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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筆試 

 

※選擇題(請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單選題；答錯不倒扣)每題 2分，共 100分 

 

1.有關教保服務人員正確給藥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常見到服藥時間有飯前、飯後、睡前，所謂的「前後」，一般為五至十分鐘 

(B)為了讓幼兒能吃得下藥，藥物可與果汁、牛奶、茶及粥湯同時服用 

(C)對能接受吃藥且不抗拒的幼兒，可將藥物放入藥杯，再協助其服下並喝水 

(D)服完藥粉後要多喝開水，服完藥水則是五分鐘後再喝水 

 

2.幼兒園在規劃、運作有關健康安全的執行事項時，能以「系統化」運作思維，來建立

健康安全管理機制，請問「系統化」工作流程為何？ 

(A)規劃(Plan)→檢核(Check)→執行(Do)→改進(Action) 

(B)規劃(Plan)→執行(Do)→檢核(Check)→改進(Action) 

(C)規劃(Plan)→檢核(Check)→改進(Action)→執行(Do) 

(D)檢核(Check)→規劃(Plan)→執行(Do)→改進(Action) 

 

3.幼兒園中的運動會、畢業典禮、親子音樂會、親職講座等是屬於下列哪一種課程？   

(A)正式課程 

(B)潛在課程 

(C)非正式課程 

(D)空白課程 

 

4.在學習區中，甲幼兒在娃娃家把枕頭想像作嬰兒，餵它喝奶，乙幼兒在益智區玩大富

翁。若依皮亞傑(J. Piaget)對遊戲的分類，這兩位幼兒正在進行下列何種遊戲？ 

(A)甲：象徵性遊戲；乙：規則性遊戲   

(B)甲：練習性遊戲；乙：象徵性遊戲 

(C)甲：功能性遊戲；乙：規則性遊戲 

(D)甲：練習性遊戲；乙：功能性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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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據《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幼兒園點心與正餐時間，至少間隔一小時三十分鐘 

(B)每學年應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C)幼兒園每日應提供幼兒二十分鐘以上之出汗性大肌肉活動時間 

(D)午睡時間，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以不超過二小時為原則 

 

6.午餐時間，熱湯與飯菜剛送到班上。幼兒排著隊等待盛飯夾菜，一名幼兒不小心撞到

湯鍋，另一名幼兒手臂被灑出來的湯汁燙傷，湯汁份量大約有一個飯碗之多。下列緊

急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A)以流動的、水量不要太大的常溫水，沖洗燙傷部位十五到三十分鐘，然後儘快就

醫 

(B)儘快將燙傷部位之衣服撕下，避免沾黏 

(C)使用冰水沖洗或使用冰塊包布冰敷降溫 

(D)拿一件幼兒的替換衣物覆蓋傷口，然後儘快送醫 

 

7.有關效度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效度可以直接測量，無須從其他資料推論 

(B)效度是指測驗或評量工具的結果，而非工具本身 

(C)效度不是程度問題，而是全有或全無特質 

(D)效度是一種概括、普遍的特質 

 

8.下列有關教保服務人員為幼兒冷熱敷的敘述，何者正確？ 

(A)冷熱敷時，時間愈長愈有效 

(B)當幼兒痙攣時，可以使用冷敷以緩解不適 

(C)當幼兒被昆蟲咬傷時，可以使用冷敷減緩不適 

(D)當幼兒足踝扭傷時，立即用熱敷減緩不適並有助消腫 

 

9.大班的敏敏經常以後果來判斷行為的是非對錯，依皮亞傑(J. Piaget)的道德認知發展論，

敏敏最有可能是處於下列哪一個階段？ 

(A)無律階段    

(B)他律階段   

(C)自律階段   

(D)眾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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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老師常運用貼紙獎勵幼兒做個乖寶寶，是運用下列何種理論的主張？  

(A)人本理論    

(B)社會學習理論    

(C)認知建構理論   

(D)行為理論 

 

11.根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應履行下列哪些義務？ 

甲、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繳費             

乙、告知幼兒特殊身心健康狀況 

丙、參加幼兒園所舉辦的親職活動         

丁、參加幼兒園全園性課程發展會議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12.幼兒玩「1 2 3木頭人」遊戲時，要靠近當鬼的同伴、要停、要跑。下列何者是幼兒

玩此遊戲時運用較多的動作技能？ 

(A)精細動作技能    

(B)操作性動作技能    

(C)移動性動作技能    

(D)穩定性動作技能 

 

13.丁丁老師想要在學習區時間蒐集大雄破壞其他幼兒作品而起紛爭的行為原因與發生

經過，丁丁老師採用下列哪一種觀察記錄方法比較適合？  

(A)軼事記錄     

(B)樣本描述法     

(C)評定量表    

(D)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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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進行小組合作畫時，玲玲老師將 6位幼兒安排同一組，每一組成員均有大班與中班

幼兒。教師藉此種混齡小組成員的安排為幼兒搭建下列何種鷹架？ 

(A)回溯鷹架        

(B)同儕鷹架      

(C)語文鷹架     

(D)材料鷹架 

 

15.中班的王老師想了解班上幼兒之間的人際關係，下列何種評量方式最能滿足他的需

求？ 

(A)照片式社交評量法      

(B)幼兒氣質量表    

(C)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     

(D)綜合心理能力測驗(四至九歲適用) 

 

16.下列針對亞斯伯格症特徵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亞斯伯格症幼兒的動作常顯得笨拙  

(B)亞斯伯格症幼兒對特定事務有強烈的興趣 

(C)亞斯伯格症幼兒通常有智能及語言發展遲緩情形 

(D)亞斯伯格症幼兒對人多半較感興趣，但欠缺交友能力 

 

17.下列有關維高斯基 (L. S. Vygotsky)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強調遊戲是幼兒階段的主要活動 

乙、認知發展會因不同文化而有差異 

丙、每個人的認知發展一定都要經歷四個階段 

丁、社會經驗是影響幼兒知識建構的主要因素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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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哪幾項是泰勒(R. Tyler)認為課程設計的主要問題？ 

甲、如何有效組織學生的教育經驗？ 

乙、學校應該追求達成哪些教育目標？ 

丙、為達成教育目標，應提供哪些教育經驗？ 

丁、為提供各種教育經驗，資源投注是否合宜？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19.下列有關幼兒園餐點設計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點心與正餐之供應時間至少間隔二小時 

(B)早點提供的奶類應以調味奶為原則 

(C)為促進幼兒食慾，應以重口味的方式烹調 

(D)為了重視色、香、味，每樣菜色都應加入紅蘿蔔 

 

20.下列何種大肌肉活動，最適合二至三歲幼兒的班級？ 

(A)進行來回折返跑比賽，看哪一組較快完成 

(B)用腰部搖呼拉圈，比賽看誰搖的次數最多 

(C)播放有動物叫聲的音樂，隨著音樂做出動物特徵的動作 

(D)玩二人三腳遊戲，看哪一組最有默契 

 

21.幼兒園應為每位幼兒實施幼兒發展篩檢，下列有關發展篩檢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將「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發給家長填寫即可 

(B)實施結果若為正常不須通知家長，疑似發展異常個案則需通知家長 

(C)「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是診斷性測驗，須由專家施測 

(D)「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若有一項非星號的題項落入網底，老師應介入輔導 

 

22.兒童發展理論中強調個人內在因素、環境和行為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與關聯性，被

視為交互決定論的是下列哪個學派？ 

(A)社會學習論 

(B)行為主義 

(C)成熟理論 

(D)新行為分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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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下列有關形成性評量的敘述，何者正確？ 

(A)開學時老師設計生活自理闖關活動，讓幼兒操作並記錄發展情形 

(B)在學期結束前，依據這學期教學目標設計檢核表檢視幼兒學習成果 

(C)在教學過程中持續收集幼兒作品，了解並分析幼兒的學習情形 

(D)與家長約談，了解在家中父母對幼兒的教養情形 

 

24.當觀察到幼兒有下列何種徵候時，可能是視力有異常，應該建議家長帶幼兒至兒童

眼科就診？ 

甲、模仿寫字時筆順不正確 

乙、專注看東西時常瞇眼睛或用手遮眼 

丙、不喜歡拼圖、走迷宮等用眼的活動 

丁、害怕黑暗的房間 

(A)甲乙 

(B)乙丙 

(C)乙丁 

(D)丙丁 

 

25.發燒是幼兒生病時常見的症狀，當幼兒在幼兒園突然發燒，教保人員除了聯絡家長

外，必須立即隔離生病的幼兒，並給予發燒的照護措施，下列照護措施的敘述，何

者正確？ 

甲、鼓勵幼兒攝取適量的水份 

乙、協助幼兒臥床休息或安排靜態活動 

丙、增加室內溫度或增加被蓋 

丁、持續測量體溫並觀察是否有其他病狀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26.下列有關學習區規劃的敘述，何者正確？ 

(A)各學習區內容每學期更換一次，以避免幼兒找不到 

(B)學習區要依據幼兒深入探究的議題，提供不同層次的材料 

(C)學習區材料應放置在教室中，走廊及戶外不適合規劃學習區 

(D)學習區空間大小應在學期初就固定，避免學期中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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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有關《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實施通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教保服務人員須關照有特殊需求的幼兒，提供合宜的教育方式 

(B)配合統整的教保活動課程計畫，重視動態和團體學習活動 

(C)積極建立幼兒園與家庭網絡，並被動式參與社區活動 

(D)根據幼兒學習指標編擬教保活動課程計畫 

 

28.有關「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課程目標的敘述，下列何者是屬於「協調與控制」的

課程目標？ 

甲、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活動 

乙、熟練並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丙、熟練各種用具的操作 

丁、模仿身體操控活動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丙丁 

 

29.陳老師前幾天發現小璇衣服沒有換洗，昨天看見小璇的大腿有兩處捏痕的瘀青，且

常無來由的哭泣。今日陳老師要量額溫時，發現小璇左眼角有刮傷且有些微出血。

經詢問小璇，才知道其寄養家庭父母，於今日早上五點，讓小璇脫光衣服站在門外

到天亮。依據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理守則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

陳老師應如何積極處理？ 

(A)立即打電話給家長告知幼兒身上有傷口，請家長帶至醫院就醫 

(B)繼續觀察小璇身體變化並做紀錄 

(C)與搭班老師、教保組長、園長開會討論，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教育局與相關單位 

(D)提供家長親職教育資訊，暗示家長應給予小璇安全的照護 

 

30.關於幼兒情緒特徵，以下敘述何者較不正確？ 

(A)幼兒情緒反應是短暫的，容易因為需求被滿足而轉換情緒狀態 

(B)幼兒情緒表達通常較為間接且溫和，乃因幼兒情緒尚未分化 

(C)幼兒情緒反應有很大的個別差異，當出現令人害怕的事物，有的幼兒會哭泣，有的

則呆若木雞 

(D)幼兒的負面情緒常會以其他行為表現，如尿床、咬手指甲或頻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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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老師帶幼兒到戶外撿葉子，回到教室後請幼兒分享大家撿到的葉子之間有哪些一樣

及不一樣？此活動最能夠讓幼兒練習到哪幾種科學方法？ 

甲、觀察 

乙、比較 

丙、排序 

丁、推論 

戊、發表 

(A)甲丁戊 

(B)甲乙戊 

(C)乙丙丁 

(D)甲乙丙 

 

32.《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幼兒園每日須均衡的提供六大類

食物。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民國 107年 10月公告的新版《國民飲食指標

手冊》，下列有關六大類食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六大類食物為：五穀根莖類、奶類、魚肉蛋豆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 

(B)六大類食物為：全穀根莖類、魚肉蛋奶豆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堅果類 

(C)六大類食物為：五榖雜糧類、豆魚蛋肉類、乳品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與堅果

種子類 

(D)六大類食物為：全榖雜糧類、豆魚蛋肉類、乳品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與堅

果種子類 

 

33.小明每次在學習區時間都會選積木區，他建構的彈珠軌道有三層高，且每週都出現

新的搭建方法。但五月中旬，家長透過聯絡簿，希望陳老師能鼓勵小明嘗試其他學

習區。下列有關陳老師對於家長建議之回應，何者較為適當？ 

(A)隔天開始，請小明選擇其他學習區至學期結束 

(B)請家長參考多元智能理論，了解數學邏輯可能是小明的優勢智能 

(C)以作息表向家長解釋，除了學習區時間可供幼兒自主探索與學習外，尚有團體與小

組時間可安排學習其他活動 

(D)安排小明在學習區時間，前半小時到其他學習區，後半小時再回到積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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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根據全國教保資訊網所提供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倫理守則，其大致分成哪

三個面向？ 

(A)看待個人；對待幼兒；面對家長 

(B)實施教保服務；個人專業成長；與同事合作 

(C)確保幼兒健康與安全；性別平等；族群平等 

(D)對幼兒及其家庭；對同事、機構與部屬；對專業及社會 

 

35.「觀察」是促進幼兒認知發展的重要能力，下列有關觀察之教學活動，何者較不正

確？ 

(A)將天竺鼠絨毛玩具置於不透明箱子裡，讓幼兒伸手觸摸，透過手與皮膚的觸覺，

體驗天竺鼠之觸感 

(B)幼兒若使用圖像和數字符號記錄觀察到的訊息，此為蒐集訊息能力 

(C)進行觀察時，應引導幼兒每次觀察一個面向 

(D)提供放大鏡或紙捲筒，協助幼兒觀察物體的特徵，以建構物理性知識 

 

36.依據《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水龍頭間距至少 40 公分，水龍頭得採分散設置 

(B)學習活動區桌面的照度至少為 350勒克斯(Lux)以上 

(C)水龍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設置於盥洗室(含廁所)內 

(D)招收幼兒人數達 101 人以上之幼兒園應獨立設置健康中心 

 

37.高登(T. Gordon)提倡的父母效能訓練(P.E.T)的親職教育方案是以何種理論為基礎？ 

(A)人本心理學派 

(B)行為學派 

(C)認知學派 

(D)心理動力學派 

 

38.有關幼兒教學評量的敘述，何者錯誤？ 

(A)應採用多元評量方式 

(B)實作評量兼顧歷程與結果  

(C)實作評量的結果可推論性較高 

(D)評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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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下列何者是「語言發展具有敏感期」最好的支持？ 

(A)孩子對「兒語」呈現特別敏銳的現象 

(B)人類具有專司語言處理功能的生理器官 

(C)事實證明，成人及孩子都能學習第二語言 

(D)當大腦語言區有損傷時，孩子比大人更有機會恢復語言功能 

 

40.對方案教學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教師視幼兒為專家 

乙、主題都是由幼兒訂定 

丙、幼兒的學習動機來自外部的誘因 

丁、學習成果由幼兒自行負責 

戊、選擇方案時應考量幼兒所在地區的情境脈絡 

(A)甲乙 

(B)甲戊 

(C)丙丁 

(D)丙戊 

   

41.根據史特恩(W. Stern)對幼兒語言發展的研究，何者錯誤？  

(A)咕咕期(Cooing)幼兒開始發出類似母音 

(B)幼兒單字句期常以「電報」的方式使用語言 

(C)「命名爆炸」時期約在一歲半到二歲 

(D)開始使用代名詞(如我、他、你)在文法期 

 

42.關於觀察的敘述說明，下列何者不適當？ 

(A)教保員進行觀察，必須具有等待以了解真相的能力，此種等待即是「專注的等待」 

(B)教保員對幼兒的了解越多，教保員的觀察結果便有越大的差異與精確性 

(C)教保員進行觀察時，會隨時隨地進行觀察，並依據對幼兒的觀察結果調整對幼兒的

回應 

(D)教保員進行觀察時，必須全心全意，運用本身的主觀意識，對所觀察到的幼兒行

為予以評斷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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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關氣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反應強度是指引起幼兒某種反應的刺激量 

(B)適應性是指幼兒第一次接觸人、事、物時所表現的態度 

(C)活動量是指幼兒在全天的活動中所表現的節奏快慢與活動多寡 

(D)注意力分散度是指幼兒遇到困難或挫折時，堅持原活動的傾向 

 

44.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了培養幼兒的空間知覺，可採用下列何種遊戲活動？ 

(A)在日曆上指認假日與數字的遊戲 

(B)玩開車的遊戲，駛向前或後退，向右彎或左拐等  

(C)將兩個同型式杯子裡的水，分別倒進兩個不同型式的容器內 

(D)以兩團一樣大的黏土，一團保留原來形狀，一團搓成長條形的東西 

 

45.弈凱正在玩一組拼圖，突然停下來不知該如何進行，范老師在旁觀察後說：「你能

像之前拼正方形那樣拼這一片嗎？」在此一問題解決情境中，范老師運用了下列哪

一種策略來協助弈凱？ 

(A)扮演記憶庫的角色     

(B)引起對目標的注意  

(C)按部就班建構任務     

(D)將任務分成小區塊  

 

46.關於幼兒園班級經營常使用的行為改變技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促進幼兒學習動機可用重複練習方法 

(B)隔離(time out)是指出現不好的行為，請幼兒接受嫌惡事物 

(C)在學習歷程中使用身體提示方法最容易退除(fading) 

(D)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是因為增強物移除，增加該行為再發生的機會 

 

47.羅老師在烹飪區進行活動，但是曉瑩手部沒有足夠的力氣挖冰淇淋，因此讓曉瑩排

在同儕幼兒後面，等待冰淇淋融化一些再挖，自然地提高其參與程度，羅老師此一

活動的調整策略為何？ 

(A)隱性支持 

(B)顯性支持 

(C)同儕支持 

(D)活動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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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下列關於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語-2-3 敘說生活經驗」的四項

學習指標，依照幼兒發展需要而分年齡層之順序為何？ 

甲、敘說一個經歷過的事件 

乙、敘說包含三個關聯事件的生活經驗 

丙、建構包含事件開端、過程、結局與個人觀點的經驗敘說 

丁、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丙 

(C)乙甲丙丁 

(D)乙甲丁丙 

 

49.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下列何者適合為五至六歲幼兒「美感領域」

的學習指標？ 

(A)欣賞視覺藝術創作，描述作品的內容 

(B)以哼唱、打擊樂器或身體動作反應聽到的旋律或節奏 

(C)以表情或肢體動作表達家人、朋友或動物的情緒 

(D)欣賞戲劇表現，依個人偏好說明其內容與特色 

 

50.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不得進行身心

虐待之行為，違反此規定將受到何種處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A)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B)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試題至此為止 



宜蘭縣 108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筆試試題 

建議答案 

科目：教保概論與教保活動設計 

  

說明： 

※應考人對試題或本建議答案如有疑義時，請於 108年 6月 16日(星期日)15:00前，填具試

題疑義申請表後，以傳真方式向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提出申請(電話：03-9323795

分機 1901，林小姐，傳真：03-9364070)，並電話確認收件事宜，逾時不予受理。 

※試題疑義釋復結果，將於 108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13:00 前，公佈於宜蘭縣教育資訊網

(http://www.ilc.edu.tw)及宜蘭縣 108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系統

(http://exam.i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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