物體在他面前消失，就認為它不存在 

(D) 物體恆存概念指的是物體某方面的特徵，將不因其另方面特徵的改變而改變 

 

11. 教保人員如何評估提供的親職教育方案是否有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幼兒園辦理活動應該不計成本，成本效率評估非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方案的評估項目 

(B) 教保人員辦理親子活動前，可以先對幼兒園場地進行適切性評估，若空間太小，無法

辦理跑步或滾球等親子運動會，則需商借鄰近國小場地辦理 

(C) 親師聯絡本每天撰寫、但期末的教學分享會僅有一次，從效力評估指標分析，後者的

服務量低於前者 

(D) 教保人員發下班刊後，可以透過家長在班刊的意見回饋評估家長是否了解幼兒園進行

的課程活動 

 

12. 有關我國0到未滿5歲育兒津貼政策，第一階段（2021年8月-2022年7月）與第二階段

（2022年8月起）之規劃內容，下列何者錯誤？ 

(A) 第一階段，第一胎每月發放 3,500 元 

(B) 第二階段，第二胎每月發放 6,000 元 

(C) 第一階段，第三胎以上每月發放 4,500 元 

(D) 第二階段，第一胎每月發放 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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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四位幼兒園老師的親師聯絡本內容，何者為正確的託藥與餵藥方式？ 

(A) 「親愛的家長，今天有幫玲玲餵鈣片了。」 

(B) 「親愛的家長，今天中午小新吃藥的時間是 12點 30分。」 

(C) 「親愛的家長，今天凱凱突然發燒，暫時先用保健室的栓劑退燒，麻煩您放學後記得

帶凱凱去看醫生。」 

(D) 「親愛的家長，早上 10點小惠吃完退燒藥之後，體溫一直沒有降下來，所以 12點再

給小惠吃一次退燒藥喔!」 

 

14. 為嬰兒選擇圖畫書的原則為何？ 

  甲、不易撕破 

  乙、圖大而單純 

  丙、語文口語化 

  丁、寓言故事 

  戊、以日常生活周遭常見事物為主 

(A) 甲、乙、丙、戊 

(B) 甲、乙、丙 

(C) 甲、乙、丁 

(D) 乙、丙、丁 

 

15. 以下有關「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課程設計之描述，何者為非？ 

(A) 教保服務人員需依幼兒的表現與興趣彈性調整課程 

(B) 教保服務人員必須反思課程設計能否發展幼兒問題解決思考歷程能力 

(C) 課程內容可試著讓幼兒思考資料蒐集與整理之方式 

(D) 課程主題目標達成後才能設計新的課程，以讓幼兒能系統獲得有意義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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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反思自己的語文教學？有關教保服務人員的做法，下列敘述何者較不

妥？ 

(A) 對幼兒說話時語氣和緩、符合幼兒可理解的用語 

(B) 提問的時候可以邀請不同的幼兒 

(C) 提供足夠的時間讓幼兒自己敘說生活經驗 

(D) 盡量鼓勵幼兒多以口語表達，盡量減少肢體動作或圖像表達的活動 

 

17. 關於社會建構學習理論在教育上的應用，下列何者正確？ 

(A) 合作學習 

(B) 發現學習 

(C) 自主學習 

(D) 多元學習 

 

18. 下列有關教保人員撰寫親師聯絡本的敘述，何者最能展現教保人員的專業度？ 

(A) 「小惠今天忘記帶餐盒，QQ！」 

(B) 「小惠在學習區練習用積木建構彈珠軌道，排出上下兩層的立體空間，小惠的空間概

念已經逐漸發展。」 

(C) 「小惠今天午餐吃兩碗。」 

(D) 「小惠很愛打人，今天動手打同學兩次，請家長回家要注意。」 

 

19. 蒙特梭利教育中的的金屬嵌圖板教具，被歸類為以下哪一類教具？ 

(A) 日常生活類教育 

(B) 感官教具 

(C) 語文教具中的書寫前練習 

(D) 算術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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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之規定，幼兒園規劃校外教學時，下列敘述何者

錯誤？ 

(A) 照顧者與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人數比例不得逾一比八 

(B) 照顧者與與二歲以上未滿三歲之幼兒人數比例不得逾一比四 

(C) 對有特殊需求之幼兒，得安排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志工一對一隨行照顧 

(D) 需乘車者，應備有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21. 依據幼兒身體動作發展，下列大肌肉活動設計最適合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 

(A) 溜直排輪 

(B) 以雙手接住反彈的球 

(C) 定點向前踢球 

(D) 跑步跳過障礙物 

 

22. 下列有關丁丁幼兒園的描述，何者違反《幼兒園教保活動實施準則》的規定？ 

(A) 園長室設置於幼兒園二樓 

(B) 幼兒園提供五位幼兒過夜服務 

(C) 二歲以上未滿三歲的幼幼班和小班的戶外大肌肉活動時間同時安排在上午 10:00-

10:30戶外遊戲場 

(D) 幼兒園每學期應幫幼兒測量身高、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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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幼兒園開學日，新生小毅的媽媽在教室時，小毅開心的到處探索，媽媽要離開時，小毅

變得很緊張不安。不過下午媽媽來接小毅時，小毅開心地迎向媽媽。另一位新生小米，則

是緊緊跟在媽媽身邊，媽媽離開時，表現出緊張不安而且生氣，媽媽回來時，拒絕媽媽抱

他。依照上述情境描述，小毅和小米最有可能屬於安士渥斯(Ainsworth)的哪一種依附類

型？ 

(A) 小毅：安全型依附  小米：抗拒型依附 

(B) 小毅：逃避型依附  小米：安全型依附 

(C) 小毅：紊亂型依附  小米：逃避型依附 

(D) 小毅：安全型依附  小米：逃避型依附 

 

24.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保育人員知悉兒童有受虐待、疏忽或其它傷害之情事，而

未向主管機關通報者，將受何種處分？ 

(A) 停職 

(B) 取消保育人員資格 

(C) 監禁 24小時 

(D) 罰鍰 

 

25. 敏智在追逐遊戲中不小心跌倒扭傷，淑惠老師幫他進行冰敷，下列有關冰敷的處理方

式，何者正確？ 

(A) 冷敷以 20分鐘為原則 

(B) 不須注意溫度的控制 

(C) 在受傷 24小時後進行 

(D) 適用於血液循環不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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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保服務人員對於情緒障礙的幼兒，下列何者不是有效的教學輔導策略？ 

(A) 利用正增強增加正確行為 

(B) 提高對幼兒學習成就的期待 

(C) 尊重支持幼兒在危機中的感覺 

(D) 利用自我管理教導自我負責 

 

27. 下列有關嬰兒前語言發展的順序，哪一項正確？ 

(A) 哭聲→咕咕發音期→牙牙學語期 

(B) 牙牙學語期→咕咕發音期→哭聲 

(C) 咕咕發音期→牙牙學語期→哭聲 

(D) 咕咕發音期→哭聲→牙牙學語期 

 

28. 教保人員直接用手將坐在地板的幼兒單手強力拉起，導致幼兒手肘脫臼，幼兒園家長控

告教保人員照顧疏失導致幼兒受傷。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幼兒園家長需要先對幼兒園提出異議，若家長對於幼兒園的回覆不滿意時，才能提出

申訴 

(B) 申訴的期間從家長收到幼兒園回覆之後的半年內都可以提出申請 

(C) 如果家長不願意姓名曝光、影響子女就學權益，可以採取匿名申訴 

(D) 教育局(處)調查期間不公開，幼兒園的說明書不需要提供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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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認知領域教學的實施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幼兒整理訊息時，老師可以引導幼兒採取對應原則，例如兩隻相同顏色的襪子配在一

起 

(B) 幼兒蒐集訊息時，如果幼兒無法記錄數量不用勉強 

(C) 幼兒計算物件時，不一定要依照數字 1,2,3,4,5…的順序進行 

(D) 當幼兒回答「這棵青菜長比較高。」老師可以提醒幼兒使用工具測量「長度」 

 

30. 若關於1歲前後嬰兒情緒與社會發展的敘述，下列那一項敘述有誤? 

(A) 已有分辨、對照顧者及陌生人做出親疏反應的能力 

(B) 亦能享受與人之間的情緒交流 

(C) 有模仿行為，也有主動引起他人注意及表達需求的非口語溝通能力 

(D) 有想像性、互動性及扮演成分的，如扮家家酒，並能理解且遵守簡單的團體規則 

 

31. 美琪獨自在美勞區畫圖，一面畫，一面自言自語地說「我想在這畫一個房子…畫好了，

好像畫太大了，紙張不夠，再畫一張好了。」請問是屬於下列哪一種的自我中心語言？ 

(A) 獨語 

(B) 反覆語 

(C) 集體獨語 

(D) 平行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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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遊戲治療運用於幼兒過動與焦慮症狀，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 遊戲治療通常以非威脅性的溝通形式，以玩具為媒介取代語言溝通 

(B) 遊戲治療執行最為簡便，即使教保服務人員未受過專業訓練都可以使用扮演區的物件

進行 

(C) 遊戲治療過程中，嘗試讓兒童將其想法或感覺投射於遊戲的物件 

(D) 可以引導幼兒透過說故事的方式，辨識故事中主角的感受，或者透過玩偶角色扮演形

成情感投射 

 

33. 有關兒童發展的階段性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階段之間以非台階式的交叉重疊方式進行之 

(B) 發展是連續的過程 

(C) 嬰幼兒以等速度的順序性與方向性循序漸進不斷的發展 

(D) 具有由頭到尾、由中心到邊緣、由籠統到分化發展的特性 

 

34. 關於腸病毒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通常潛伏期大約 3-10天，平均約 5-6天 

(B) 發病後 3天內傳染力最強 

(C) 主要經由腸胃道或呼吸道傳染 

(D) 少數沒有症狀或只出現類似感冒的輕微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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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四歲的昌瑾將桌子上的彈珠一顆顆丟到地上，媽媽發現後，大聲的說：「你再丟！你再

丟！」於是，昌瑾就繼續將彈珠丟在地上。從語言發展的角度來看，昌瑾的下列何者能力

較為不足？ 

(A) 語意 

(B) 語法 

(C) 語音 

(D) 語用 

 

36. 私立翔祐幼兒園希望能協助推動社區活動及社區親職教育，計畫利用假日開放幼兒園，

辦理親職教育講座、親子活動和開放遊戲場。翔祐幼兒園可以向所在地的教育局(處)提出

計畫，成為下列哪一種中心？ 

(A) 家庭教育中心 

(B) 社區公共托育中心 

(C) 社區托育資源中心 

(D) 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37. 小君把一堆不同顏色的玩具汽車同時依照顏色和種類分類為紅色汽車、藍色汽車、紅色

卡車、藍色卡車四種，小君的分類能力到達皮亞傑(J. Piaget)所說的哪一個階段？ 

(A) 具體操作期 

(B) 運思準備期 

(C) 具體運思期 

(D) 正式運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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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憲鈞在上水彩課時，知道黃色加藍色可以調成綠色，請問是屬於下列哪個心理活動？ 

(A) 想像 

(B) 推理 

(C) 理解 

(D) 判斷 

 

39. 平平和安安在建構區試著用積木堆疊一座城堡，上面描述符合幼兒的哪一種遊戲的類

型？ 

(A) 戲劇性遊戲 

(B) 有規則的遊戲 

(C) 建設性遊戲 

(D) 功能性遊戲 

 

40. 耀先看到陳樂在哭，他放下手邊的玩具而望著陳樂，想著對方為何哭與我有關嗎？但無

回應與情緒表現，請問是屬於情緒符號互動論的哪一個類型？ 

(A) 不反思與情緒的 

(B) 反思與情緒的 

(C) 反思與無情緒的 

(D) 不反思與無情緒的 

 

41. 有關皮亞傑(J. Piaget)認知發展四階段內容之敘述，何者為真？ 

(A) 「感覺動作期」應是提供感官性刺激物，以利智能發展 

(B) 「具體運思期」缺乏保留能力 

(C) 「形式運思期」無法做抽象思考 

(D) 四至七歲的幼兒屬於「感覺動作期」之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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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當幼兒園大班智崴在學習區玩的玩具被其他幼兒搶走而感到委屈時，他會忍住不哭，

等看到若妤老師過來時才放聲大哭」，表示智崴已具有下列何者的情緒能力？ 

(A) 情緒理解 

(B) 情緒調節 

(C) 情緒覺察與辨識 

(D) 情緒表達 

 

43. 利用說故事的方法，把幼兒害怕的事物編成故事，由故事中說明該事物並不可怕，請問

是屬於下列何種恐懼情緒輔導方法？ 

(A) 分散注意力 

(B) 比擬法 

(C) 社會學習法 

(D) 交替學習法 

 

44. 從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角度談論幼兒園、家庭與社區的關係，家長角色適當與否助長了

不同理論觀點的形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制度歧視論認為教育機構對低下階層父母和學生存有偏見、歧視、疏忽 

乙、家庭缺失論認為父母或問題家庭被視為家長參與程度低的問題核心 

丙、包容論強調幼兒的學習成效最終仍取決於家庭 

(A) 甲、乙 

(B) 甲、丙 

(C) 乙、丙 

(D) 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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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陳樂先學會靠著坐，然後再學會獨立坐，請問符合下列哪個發展原則？ 

(A) 從首到尾的發展 

(B) 由近到遠的發展 

(C) 簡單到複雜的發展 

(D) 由已知到未知發展 

 

46. 下列有關幼兒時期情緒發展現象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兩個月的小嬰兒中樞神經機制已經成熟會自我安撫情緒 

(B) 兩歲幼兒收到不喜歡的禮物會假裝高興 

(C) 三歲幼兒已能夠和他人討論自己的情緒經驗 

(D) 四歲幼兒仍處在自我中心階段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47. 下列何者屬於「訊息類文本」？ 

(A) 漫畫 

(B) 偶戲 

(C) 圖畫書 

(D) 摺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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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般教保人員對情緒行為障礙幼兒的教學重點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甲、為有效降低其反抗行為，應重視其不當行為，並和幼兒討論解決 

乙、逐漸介紹新的教材，先讓幼兒做喜歡的活動，再慢慢加入新教材 

丙、讓幼兒說出令他焦慮的事件，利用角色扮演練習其他反應方式 

丁、降低與學習無相關活動，以免干擾其他幼兒的學習活動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甲、丙、丁 

(D) 乙、丙、丁 

 

49. 剛開學時小班的洋洋哭鬧著找媽媽，鈞鈞便走過去拍拍他，像個大哥哥一樣，安慰他不

要哭，並想一些點子幫洋洋度過找媽媽的傷心時刻，請問這是符合下列哪種利社會行為？ 

(A) 陪伴哭泣現象 

(B) 同理心的萌芽 

(C) 分享與關懷 

(D) 分享與合作 

 

50. 有關認知發展觀點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皮亞傑(J. Piaget)的理論被稱為「社會建構取向」 

(B) 維高斯基(L. S. Vygotsky)的理論被稱為「個人建構取向」 

(C) 維高斯基(L. S. Vygotsky)的觀點，自我中心語言是無用的，反映出幼兒思考缺陷 

(D) 皮亞傑(J. Piaget)的觀點，當幼兒克服了他們的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語言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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