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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以下哪一項不是兒童發展的正確敘述？ (A)發展是繼續不斷而又漸進的歷程 (B)每一發展階段互相影響
(C)發展的歷程是由分化→統合→再分化→再統合… (D)環境比遺傳更能影響發展

2.

嬰兒頭部最晚骨化閉合的囟門是：
(A)前囟門，大約在 18 個月 (B)後囟門
(A)觸覺

(C)前囟門，大約在 18 個月
(B)視覺

(C)嗅覺

(D)後囟門，大約在 18 個月

3.

嬰兒比較早發展的感覺是：

4.

以下哪一項活動，最能培養幼兒的社會關係？

5.

對於嬰兒喜愛曲線勝於直線；喜愛立體物勝於平面物的現象，稱為：
(A)視覺懸崖 (B)視覺進步 (C)視覺感動 (D)視覺偏好

6.

小明九個月大不畏懼小動物。當他一靠近小狗時，實驗者便弄出一個嚇人的大響聲，於是小明便開始哭。重複幾
天後，即使沒響聲，小明一看到小狗也會哭，以上是哪種學習方式的例子？
(A)操作制約 (B)古典制約 (C)習慣化 (D)記憶

7.

透過重複暴露於某種刺激，造成對該刺激報以強度較低反應的過程，稱為：
(A)確認 (B)古典制約 (C)習慣化 (D)操作制約

8.

下面哪一種遊戲最具訓練幼兒大肌肉活動的效果？

9.

有關兩歲以下幼兒的生長發育評估方式，以下哪些比較合適？
(A)身高、體重及血液檢查 (B)身高、臀圍及胸圍 (C)身高、體重及頭圍

(A)玩沙

(D)距離感覺
(B)辦家家酒

(A)攀爬架

(C)打球

(B)彈簧椅

(D)溜滑梯

(C)推積木

(D)沙畫

(D)身高、體重及臀圍

10. 舞蹈運動家或天文學家，通常都擁有不錯的哪種智力？
(A)自我解析智力 (B)情緒智力 (C)空間智力 (D)邏輯智力
11. 皮亞傑認知結構中的基本單位：
12. 以下何者屬於規則性遊戲？

(A)心理智力

(A)角色扮演

(B)基模

(B)拼圖

(C)IQ

(C)推球

(D)符號
(D)大風吹

13. 「小孩發現小狗及小貓有不同之處，而開始改變原有認知結構去分辨小狗及小貓的差別。」這一例子說明皮亞傑
智力活動中哪項功能的作用？ (A)同化 (B)適應 (C)分化 (D)進化
14. 孩子看到了某種事物（動作）
，對它形成一種心像，稍後當他們不再看見此事物時，便模仿該行動。這種現象稱為：
(A)延宕的模仿 (B)認定的理解 (C)功能的理解 (D)適應
15. 嬰兒在爬行過透明玻璃所架設的懸崖時, 會拒絕爬過去, 顯示嬰兒已具有：
(A)反射動作 (B)學習遷移 (C)依附行為 (D)深度知覺
16. 根據四至七歲兒童的友誼概念，幼兒對朋友的定義是：
(A)可學習對象 (B)親人 (C)喜歡的人 (D)可以傾吐心事的人
17. 以下何者是安全依附行為的描述？ (A)在母親返回時，高興地迎接她，但眼睛不看著她 (B)母親分離後，會主
動尋求某種方式的慰藉，很快恢復探索行為 (C)與母親分離後，會主動尋求某種方式的慰藉，但很難恢復探索行
為 (D)與母親分離後異常焦慮哭鬧不已

＜背面尚有題目＞

18. 馬斯洛主張需求層次中，人類最基本的需求是甚麼？

(A)愛與隸屬 (B)安全

(C)自我實現

(D)生理需求

19. 幼兒明白自己的性別永遠不會因外觀改變的現象，稱為：
(A)性別認定 (B)性別配合 (C)性別恆常 (D)雌雄同體
20. 幼兒約兩歲時，對於自己屬於哪種性別已有確定的概念，稱為：
(A)性別恒常 (B)性別配合 (C)性別認定 (D)雌雄同體

【乙】每題 6 分
21. 以下有關記憶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兒童對項目愈熟悉記得愈好
響記憶力 (D)提早認字加強記憶力

(B)智力測驗分數高者記憶力強

(C)性別影

22. 依據艾瑞克森的理論，人格發展八階段中第一階段(出生至 16 個月)是建立哪一種人格特質的主要時期？
(A)自主能力 (B)安全感 (C)規則感 (D)自我肯定
23. 依據艾瑞克森的理論，健全發展的三至六歲兒童將具有：

(A)自主性 (B)積極主動性

(C)信賴感

(D)親密感

24. 小明將機器人送給爸爸當生日禮物，這可顯示小明的智力發展具有哪一種特徵？
(A)質量保留概念 (B)思考具可逆性 (C)注意力局部集中 (D)自我中心思考
25. 幼兒對於人稱代名詞的理解比較先理解：

(A)我

(B)你

(C)他

(D)我們

26. 小咪將豆腐和白饅頭歸為同一類，表示其共同屬性為白色，顯示小咪智力發展上具有哪一種特徵？
(A)質量保留概念 (B)思考具可逆性 (C)注意力局部集中 (D)自我中心思考
27. 以下哪一種屬於大肌肉活動？

(A)畫圖

(B)玩黏土

(C)打球

28. 當幼兒出現自言自語時，維可斯基認為這是哪一種現象？
(A)使用自言自語來引導自己的思維 (B)孤獨無助心理鬱悶

(D)剪紙

(C)希望引起注意

29. 以下何者是對於「媽媽話」比較正確的敘述？ (A)作為一個媽媽應該說的話
短句，慢慢講並重複嬰幼兒所說的話 (D)幼兒模仿媽媽說的話
30. 大部份的幼兒平均約在幾個月開始長牙？

(A)四

(B)六

(C)八

(D)有自閉症的徵兆

(B)媽媽說的話

(C)聲調提高，用

(D)十

31. 根據派頓的理論，當幼兒所玩的玩具與其他幼兒一樣，但仍以自己的意思來玩，不與其他人一起玩，也沒有任何
合作行為時，是哪一種遊戲型態？ (A)單獨遊戲 (B)平行遊戲 (C)合作遊戲 (D)聯合遊戲
32. 根據佛洛依德的理論，人具有何種本能？

(A)自我實現

(B)攻擊性

33. 以下哪一種量表，通常用來作為立即的醫學測量？
(A)亞培格量表 (B) 貝利嬰兒發展量表 (C)比奈智力量表
34. 幼兒在發展語意過程中常出現的錯誤為：

(A)過度延伸

(D)信賴感

(D)魏氏學前智力量表

(B)語彙限制

35. 對於亞培格量表的敘述，以下哪一項最合適？
(A)可測定嬰幼兒的智力 (B)測得血型 (C)可測得嬰兒先天氣質
36. 嬰兒動作發展順序，以下何者正確？
(A)獨立走路 → 走階梯 (B)走階梯 → 獨立走路

(C)親密感

(C)共同性排除

(D)測得外觀、脈搏、面部皺扭、活動、呼吸

(C)原地跳 → 走階梯

(D)原地跳 →獨立走路

37. 以下有關增進智力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多學習才藝可增進各式智力發展
影響 (C)男生通常智力分數比較高 (D)提早認字有助於智力發展

(B)智力發展受父母教養方式的

38. 嬰兒沒有明顯原因呈現的自發性微笑在甚麼時候開始出現？

(A)出生

(B)3-6 週

39. 以下哪一種指標昰目前衛生署已公佈評估幼兒肥胖的指標：

(A)BMI

(B)BIM

40. 以下哪一種食物可以餵食五個月大的嬰兒？

(A)鮮奶

(B)蘋果丁

(D)範圍侷限

(C)蛋黃

(C)2-3 個月

(C)IBM
(D)柳橙汁

(D)IMB

(D)3-6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