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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兒童最重要的成長環境及最基本的社會化媒介是 (A)小學 (B)托兒所 (C)家庭 (D)幼稚園。 

（D） 2.下列何者不能作為評量托育服務品質的指標？ (A)照顧者與小孩比例 (B)小孩的數目 (C)照顧者的訓練與經 

       驗 (D)照顧者的性別。 

（B）3.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保育人員知悉兒童有受虐待之情事者，應在幾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報告？ 

       (A)12 小時 (B)24 小時 (C)36 小時 (D)48 小時。 

（D）4.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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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各國研究都證明那一種類型的保母對小孩會有不良影響？ (A)學歷高 (B)愛跟小孩說話 (C)堅持家長準時接 

       送小孩 (D)沒有自己的朋友。 

（C）6.藉由教育、遊戲、良好的健康照顧及社會、文化、宗教的參與機會，使兒童能健全均衡發展，是保障兒童的 (A) 

      生存權利 (B)受保護權利 (C)發展權利 (D)優先受救助權。 

（A）7.提供兒童充足的食物、安全的居所、清潔的飲水及基本的健康照顧，是保障兒童的 (A)生存權利 (B)受保護 

       權利 (C)發展權利 (D)優先受助權。 

（B）8.下列那些是侵犯兒童人身自由權的行為？①恐嚇；②監禁；③綁架；④體罰；⑤拍哄  

(A)①③④⑤ (B)①②③④ (C)①②③⑤ (D)②③④⑤。 

（C）9.養育幼兒是誰的責任？ (A)母親 (B)父母親 (C)社會與家庭 (D)政府。 

（B）10.下列那一項不是家長把孩子送托保母照顧的好理由？ (A)家中無適當的成人提供日間照顧 (B)讓孩子體會寄 

       人籬下的生活經驗 (C)父親母親都有全職工作 (D)親子關係過於緊張需要舒緩的空間。 

（A）11.當孩子突然變得特別不願與人做身體接觸，發生退縮行為又無故驚恐時，可能需注意下列那種狀況？ (A)遭 

       受性虐待 (B)智力突然發展 (C)不喜歡他的食物 (D)不喜歡他的衣物。 

（D）12.從發展史來看，什麼因素促使托育服務的產生？ (A)歷史 (B)法律 (C)政治 (D)經濟。 

（D）13.新生兒出生體格大小與下列何者無關？ (A)雙親體格 (B)嬰兒性別 (C)母親的健康營養 (D)生產方式。 

（B）14.下列那一項不是影響幼兒恐懼情緒的因素？ (A)性別 (B)種族 (C)社會接觸多寡 (D)身體健康程度。 

（C）1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情緒會影響智能的發展 (B)情緒是一種溝通方式，猶如無聲的語言 (C)情緒完全不 

       會影響身體的發展 (D)情緒會影響社會行為的發展。 

（B）16.下列何者不會影響智力的發展？ (A)遺傳 (B)性別 (C)環境 (D)種族。 

（A）17.對於八月大的孩子，下列何種遊戲最有助其認知的發展？ (A)躲貓貓 (B)拍手遊戲 (C)發音遊戲 (D)玩會 

       響的遊戲。 

（A）18.嬰幼兒智能開發主要是培養 (A)思考能力 (B)讀書能力 (C)寫作能力 (D)繪畫能力。 

（A）19.下列何者不是幼兒圖畫書的功能？ (A)獲得豐富的知識 (B)提供幼兒語言學習機會 (C)培養幼兒審美的能力 

      (D)增進親子關係。 

（D）20.影響嬰幼兒社會行為發展的環境因素中，以下列何者最重要？ (A)社會 (B)社區 (C)學校 (D)家庭。 

（A）21.明知社會規範為何卻故意違反的行為，叫做 (A)反社會性行為 (B)非社會性行為 (C)社會化 (D)社會行為。 

（B）22.影響人格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 (A)學校 (B)家庭 (C)社會 (D)生理因素。 

（D）23.王小弟對張小妹說：「我跟你一起玩好不好？」，這是一種 (A)自我中心的語言 (B)反覆 (C)批評 (D)社會 

        化的語言。 

（A）24.培養小孩在生活上與人相處時的適當行為，是屬於那一發展階段？ (A)社會行為 (B)動作 (C)認知 (D)語 

        言。 

（C）25.下列何者不是幼兒如廁訓練應注意的事項？ (A)提供幼兒專用的便盆 (B)耐心地教導幼兒自己解尿 (C)愈早 

       訓練愈能增加幼兒的信心 (D)適時地引導幼兒自行解大小便。 

（B）26.人生的第一個反抗期出現在 (A)嬰兒期 (B)幼兒期 (C)兒童期 (D)青春期。 

（D）27.影響嬰幼兒發展的主要因素有那些？①遺傳；②環境；③成熟；④學習  

(A)①② (B)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B）28.關於促進嬰幼兒語言發展的做法中，下列那一種方式不適當？ (A)多和嬰幼兒說話 (B)多讓嬰幼兒自行觀看 

        電視節目 (C)多和嬰幼兒一起唱遊 (D)多和嬰幼兒觀看故事書並講解故事涵意。 

（B）29.有關父母或保母在輔導幼兒遊戲發展的方法，下列那一種做法不適當？ (A)和幼兒一起玩遊戲 (B)對幼兒不 

        當的遊戲行為予以斥責 (C)多邀請幼兒同伴加入 (D)選擇適合該年齡層的遊戲方式。 

（C）30.輔導幼兒繪畫的方法中，下列何者不正確？ (A)提供幼兒紙筆滿足其塗鴉的慾望 (B)增進幼兒生活體驗 (C) 

       活動中大量使用著色畫冊 (D)提供幼兒豐富的視覺刺激物。 



（C）31.下列何種發問方式，最能啟發幼兒的思考能力？ (A)這些是什麼圖形？ (B)野狼和兔子，那種動物比較輕？ 

      (C)假如你在百貨公司迷路了，怎麼辦？ (D)你昨天晚上吃了什麼？。 

（C）32.下列何種玩具最能啟發幼兒之創造力與想像力？ (A)動物模型 (B)洋娃娃 (C)積木 (D)玩具汽車。 

（B）33.下列何種方式最能刺激幼兒語言能力的發展？ (A)背誦兒歌 (B)日常語言的互動 (C)聽故事 (D)看電視。 

（C）34.幼兒玩球類遊戲時，應從下列那一種動作開始較適宜？ (A)擲球 (B)運球 (C)滾球 (D)接球。 

（B）35.有關遊戲的特徵，下列何者不正確？ (A)重複性 (B)被動性 (C)創造性 (D)快樂性。 

（D）36.下列何者最有助於幼兒對於數字的理解？ (A)畫畫 (B)抄寫練習 (C)看圖畫書 (D)操作實物。 

（C）37.輔導幼兒情緒的發展，下列方法何者不適當？ (A)注意幼兒身體與心理的健康 (B)成人應做良好的示範 (C) 

       當幼兒發生挫折時，不予理會 (D)避免不必要的暗示與恐嚇。 

（D）38.當幼兒處於憤怒的情緒狀態時，下列反應何者正確？ (A)消化旺盛 (B)脈搏變緩 (C)腎上腺素分泌減少 (D) 

       臉部有各種不同表情。 

（A）39.若在關鍵期嬰兒沒有與他人接觸的機會，下列何種特質會發展不健全？①情緒；②語言；③信任；④羞恥感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D）40. 下列何者不是幼兒期的發展任務？ (A)認識自己性別 (B)適當控制支配自己身體 (C)與親人同儕建立親密 

        感情 (D)學習讀、寫、算基本技能。 

（D）41.對幼兒自我概念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自我概念會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消失 (B)自我概念就是自我中 

        心 (C)自我概念不受父母期望的影響 (D)自我概念的獲得是基於父母和別人對自己的態度。 

（D）42.下列何者是嬰兒期最重要的社會發展特徵？ (A)語言的瞭解與表達 (B)動作技能的獲得 (C)建立同儕關係 

       (D)與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 

（C）43.讓幼兒閉目摸索、聽音找人的遊戲是屬於 (A)表演遊戲 (B)模仿遊戲 (C)感覺遊戲 (D)律動遊戲。 

（A）44.嬰幼兒的遊戲比較不強調 (A)比賽勝負 (B)和同伴合作 (C)安全舒適 (D)生活經驗。 

（D）45.幼兒堅持在睡覺時要拿著特定的小毯子或玩偶，縱使小毯子或玩偶髒了、壞了亦不肯更換，這種現象是 (A) 

       成人替幼兒養成的壞習慣 (B)成長中適應不良的症狀 (C)幼兒睡眠問題之一 (D)幼兒為度過與母親分離的 

       過程。 

（D）46.關於幼兒輔導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僅實施於發展遲緩或不適應的幼兒 (B)處理幼兒無理取鬧行為， 

       會比暫時忽略更來得恰當 (C)對幼兒不可採用團體輔導 (D)可採用遊戲方式進行輔導。 

（D）47.下列何者為助長幼兒憤怒的因素？ (A)允許幼兒用語言發洩其情緒 (B)健康的身體 (C)成人的穩定情緒 D) 

        責備或處罰幼兒憤怒的情緒。 

（C）48.嬰兒期最主要的遊戲為 (A)想像遊戲 (B)創造性遊戲 (C)感覺動作遊戲 (D)規則遊戲。 

（D）49.製作幼兒點心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A)衛生新鮮易消化 (B)色香味、食物外型及餐具搭配 (C)控制 

       熱量並均衡營養 (D)精緻可口遷就幼兒口味。 

（A）50.供應幼兒點心的適當時間為 (A)上午十點、下午三點 (B)上午十點、晚上九點 (C)下午三點、晚上九點 (D) 

        隨幼兒的喜好。 

（D）51.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用於嬰兒餵食？ (A)用湯匙餵食 (B)開始用杯子進食 (C)開始長牙時，提供烤麵包並讓其 

        自行進食 (D)在其自由發展。 

（C）52.一般家庭最常用下列那種方法清潔奶瓶？ (A)以消毒水消毒 (B)用開水燙 (C)以煮沸法消毒 (D)用洗潔劑 

       清洗。 

（B）53.所謂斷奶是指 (A)不再給嬰兒吃奶 (B)循序漸減少餵奶量並增加副食品餵食量 (C)不再抱著嬰兒餵奶 (D 

       讓嬰兒戒掉吃奶嘴的習慣。 

（C）54.嬰幼兒的衣物，應選擇那一種質料為宜？ (A)絲織品 (B)合成纖維 (C)棉製品 (D)聚脂纖維。 

（B）55.下列何者不是選購嬰兒衣服應考慮的項目？ (A)保溫性 (B)美觀性 (C)透氣性 (D)吸汗性。 

（B）56.最好的語言教育是 (A)認識字卡 (B)從嬰兒出生起即與他說話 (C)在床頭懸掛音樂鈴 (D)放錄音帶給他 

聽。 

（A）57.為嬰兒沖泡牛奶，其水溫以幾度最為適宜？ (A)37℃ (B)50℃ (C)60℃ (D)越熱越好。 

（D）58.為嬰兒準備寢具的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A)被子不宜太軟 (B)舖在床褥上的被墊以能吸汗或吸尿為主 (C) 

        嬰兒睡覺時不需特別用枕頭 (D)優先考慮具有卡通圖案的寢具。 

（A）59.保持食物養分的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A)炒菜時多加水 (B)淘米次數不要太多 (C)避免添加小蘇打或鹼 

      (D)避免重覆烹煮。 

（A）60.夏天給嬰兒洗澡的水溫，應維持 (A)同體溫 (B)同室溫 (C)41～43℃ (D)25℃左右。 

（D）61.台灣地區一歲以下嬰兒意外死亡的原因，以下列何者為最高？  

(A)機車交通事故 (B)中毒 (C)墜落 (D)窒息。 



 

（B）62.自用汽車非常普遍，嬰幼兒搭乘時 (A)大人抱著最安全 (B)要使用汽車專用的幼兒安全座椅 (C)坐嬰兒車上 

或嬰兒椅 (D)要綁上安全帶。 

（B）63.下列何者不是選擇安全嬰兒床的考量？ (A)床板不可有碎木及裂縫，油漆不可含鉛 (B)漂亮可愛 (C)床邊降 

下時要高於墊席約十公分 (D)床邊之內門應是手動可上鎖，意外時可取下者。 

（C）64.容易造成嬰兒意外哽塞的食物為 (A)布丁 (B)麵條 (C)湯圓 (D)豆腐。 

（C）65.下列何者不是影響嬰兒餵奶的因素？ (A)嬰兒的姿勢 (B)奶頭含在口中的位置 (C)奶瓶的材質 (D)環境及 

態度。 

（B）66.餵完奶之後，給嬰兒拍背的目的是 (A)促進嬰兒入睡 (B)幫助排氣 (C)叫醒嬰兒 (D)觀察有無吐奶。 

（A）67.給嬰兒洗澡時，如何調配水溫？ (A)先放冷水再加熱水 (B)先放熱水再加冷水 (C)冷熱水同時加 (D)無所 

謂。 

（D）68.提供幼兒點心的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A)在兩餐之間給予 (B)份量以不影響下一餐為主 (C)多提供牛奶、 

乾酪及酸奶酪等食物 (D)多提供巧克力及含糖多的果汁。 

（A）69.下列何者為錯誤的觀念？ (A)蔬菜要先切後洗 (B)不要把蔬菜放在水中久泡 (C)燒菜時應先將水煮沸後再放 

入蔬菜 (D)烹調蔬菜時應隨切隨炒，以減少水溶性維生素的流失。 

（D）70.下列何者不是可以開始如廁訓練的原則？ (A)孩子願意自己坐在馬桶上 (B)孩子會表達便意 (C)孩子的大小 

號次數及時間固定 (D)孩子已經滿二歲了。 

（D）71.下列那一項敘述不符合「均衡飲食」的原則？ (A)不偏食 (B)每天吃六大類食物 (C)食物種類越多越好 (D) 

每人每日各種食物營養素攝取量相同。 

（D）72.幼兒發燒時，不宜選擇 (A)高營養 (B)易消化 (C)半流質 (D)水分少 的食物。 

（B）73.幼兒喜歡吃甜食容易引發下列何種症狀？①食慾不振；②高血壓；③肥胖；④齲齒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C）74.母乳中何種礦物質的含量比牛乳高，且嬰兒的吸收率也較好？ (A)錳 (B)鋅 (C)鐵 (D)鉀。 

（B）75.幼兒何時適合開始小大便訓練？  

(A)開始添加副食品時 (B)一歲以後可以站立時 (C)八～九個月學爬階段 (D)滿月後即可。 

（A）76.為嬰兒選擇鞋子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鞋子前頭應比腳趾寬；②鞋子長度應比嬰兒站著畫好的足形 

長半吋；③穿膠底鞋較柔軟不易滑倒；④選擇露出腳趾可以自由活動的鞋款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B）77.為幼兒規劃安全環境，須注意那些原則？①插座安裝在幼兒觸及不到的地方；②在幼兒身高以下的牆面，避 

免有突出物；③地面上舖地毯，餐桌上舖桌巾；④傢俱安置穩定，矮櫃裝有玻璃；⑤階梯加防滑條，窗戶設

有限開裝置 (A)①②④ (B)①②⑤ (C)②③④ (D)③④⑤。 

（C）78.選購嬰兒衣著應考量的安全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選用配合嬰兒體型的套頭衫 (B)色彩亮麗鮮艷予以感 

官刺激 (C)質料柔軟不褪色無飾物 (D)幼兒衣服要有活動繩帶，方便穿脫。 

（C）79.嬰兒作日光浴的照護原則，下列何者正確？①嬰兒滿月體重約 4 公斤，健康狀態良好即可做；②從腳尖起每 

次 2 分鐘開始增加；③以直射且強烈的陽光照射為佳；④做完後須立刻擦拭汗水補充水分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D）80.下列那些是協助養成嬰兒良好睡眠的作法？①蓋被輕軟、溫暖、舒適；②俯臥嬰兒的睡墊或被窩力求柔軟； 

③通風良好、冷氣風扇不直吹；④光線柔和、環境安靜；⑤讓嬰兒在懷中抖動、拍背入睡  

(A)①②⑤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③④。 

（B）81.訓練嬰兒獨睡的最佳時期為 (A)三個月 (B)六個月 (C)九個月 (D)一歲以後。 

（C）82.嬰兒不適合在發燒或拉肚子時補充運動飲料，是因為那個器官功能尚未成熟？  

(A)肝臟 (B)肺臟 (C)腎臟 (D)心臟。 

（D）83.下列有關斷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斷奶的目的是為讓嬰兒學習咀嚼能力 (B)斷奶並非不再喝奶，而 

是指脫離奶瓶，慢慢學習使用其他餐具 (C)斷奶宜採取漸進的方式 (D)斷奶食物要有固定的口味。 

（B）84.下列有關嬰幼兒的餵食方式，何者錯誤？ (A)保母採用懷抱方式，以奶瓶餵食嬰兒 (B)用被子固定嬰兒的手 

和奶瓶的位置，讓嬰兒儘早學著自己拿奶瓶喝奶 (C)避免嬰兒或學步兒吸著奶瓶入睡 (D)學步兒自己用奶瓶

進食時，採用坐姿或墊高其頭部。 

（B）85.下列何者是為嬰幼兒換尿布與協助如廁的適當作法？①嬰幼兒大便後應以溫水清洗屁股；②過程中與嬰幼兒 

聊天，讓他們感到輕鬆與溫暖；③隨著幼兒的發展，可設置幼兒自行如廁的設備；④對於幼兒如廁的突發狀

況，應嚴正處理讓幼兒學習不再犯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A）86.下列食物何者為幼兒吸收鈣的最佳來源？ (A)牛奶及乳製品 (B)肉類 (C)甜點心 (D)蔬菜水果。 



（C）87.添加麥粉時，以何種方式給予最適宜？ (A)與配方奶粉一起泡入奶瓶中吸食 (B)單獨泡入奶瓶中吸食 (C) 

調成糊狀以湯匙餵食 (D)與肉湯一起泡入奶瓶中吸食。 

（B）88.有關嬰兒添加副食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可從未稀釋的果汁開始 (B)經過 4 至 5 天觀察無異樣後， 

才可再加另一種新的食物 (C)為了引起食慾，可加些鹽、糖來增加味道 (D)餵完奶後再給予固體食物。 

（A）89.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六大類食物都是增進健康的食品，多吃無妨 (B)幼兒的食物越多樣化，越不會造成 

偏食的習慣 (C)蔬菜含有豐富的營養素與纖維質，應鼓勵幼兒多吃 (D)成人的飲食習慣深深影響著幼兒。 

（D）9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點心就是零食，零食就是點心 (B)幼兒三餐應定食定量，兩餐間不須再提供點心 (C) 

根莖類食物易使腸胃漲氣，不適合當做幼兒點心 (D)正餐外，應提供幼兒低糖、低脂肪的食物當做點心。 

（C）91.嬰兒副食品中，蛋黃泥可供應下列何種營養成分？①蛋白質；②鐵質；③膽固醇；④纖維質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 (D)①②。 

（C）92.下列食物何者比較適合做為幼兒點心？ (A)蛋糕和沙琪瑪 (B)炸雞和薯條 (C)全麥麵包和雞蛋布丁 (D)豆 

花和洋芋片。 

（A）93.嬰幼兒生活的環境，具有刺激其內在潛能的功能，下列選購設備之考量何者錯誤？ (A)灌輸知識 (B)有益健 

康 (C)安全原則 (D)考慮能力需要。 

（D）94.下列那一項不符合托育環境規劃原則？ (A)易於觀察或記錄幼兒活動 (B)有足夠讓嬰幼兒活動、探索的空間  

(C)合乎安全原則 (D)擺設許多精美傢俱。 

（A）9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避免嬰幼兒到處亂爬，宜多使用嬰兒床或學步車 (B)儘可能留出安全空間讓幼兒去 

爬 (C)扶物站立時，不要害怕受傷倒下，應鼓勵嬰幼兒再站起來 (D)在安全的考量下，提供孩子到處去碰、

摸、抓的機會。 

（C）96.學習環境的佈置，下列何者錯誤？ (A)跟著孩子的經驗與感覺走 (B)配合孩子的特質與生活經驗 (C)配合保 

母的喜愛 (D)配合孩子的能力與需要。 

（C）97.幼兒生活與學習環境的設計，首重 (A)藝術性 (B)適應性 (C)安全性 (D)特殊性。 

（D）98.幼兒活動室的圖飾佈置，正確原則為 (A)以幼兒作品為圖片佈置的唯一來源 (B)盡量用鮮艷對比的顏色 (C) 

吊飾應掛在天花板或高處 (D)以幼兒興趣與相關活動為佈置主題。 

（C）99.幼兒活動室之地板，下列何者錯誤？ (A)抗火性 (B)不宜打蠟 (C)地面應堅硬 (D)使用安靜材料。 

（A）100.樓梯欄杆間的距離應不超過 (A)10 (B)20 (C)25 (D)30 公分。 

（D）101.下列何者不是引導幼兒良好行為的有效方法？ (A)即時警告 (B)事前叮嚀 (C)告訴他什麼可以做 (D)只告 

訴他什麼不可以做，而未告知原因。 

（D）102.幼兒在遊戲過後不肯收拾玩具時，下列何者處理方式不適合？ (A)事先訂立好規則 (B)溫和而堅定地要求 

幼兒一定要收拾，否則不能再繼續玩下面的活動 (C)減少部份個人特權 (D)大人幫他收拾。 

（C）103.安排嬰幼兒活動的作息時間，下列那一種方式不適宜？ (A)提供幼兒各種不同的經驗 (B)包含各類型活動  

(C)活動時間要固定並控制好 (D)動、靜活動要相互搭配。 

（B）104.在充滿關愛與接納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會形成下列何種人格特質？ (A)傲慢、暴躁 (B)自信、愛人 (C) 

膽怯、害羞 (D)依賴、無責任感。 

（B）105.引導嬰幼兒玩遊戲時，保母不該 (A)允許自由操作、試探 (B)干涉其玩法 (C)留意觀察，適時補充或減少 

器材 (D)注意幼兒的安全。 

（D）106.提供嬰幼兒良好的情緒環境，下列何者非必要條件？ (A)美好的音樂 (B)有趣的圖書和玩具 (C)可供發洩 

情緒的角落或玩偶 (D)過度的裝潢。 

（B）107.保母在選擇或設計教材時，最應注意的原則是 (A)能為進入托兒所預作準備者 (B)要以幼兒能直接經驗者  

(C)能符合幼兒及其家長之需求者 (D)要能培養幼兒抽象思考能力者。 

（D）108.有關幼兒遊戲的設計，下列何者不適宜？ (A)配合動作發展的順序及原則 (B)利用戶外的遊戲器材來設計 

(C)利用廢物設計遊戲道具 (D)購用電動玩具。 

（A）109.在嬰幼兒期要多提供孩子豐富的觸覺刺激，其中最有效的遊戲是 (A)玩沙 (B)玩拼圖 (C)玩積木 (D)玩玻 

璃球。 

（B）110.發展幼兒的體力，熟練其運動器官，以增進手腳的技巧，是屬於 (A)感覺遊戲 (B)體能遊戲 (C)社會性遊

戲 (D)戲劇性遊戲。 

（C）111.欲使幼兒獲得平衡感的學習經驗，可利用下列何者設備？ (A)滑梯 (B)沙坑 (C)蹺蹺板 (D)單槓。 

（D）112.幼兒畫畫時，不適宜的指導技巧為 (A)充實幼兒的感官經驗 (B)遊戲化、趣味化或配合身體動作 (C)注意 

良好工作習慣和態度的培養 (D)規定畫出有物象的圖畫來。 

（D）113.當幼兒用繪畫與他人溝通時，大人不應該有的反應是 (A)對幼兒的繪畫語言要仔細聆聽 (B)適度的給予回

應 (C)不時的給予讚美 (D)給予具體示範。 



（B）114.下列何者對幼兒來說，是一種單向的被動學習？ (A)畫圖 (B)看電視 (C)玩水 (D)說故事。 

（A）115.下列那一種材質予人柔軟、溫馨、易摺疊的感覺？ (A)布 (B)木 (C)紙 (D)塑膠。 

（A）116.下列何者屬於開放性的教具？ (A)積木 (B)拼圖 (C)迷宮圖 (D)著色遊戲。 

（B）117.能促進幼兒語文發展的玩具有那些？①日常用品圖卡；②扮家家酒玩具；③七巧板；④玩偶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D）118.放置嬰兒床時，應考慮什麼因素？ (A)要靠窗邊，空氣較流通 (B)宜放走道上，照顧比較方便 (C)光線明 

亮的地方 (D)可緊靠大人床，讓幼兒感覺與大人在一起，而又有獨立的空間。 

（D））119.對於幼兒玩具的使用與收拾，保母適宜的作法為何？ (A)將玩具全部放入大紙箱內 (B)孩子較少主動去玩 

的玩具可放在玩具架的下方 (C)將所有的玩具都一次呈現在玩具架上 (D)將玩具輪流呈現在玩具架上。 

（B））120.啟發嬰幼兒學習的能力，下列何者正確？ (A)所有的事情都得靠大人教，孩子才學得會 (B)成人隨時學習 

新知，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可讓孩子模仿並激發對學習新事物的興趣 (C)多提供挫折的機會以刺激學習 (D)

讓孩子多聽、多看、少做少問。 

（D）121.「媽媽喜歡看你跳舞！來跳個舞看看！」這句話與下列何者較無關係？ (A)製造練習機會 (B)培養創造力  

(C)增加親子關係 (D)建立良好習慣。 

（B）122.下列玩具中，那一項對幼兒來說是屬安全玩具？ (A)芭比娃娃 (B)毛巾布球 (C)塑膠球 (D)陶製玩偶。 

（C）123.下列何者不是教具在教保上的價值？ (A)獲得正確的經驗 (B)激發興趣 (C)打發時間 (D)啟發思想。 

（B）124.幼兒學習的原則是 (A)由圖片→實物→符號 (B)由實物→圖片→符號 (C)由符號→圖片→實物 (D)由圖片

→符號→實物。 

（D）125.保母與幼兒玩球遊戲時，最好從何種方式開始練習較適宜？ (A)投擲球 (B)拍球、運球 (C)拋接球 (D)

持球、滾球。 

（C）126.輔導幼兒發展創造力，下列何者較適宜？ (A)設計的教具都有一定的玩法 (B)先做好成品，以供幼兒模仿  

(C)提供充足的材料 (D)不斷地在旁提醒幼兒該做什麼。 

（A）127.嬰幼兒睡眠或休息時，適宜播放什麼音樂？ (A)曲調柔和 (B)節奏強烈 (C)曲調活潑 (D)節奏輕快。 

（D）128.下列活動何者不適合嬰兒？ (A)運用身體做遊戲 (B)母親的愛語 (C)音樂的欣賞 (D)觀看錄影帶。 

（B）129.家長為幼兒選擇玩具時，首先應考慮的是 (A)經濟性 (B)安全性 (C)幼兒性別 (D)功能性。 

（B）130.為嬰幼兒選擇圖書的原則為何？①圖大而單純；②語言口語化；③故事具表演性；④書中角色不複雜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 

（A）131.藉著遊戲活動，增強幼兒的聽覺、觸覺、嗅覺，是屬於 (A)感覺遊戲 (B)機能遊戲 (C)創造性遊戲 (D) 

知識性遊戲。 

（D）132.下列對幼兒玩玩具的描述，何者錯誤？ (A)男孩應玩車子、科技類玩具，女孩玩娃娃、扮家家酒類玩具 (B) 

男生玩扮家家酒可以嘗試不同角色扮演，有助於社會化的學習 (C)在扮演遊戲中，孩子可以豐富語彙，有

助於語言的發展 (D)透過玩具，孩子學著了解周遭世界。 

（C）133.下列何者活動可用來發展並加強規則性和問題解決的策略？①沙；②黏土；③樂高；④七巧板 (A)①② (B)

②③ (C)③④ (D)①④。 

（C）134.玩麵粉糰時，宜從下列何者開始？ (A)彩色 (B)混合色 (C)單色 (D)二種顏色。 

（C）135.保母在指導幼兒做運動時，下列何者正確？ (A)少說話多行動 (B)使用兒語化的語句 (C)使用正確的語言 

及示範動作 (D)抱著幼兒操作，幼兒才能產生正確的認識，並幫助他們理解。 

（D）136.最適合選擇給幼兒唱歌表演用的曲子是 (A)流行重金屬音樂 (B)饒舌歌 (C)情歌 (D)詞曲優美的童謠或兒 

歌。 

（C）137.跟幼兒說故事應符合下列何項原則？ (A)不要重覆同一故事以免幼兒厭煩 (B)最好不要一次說完，以保持 

高度神秘性 (C)讓幼兒參與到故事的命名及情節當中 (D)直接照著故事書上寫的唸。 

（A）138.下列何種紙不適宜給初學剪紙的幼兒使用？ (A)西卡紙 (B)色紙 (C)日曆紙 (D)包裝紙。 

（D）139.選教材時的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選免費、便宜的教材 (B)選贈品多的教材 (C)選昂貴的教材 (D) 

選能使幼兒主動參與的教材。 

（B）140.幼兒在進行手工藝活動時，最需要 (A)示範作品 (B)具體性的實物操作 (C)保母的指導 (D)幼兒的抽象思 

考。 

（D）141.輔導幼兒繪畫時，下列何者較適宜？ (A)提供固定材料 (B)提供繪畫範本 (C)提供著色本 (D)提供各種畫 

具和紙張讓他自由繪畫。 

（C）142.幼兒不認為拿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因為他缺乏 (A)尊重的概念 (B)生命的概念 (C)物權的概念 (D)保留 

的概念。 

（D）143.下列活動中，何者不能培養幼兒生活自理的能力？ (A)準備櫥櫃，分門別類放置玩具 (B)提供自由活動時 



間 (C)自動取用餐點 (D)睡前聽故事。 

（A）144.保母應以何種態度來看待幼兒的反抗行為？ (A)給予適當的關懷 (B)予以嚴格的懲罰 (C)視為成長過程中 

的正常現象 (D)強制要求服從保母的命令。 

（A）145.良好、正確的看電視環境是 (A)電視畫面的高度比兩眼平視時略低 15° (B)觀賞角度以畫面左右 40°之內最適 

合 (C)畫面明暗度應調至對比 (D)愈近看愈好。 

（C）146.下列玩具何者不適合 0～6 個月大的嬰兒？ (A)弦歌玩具 (B)布積木 (C)海綿軟球 (D)囓咬玩具。 

（C）147.夏天帶孩子出去散步，最好的時間為何？①晚上；②早上 10 點以前；③中午；④傍晚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B）148.帶孩子外出時，衣服的顏色最好能選擇什麼色彩，較不會吸引蚊蟲？①白色；②鮮豔顏色；③暗色；④淡粉 

色 (A)①②③ (B)①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C）149.下列那項行為，代表不好的托兒品質？ (A)孩子很喜歡來你家 (B)孩子和你很親密，沒有距離 (C)孩子和 

父母有說有笑的，一看到保母，馬上停止 (D)假日裡，孩子會用打電話方式和你聊天。 

（C）150.和孩子共同閱讀需技巧和策略，下列何者錯誤？ (A)年幼的孩子，要先讓他「把玩」書，以產生興趣 (B) 

說話要口語化，用淺顯的譬喻說明 (C)一口氣讀完一本書 (D)分段、分天閱讀。 

（D）151.生活環境的美化，下列何者錯誤？ (A)不同設備間的顏色是否協調 (B)佈置如孩子的作品、海報等要適合 

幼兒的身高 (C)做好佈置後，保母不妨蹲下來以幼兒的身高角度巡視 (D)好不容佈置好，最好別讓孩子碰

摸，以免破壞。 

（D）152.管教孩子最好的時機是 (A)吃飯時 (B)洗澡時 (C)睡前 (D)孩子犯錯後，馬上處理。 

（C）153.下列那種問話較能激發孩子多說話的意願？ (A)你有幾隻手 (B)你叫什麼名字 (C)你喜歡爸媽陪你做什麼 

事 (D)你喜不喜歡看電視。 

（C）154.將幼兒家中的那些物品帶入托育機構或保母家中，能反應幼兒的家庭文化生活？①照片；②紙尿布；③食物； 

④音樂 (A)①③ (B)①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C）155.下列何者不是嬰幼兒每日作息表的組成要素之一？ (A)到達與離開 (B)餵食及進食 (C)看電視與玩電腦  

(D)換尿布及上廁所。 

（B）156.嬰兒必須依賴保母在日常照顧中，滿足他們下列那些基本需求？①進食；②保持乾爽；③自尊自信；④讓人 

抱著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C）157.下列那些玩具適合提供兩歲以下的嬰幼兒練習手與眼的協調能力？ (A)鉛筆 (B)幼兒用剪刀 (C)手掌大小 

的布球 (D)串珠。 

（B）158.下列那些是適宜的嬰幼兒日常照顧設施？①幼兒尺寸的桌椅；②幼兒尺寸的小床；③高腳餵食椅；④摺疊桌

椅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③④。 

（C）159.下列那幾項是協助嬰幼兒對語文理解較適當的作法？①照顧嬰兒時，為嬰兒描述他的活動行為；②念童謠、 

唱兒歌給幼兒聽；③每天為幼兒閃示字卡；④與幼兒一起閱讀食物包裝盒上的說明 (A)①②③④ (B)①②

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A）160.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幼兒概念發展的遊戲？ (A)教導幼兒「紅燈停、綠燈行」的過馬路規則 (B)讓幼兒將餅 

乾依形狀分類 (C)教導幼兒點數桌上的草莓 (D)讓幼兒玩拼圖。 

（D）161.下列那一項不適合做為幼兒美勞活動的材料？ (A)麵糰與黏土 (B)粗蠟筆與白紙 (C)橡皮印章與印臺 (D) 

釘木板和木栓。 

（D）162.在規劃嬰幼兒托育環境時，下列那一項為首要考量？ (A)柔軟性 (B)趣味性 (C)挑戰性 (D)安全性。 

（D）163.有關托育環境佈置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在開放的大空間進行動態遊戲 (B)在舒適的小空間進行 

閱讀或靜態遊戲 (C)在易於清理的區域進行藝術活動 (D)在 L 形空間進行日常照護或遊戲。 

（D）164.有關安全環境規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移除攀爬設備下的玩具 (B)嬰兒床內不放置大型玩具 (C) 

保持地面平坦不濕滑 (D)以有滑輪的木櫃讓幼兒收納玩具。 

（C）165.有關嬰幼兒藝術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塗鴉牆貼上畫紙並提供粗蠟筆 (B)提供無毒、安全的顏 

料及黏土 (C)提供著色畫簿 (D)依據嬰幼兒的能力提供合宜的材料。 

（A）166.為 0～3 個月的嬰兒規劃生活自理學習活動，應強調培養嬰兒何種能力？ (A)吸吮能力 (B)咀嚼能力 (C) 

吞嚥能力 (D)將食物放入口中的能力。 

（D）167.為嬰幼兒選擇玩具時，下列何者不是首要考量的因素？ (A)能力 (B)年齡 (C)興趣 (D)性別。 

（B）168.為幼兒規劃玩玩具的環境時，下列何者不適宜？ (A)將同類玩具放在一起 (B)把玩具全部放在收納箱中 (C) 

為每一個玩具製作圖片標籤 (D)一次只擺出一些玩具。 

（D）169.下列那一類故事書較不適合提供給二歲幼兒？ (A)硬皮書 (B)洗澡書 (C)觸覺書 (D)電子書。 

（A）170.下列何者是提供幼兒玩水活動時，必須考量的安全與健康因素？①照顧者能全程在場；②玩水空間的防滑措 



施；③注意水溫；④清洗晾乾玩水玩具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A）171.有關提供幼兒享受音樂與律動樂趣環境與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活動應由具備音樂素養的成人帶 

領 (B)空間要足夠 (C)鋪設彈性木質地板較理想 (D)錄音機或電線要放在幼兒拿不到的地方。 

（C）172.為協助嬰幼兒適應托育場所，家長可提供下列那些物品？①與家人的合照；②家長說故事的錄音帶；③藝術 

活動的材料；④嬰幼兒最喜歡的玩具或物品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③④。 

（A）173.下列何者是嬰幼兒在戶外可以從事的精細動作遊戲？ (A)蒐集大自然界裡的小東西 (B)聞聞風中的氣味  

(C)盪鞦韆 (D)玩騎乘玩具。 

（A）174.為開發十個月大的嬰兒在視覺技能中對深度的認識，下列那一種活動最適宜？ (A)鑽鑽籠 (B)敲木琴 (C) 

傾倒練習 (D)堆疊積木。 

（B）175.「閱讀圖畫是閱讀文章的必要開端」，照顧者在與幼兒共讀時，應以下列何者引導幼兒進行討論？ (A)文字  

(B)插圖 (C)紙張材質 (D)作者。 

（C）176.嬰幼兒還不會說話時，下列何者是其表達意見的最主要方式？ (A)情緒 (B)眼神 (C)手勢 (D)氣質。 

（D）177.在家庭中影響人格發展的因素，包括下列那些？①家庭規範與氣氛；②親子關係；③父母管教方式；④家庭 

子女數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C）178.如果孩子的行為特質是堅持度高，不容易妥協時，保母應採用那一種教養方式？ (A)權威式 (B)放任式 (C) 

民主式 (D)妥協式。 

（D）179.當保母與家長的教養觀念不一致時，保母應採用下列何種方式？ (A)堅持己見 (B)順應家長的要求 (C)敷 

衍家長的要求 (D)和家長共同討論。 

（B）180.照顧受托嬰幼兒時，保母應有的認識為 (A)孩子還小只要給予吃和安全即可 (B)需依照孩子的不同特質提 

供不同的教養方式 (C)不必遵照家長的指示 (D)只要養得白白胖胖就好。 

（C）181.專業保母在教養嬰幼兒應具備的態度方面，下列何者錯誤？ (A)對孩子的話題要感到有興趣 (B)要有耐心 

聽完孩子想要表達的意思 (C)孩子還小不懂事，不必理會他們的想法 (D)應該隨時反應孩子的心理感受。 

（C）182.建立家庭規範的基本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A)一致的教養態度 (B)重視不同年齡孩子的個別差異和需求  

(C)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思來訂定就可以 (D)尊重家庭每一位成員的意見。 

（B）183.下列那一項違背環保觀念？ (A)自備購物袋 (B)使用保麗龍碗 (C)使用再生紙 (D)重複使用塑膠袋。 

（D）184.溝通時，應有的態度不包括 (A)傾聽 (B)回饋 (C)接納 (D)指責。 

（D）185.當幼兒吵鬧時，下列那一句話易產生負面影響？ (A)乖寶寶要安靜 (B)你們看妞妞好乖，她沒有大聲講話  

(C)等你安靜了，我再告訴你 (D)不要吵了。 

（A）186.保母應提供家長那些服務資料內容？①收托時間；②收托的環境；③收托收費；④保母的經濟狀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D）187.下列何者是有助保母托兒的社區資源？①社區公園；②公立圖書館；③托育資源中心；④電玩遊藝場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C）188.下列那些機構可提供有關特殊兒童教育與問題諮詢服務？①醫院中的兒童心智科；②生命線；③學校中的特 

殊教育中心；④世界展望會；⑤小學中的資源教室  

(A)①②③④⑤ (B)①②③⑤ (C)①③⑤ (D)②③④⑤。 

（C）189.與嬰幼兒整日相處，那些言行對嬰幼兒日後的價值觀會有不良的影響？①言語經常攻擊異性；②參與賭博； 

③愛喝咖啡；④性喜順手牽羊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A）190.下列那一項保母特質會對小孩的心理健康有不良影響？①討厭男性；②自怨自艾；③相信為富不仁；④有宗 

教信仰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A）191.①對人和世界的事物充滿好奇心；②能適當扮演各種角色；③只喜歡和小孩在一起活動；④寵愛小孩、捨不 

得管教。以上何者為優良保母的特質？ (A)①②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B）192.吸引家長委託孩子的條件不包括那一點？ (A)只照顧少數的孩子 (B)家中有 27 吋螢幕電視機 (C)豐富育兒 

資源 (D)有經驗與專業訓練。 

（A） 193.下列那一項不符合保母的職業道德？ (A)把家長離婚的事告訴鄰居 (B)把托兒心得告訴朋友 (C)把受托    

小孩的病狀告訴醫生 (D)把受托小孩受到暴力傷害的情形告訴社工人員。 

（D）194.如果在替受托兒洗澡時，發現小孩身上不斷有各種形狀的傷痕出現，保母應該：①詢問家長原因；②詢問小 

孩原因；③查證是否屬受虐情形；④先和鄰人討論一下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B）195.發現孩子有發展遲緩現象時，保母最應該做的是 (A)為孩子好，盡量掩飾 (B)提醒父母，促其帶孩子去檢 

查 (C)告訴孩子平日的玩伴，以免小孩被欺負 (D)與親朋好友討論案情。 

（C）196.保母為讓幼兒安全的在居家環境中長大，應採取那些行為？①對幼兒實施安全教育；②教導幼兒如何自我保 

護與求救；③教導幼兒使用消防設備；④照顧者要時常檢視居家環境的安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C）197.保母對社區的專業倫理包括那些項目？①提供社區臨托服務；②不拒收生病的幼兒；③不搬弄是非；④不拒 

收特殊殘障的幼兒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C）198.保母對自己的專業倫理包括那些項目？①經常進修吸收新知；②積極參與保母專業組織；③努力通過高普考 

考試；④配合督導制度提升自我素質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A）199.在兒少福利領域中，那一種意識型態主張應解放兒童的束縛，可為自己發聲，有權力選擇並採取獨立於父母

的行動？ (A)解放者的干預觀點 (B)拯救者的干預觀點 (C)角色理論 (D)生態系統理論。 

（A）200.優質保母的托育準備，下列何者正確？①家人關係的經營與支持；②托育服務時段的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 

③避免照顧姿勢造成的身體壓力與傷害；④有效的安排旅遊時間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