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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95學年度大學日間部轉學招生考試 

幼兒教育概論         適用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一、簡答題:(每題4分，共20分) 

1. 我國的幼稚教育宗旨。 
2. 幼稚教育法中對於「幼稚園班級人數及教師編制」的規定。 
3. 幼稚教育法中對於「幼童上下學交通安全」的規定。 
4. 幼稚園教育的課程內容領域。 
5. 「實施幼稚教育之機構為幼稚園」這項規定的明確法源。 

二、問答題:(10分) 

在幼稚園遊樂設備中，列舉幼稚園可能設置的5個遊樂設備，及說明各個遊樂

設備的教育意義。 

三、選擇題:(每題2分，共70分) 

1. 在同一時間內，對不同年齡的人做測量，以了解不同年齡群組之間差異關係之
方法稱為：  

(Ａ) 縱貫法                      (Ｂ) 系列分層法 

(Ｃ) 橫斷法                      (Ｄ) 實驗法 

2. 刺激嬰兒腳底時，腳趾向外伸張，此一反射現象，稱為：  
(Ａ) 吸吮反射                     (Ｂ) 擁抱反射 

(Ｃ) 巴賓斯基反射                 (Ｄ) 踏步反射                           

3. 母親懷孕後，第幾個月為胎兒重要器官的發育期？  
(Ａ) 頭三個月                     (Ｂ) 五個月 

(Ｃ) 六個月                       (Ｄ) 七個月 

4. 在嬰幼兒的氣質特徵中，對第一次接觸的人表現接受或拒絕的反應，這是 
(Ａ) 反應強度                     (Ｂ) 反應閾 

(Ｃ) 趨避性                       (Ｄ) 堅持度 

5. 佛洛依德(Frued)與艾瑞克森(Erikson )二人所提到之人格發展理論，下列敘述
何者不正確？  

(A) 二者皆強調早期經驗的重要性  
(B) 佛氏強調性本能；艾氏強調社會文化因素 
(C) 佛氏人格發展階段只討論到青春期；艾氏主張人格到了成人期尚會繼續發
展，擴及一生 

(D) 艾氏強調人格的早期固定成型，佛氏則強調人格發展在各階段有補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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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著有「愛彌兒」一書，其教育思想主張兒童的教育應順應自然，而有「自然主
義之父」之稱者為: 

(Ａ) 裴斯泰若齊                   (Ｂ) 盧梭 

(Ｃ) 皮亞傑                       (Ｄ) 杜威 

7. 下列幼兒遊戲行為，何者發生最晚？  
(Ａ) 穿珠                         (Ｂ) 溜滑梯 

(Ｃ) 比賽勝負遊戲                 (Ｄ) 玩積木 

8. 曾將「園丁比喻教師，花園比喻學校，幼兒比喻為花草」的教育先哲為？ 
(Ａ) 福祿貝爾(Froebel)            (Ｂ) 柯美紐斯(Comenius) 

(Ｃ) 裴斯泰若齊(Pestalozzi)       (Ｄ) 盧梭(Rousseau) 

9. 下列何者是幼稚園的地方主管機關？ 
(Ａ) 縣市社會局                   (Ｂ) 縣市教育局 

(Ｃ) 省社會處                     (Ｄ) 中央內政部 

10.幼兒學習的原則是  

(Ａ) 由實物→符號→圖像           (Ｂ) 由圖片→實物→符號 

(Ｃ) 由符號→圖片→實物           (Ｄ) 由實物→圖像→符號 

11.下列何者特指人類大腦左、右半球開始負責不同的功能? 

(Ａ) 發展(development)            (Ｂ) 功能化(function) 

(Ｃ) 分化(lateralization)         (Ｄ) 成熟(mature) 

12. 下列何者是幼兒期最常見的攻擊型式，其主要目的是達到某種目標而非傷害別人。 
(Ａ) 偶發的攻擊                   (Ｂ) 工具的攻擊 

(Ｃ) 表達的攻擊                   (Ｄ) 破壞的攻擊 

13.下列何者指多個幼兒一起遊戲時，各玩各的，彼此漠不關心的現象? 

(Ａ) 平行遊戲                     (Ｂ) 獨自遊戲 

(Ｃ) 合作遊戲                     (Ｄ) 團體遊戲 

14.五歲的美美觀察兩管的水量相等，然後將其中之一倒入口徑比較大的另一試管

中。如果美美指出兩管的水量仍然相等，表示她已發展了下列哪一個概念? 

(Ａ) 數量保留概念                 (Ｂ) 長度保留概念 

(Ｃ) 面積保留概念                 (Ｄ) 容量保留概念 

15.下列何者描述與生俱來的個性差異。通常包括嬰幼兒活動量、適應性、趨避性、

情緒本質等項。 

(Ａ) 人格(personality)            (Ｂ) 個性(character) 

(Ｃ) 氣質(temperament)            (Ｄ) 興趣(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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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列何者說明幼兒如果焦慮、缺乏信心及低學習動機的語言學習者，幼兒會自

動漏掉一些有意義的語言訊息 

(Ａ) 監控假說                     (Ｂ) 比馬龍效應說 

(Ｃ) 語言敏感期假說               (Ｄ) 情意濾網假說 

17.下列何者指在社會計量法中不受人喜歡且被少數同儕提名的孩子? 

(Ａ) 受歡迎型                     (Ｂ) 友善型 

(Ｃ) 被拒絕型                     (Ｄ) 被隔絕型 

18.下列何者指感受或體會另一個人的觀點、態度及感覺? 

(Ａ) 角色扮演                     (Ｂ) 角色取代 

(Ｃ) 角色功能                     (Ｄ) 刻板印象 

19.根據J.Piaget的研究，幼兒在下列哪個階段發展出物體恆存? 

(A) 感覺運動期(sensony motor stage) 
(B) 運思預備期(preoperational) 
(C) 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D) 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20.下列何者是Vygotsky所稱的一種智力結構脈絡，孩子在其間幾乎(但並不完全)

自己操作某個作業? 

(A) 趨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B) 合作學習區(zon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C) 社會互動區(zone of social mteraction) 
(D) 精熟學習區(zone of mastery learning) 

21.下列哪一個比例最接近新生兒? 

(Ａ) 頭部佔身長的四分之一         (Ｂ) 頭部佔身長的五分之一 

(Ｃ) 頭部佔身長的六分之一         (Ｄ) 頭部佔身長的八分之一 

22.下列哪一個人格元素於五、六歲開始發展，代表父母和其他人傳遞給幼兒的種

種價值觀念? 

(Ａ) 本我   (Ｂ) 自我    (Ｃ)超我   (Ｄ)大我 

23.可代表人類學習和認知發展的指標是︰ 

(Ａ) 神經彈性                     (Ｂ) 神經興奮性 

(Ｃ) 神經塑性                     (Ｄ) 神經傳導性 

24.一般學者認為幾歲前是幼兒智力發展的重要時期？ 

(Ａ)  1       (Ｂ)  3        (Ｃ)  6       (Ｄ)  10 

25.二歲左右之幼兒會做的一般性動作，下列何者正確？ 

(Ａ) 會騎三輪車                   (Ｂ) 能自己步行 

(Ｃ) 模仿大人的動作               (Ｄ) 會用單腳站立 

26.幼兒生長原則依序是頭部 四肢 軀幹：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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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有關「視覺懸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由吉布森和沃克(Gibson & Walk)創設的 
(B) 方位知覺的實驗 
(C) 需要複合知覺參與 
(D) 距離知覺的實驗 

28.出生後約幾個月的嬰幼兒，物體仍存(object permanence)概念已發展完成？           

(Ａ) 1~6個月                       (Ｂ) 6~12個月 

(Ｃ) 12~18個月                     (Ｄ) 18~24個月 

29.下列年齡，對痛覺感受性(敏感性)最低的是： 

(Ａ) 新生兒                       (Ｂ) 嬰兒 

(Ｃ) 幼稚園小班                   (Ｄ) 幼稚園大班 

3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尿布濕了嬰兒會哭鬧是觸覺的表現 
(B) 嬰兒對高頻聲音的敏感性優於成人 
(C) 人類最初對物體的觸覺探索是透過口腔 
(D) 機械記憶優於意義記憶 

31.早期隔離，易造成幼兒何種心理偏差？ 

(Ａ) 害怕退縮     (Ｂ) 攻擊     (Ｃ) 好動     (Ｄ) 積極 

32.一般而言，幼兒對何種物體形狀知覺的發展最早？ 

(Ａ) 正方形       (Ｂ) 圓形     (Ｃ) 三角形   (Ｄ) 菱形 

33.有關「幼兒牙齒」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最早長出的乳齒是門齒 
(B) 約6歲左右第一顆永久齒開始長出 
(C) 乳齒有咀嚼食物、協助發音及影響臉部發育等功能 
(D) 乳齒共28顆 

34.參與幼兒平衡感及肌肉協調性發展的神經結構是： 

(Ａ) 小腦         (Ｂ) 大腦     (Ｃ) 延腦     (Ｄ) 脊髓 

35.2~3歲幼兒的反抗行為，學者稱為？ 

(Ａ) 敏感期                       (Ｂ) 關鍵期 

(Ｃ) 轉折期                       (Ｄ) 暴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