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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1.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在製作卡片的活動中，下列何者較有助

於幼兒社會領域能力的培養？（106 教保員） 

(A) 鼓勵幼兒以自己喜歡的風格製作卡片 

(B) 提供幼兒不同的素材，讓幼兒自行挑選製作卡片 

(C) 讓幼兒想想希望將卡片送給誰，並說說心中的感謝和祝福 

(D) 卡片完成後，請幼兒說明卡片的創意以及製作過程所遭遇的困難 

（ ）2. 老師學期初引導幼兒如何進食，學期中進一步教導幼兒餐後潔牙，下列哪些

學習指標較適用於前述教學活動？（106 教保員） 

甲、身-小-2-3-1 正確使用餐具 

乙、身-小-1-1-2 模仿身體的靜態平衡動作 

丙、身-小-1-3-3 覺察身體活動安全的距離 

丁、身-小-1-3-1 模仿日常生活的健康行為 

(A) 甲乙   (B) 甲丁 

(C) 乙丙   (D) 丙丁 

（ ）3.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下列何者符合其對於教保活動課程的基

本理念？（106 教保員） 

(A) 認為分組活動是最有效的教學型態 

(B) 認為幼兒可以成為社會文化的再生創造者 

(C) 以社會學習論為主要依據，重視幼兒與社會的互動 

(D) 強調幼兒為學習主體，主題課程是最理想的課程取向 

（ ）4.「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對於認知領域能力的界定，下列何者正確？ 

（106 教保員） 

(A) 讓幼兒利用手臂來量出教室的長度，是提供其解決問題的學習經驗 

(B) 讓幼兒依收納籃外標示放置剪刀等工具，是提供其整理訊息中的分類

學習經驗 

(C) 讓幼兒觀察花圃裡有各式各樣的花草後，將它們畫在紙上，是提供其

蒐集訊息的學習經驗 

(D) 幼兒玩雪花片時發現有花形及圓形兩種，於是依形狀將雪花片分為兩

堆，此為整理訊息中的歸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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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老師帶領幼兒模仿稻田中的稻草人進行肢體活動，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6 教保員） 

甲、幼兒學稻草人單腳站立，是屬於動態平衡動作 

乙、幼兒做出一個稻草人特定的姿勢，是屬於靜態平衡動作 

丙、幼兒假想自己是稻草人被風吹而左右搖擺，是屬於穩定性動作 

丁、幼兒擺出稻草人揮動雙手、趕走麻雀的動作，是屬於移動性動作中的平

衡與協調 

(A) 甲乙   (B) 甲丁 

(C) 乙丙   (D) 丙丁 

（ ）6.《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有關學習指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分齡學習指標是為能力指標 

(B) 分齡學習指標是為評量指標 

(C) 分齡學習指標提供該年齡層幼兒學習方向 

(D) 分齡學習指標是指該年齡層幼兒一定要達到的目標 

（ ）7. 看完有關元宵節各式花燈的照片後，老師請大班的幼兒畫下最喜歡的花燈造

型。此一活動設計最能提供或增強幼兒下列哪一個學習指標的經驗？ 

(A) 語-大-2-5-3 運用圖像符號規劃行動 

(B) 美-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C) 社-大-3-5-2 尊重與欣賞他人的語言與生活習俗 

(D) 認-大-2-1-5 運用圖/表整理生活環境中的數量訊息 

（ ）8. 羅老師將小班幼兒分兩組舉行運動競賽並公佈比賽結果，針對結果詢問幼兒

對於輸贏或是比賽過程的感受。此一活動設計最能提供或增強幼兒下列哪一

個學習指標的經驗？ 

(A) 情-小-4-1-1 處理自己常出現的負向情緒 

(B) 情-小-1-1-1 知道自己常出現的正負向情緒 

(C) 情-小-1-2-1 覺察與辨識常接觸的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D) 情-小-2-1-2 運用動作、表情、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 

（ ）9. 下列何者非新課綱穩定性動作技能的內容？ 

(A) 運球   (B) 揮動 

(C) 捲曲   (D) 抖動 

（ ）10. 根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何者非認知領域涵蓋的學習面向？ 

(A) 文化產物  (B) 自然現象 

(C) 科技工具  (D) 生活環境中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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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王老師想要設計跟「維護身體自主權」有關的活動，他想要從《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六大領域中選擇對應的學習指標，請問以下何者最適

切？ 

(A) 社會領域  (B) 認知領域 

(C) 公民領域  (D) 身體動作與健康 

（ ）1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希望透過統整各領域課程的規劃與實踐，陶養幼

兒擁有六大核心素養，下列何者並不屬於六大核心素養？ 

(A) 覺察模仿  (B) 表達溝通 

(C) 推理賞析  (D) 自主管理 

（ ）13.「藝術媒介」為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美感領域的學習面向之一，請問

所謂之「藝術媒介」包含下列哪些？ 

甲、視覺藝術    乙、聽覺藝術 

丙、戲劇扮演    丁、肢體動作 

(A) 甲乙丙丁  (B) 甲乙丁 

(C) 甲丙   (D) 乙丁 

（ ）14. 要提供幼兒「動態平衡」的活動技能，以下何者較為適當？ 

(A) 讓幼兒模仿金雞獨立，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比賽看誰站得久 

(B) 播放音樂，讓幼兒隨著音樂在彈簧墊上模仿兔子彈跳 

(C) 讓幼兒定點拍球，比賽拍球次數及穩定性 

(D) 提供幼兒球棒打擊定位球，看誰擊得最遠 

（ ）15. 在進行情緒領域的教學時，下列何者正確？ 

甲、教師可以視情況設計引發幼兒負面情緒反應的情境（例如生氣、恐懼），

讓幼兒可以真實感受到不同情緒的種類。 

乙、幼兒可能會因為家庭教養方式而有不合宜的情緒表達方式，老師應該

予以尊重，不必介入。 

丙、教師應在教學情境中敏覺情緒事件，並掌握時機和幼兒討論，以協助

幼兒發展情緒能力。 

丁、教室內可以提供安排隱密的空間，讓幼兒沉澱或轉化情緒。 

(A) 丙丁   (B) 甲丙丁 

(C) 甲丙   (D) 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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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有關美感領域的教材教法，下列哪一向敘述錯誤？ 

(A) 4 歲到 5 歲的幼兒能照著畫○、□、△，教師可以進行基本型和基本

色的構造組合遊戲 

(B) 2 歲到 3 歲的幼兒屬於圖畫式前期，教師可進行立體的、機能性的造

型創作 

(C) 幼兒園的音樂活動要引導幼兒了解音樂的要素，包括音高、音色、強

度、旋律和節奏以及質感，因此只要能夠反映幼兒生活的音樂類型，

都可以作為音樂欣賞的內容 

(D) 演奏樂器是幼兒最佳接觸音樂的管道，因為敲擊、彈奏會使幼兒的音

樂經驗更富挑戰性 

（ ）17.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課程實施原則？ 

(A) 教師可以根據自身專長和幼兒興趣，隨興發揮課程設計，展現創意 

(B) 幼兒園課程規劃範圍應涵蓋幼兒從入園至離園的一日在園生活 

(C) 為了幼兒安全、正向與有意義的學習，已規劃好的學習情境不宜變動 

(D) 幼兒園惟有透過主題課程設計的方式才能落實統整課程 

（ ）18.《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跳脫學科領域，採用發展領域的主要原因為何？ 

(A) 強調全人的發展 

(B) 幼兒階段的發展改變較大 

(C) 為與小學的課程有所區隔 

(D) 幼兒發展是幼兒教育的基礎知能 

（ ）19.《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中，新增學習領域「健

康行動」之相關學習指標，不包括下列何項？ 

(A) 使用清潔工具整理環境 

(B)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C) 熟練並維持日常生活的健康行為 

(D) 覺察與辨別危險，保護自己的安全 

（ ）20.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下列何項屬於「認知領域」的教學實施

原則？ 

甲、鼓勵幼兒使用正式的詞彙 

乙、鼓勵幼兒探索大自然，親近與愛護自然 

丙、看見並開拓幼兒合宜參與日常互動情境的能力 

丁、引導幼兒有系統的蒐集訊息，並記錄蒐集到的訊息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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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根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

活動」是屬於哪一個領域的課程目標？ 

(A) 認知領域  (B) 美感領域 

(C) 社會領域  (D) 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 

（ ）22. 下列何者並非《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情緒領域中所提到的領域原則？ 

(A) 協助他人處理情緒 

(B) 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 

(C) 擁有安定的情緒並自在地表達感受 

(D) 關懷與理解他人的情緒 

（ ）23. 依據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規劃，習得蒐集訊息、整理訊

息、解決問題之能力，是屬那一個課程領域的範疇？ 

(A) 數學領域  (B) 語文領域 

(C) 社會領域  (D) 認知領域 

（ ）24.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身體自主權」是屬於哪個領域的內涵？ 

(A) 身體動作與健康  (B) 認知 

(C) 社會   (D) 美感 

（ ）25.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有關美感領域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美感」指的是由個體內心深處主動建構的一種感知美好事物的體驗 

(B)「玩索」指的是操弄各種藝術的工具或素材，並以遊戲的心態一面玩耍，

一面使用 

(C) 幼兒天生就具備探索與感知美好事物的潛能，這種潛能需要透過豐沛

美感經驗的累積，才能逐漸發展 

(D) 美感領域是在陶養幼兒對生活周遭環境事物的敏感，喚起其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潛能，形成個人的美感偏好與素養 

（ ）26. 依據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親近自然並尊重生命」是

屬於哪個領域的目標？ 

(A) 身體動作與健康  (B) 認知 

(C) 社會   (D) 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