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巿立師範學院 

九十四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兒童發展研究所 

科  目：兒童發展 

考試時間：九十分鐘 

總    分：一百分 

※  注意：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

答卷上。(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一、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 分) 

1. Piaget 提出把幼兒的遊戲分成數個階段，[1] constructive play； [2] 

dramatic play；[3] functional level；[4] game with rules，其發

展的歷程為 

(A) 1，2，3，4                (B) 2，1，4，3 

(C) 3，1，2，4                (D) 4，2，3，1 

2. 指出社會性戲劇遊戲能提供幼兒發展粹取社會角色，並將角色概念化擴

大規模普遍化能力之遊戲研究先趨學者為： 

(A) Bronfenbrenner            (B) Chomsky 

(C) Piaget                    (D) Smilansky 

3. 下列何者並非典型的四歲幼兒社會化行為？ 

(A)在同儕團體中有特定喜歡的朋友。(B)在家人的關係中表現出順從。 

(C)會炫耀，想引起注意。          (D)獨斷的，自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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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Growth of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一書以社會認知觀點解

釋兒童的道德發展研究，其設計一系列兩難問題的故事給孩子聽，要求

他們預測故事中的人物會做什麼的作者是誰？ 

(A) Hoffman， M.                 (B) Kohlberg 

(C) Selman， R.                  (D) Spodek 

5. 「在各文化中對於不同性別之下，該有何種行為的概念」稱之為？ 

(A) Gender identity              (B) Gender roles 

(C) Sexual orientation           (D) Gender typing 

6. 根據社會學習理論觀點，小女生顯現出對典型女性行為或物品的興趣（例

如化妝、裝飾品），是因為什麼？ 

(A) Reinforced                   (B) Gender constancy 

(C) Adolescence identity crisis  (D) Self identification 

7. 從 Horlow 的 Terry-cloth 實驗看到，猴媽媽提供的食物滿足

（Nutrient），卻不及所提供的什麼重要？ 

(A) Imprinting                   (B) Securely attachment 

(C) Comfort contact              (D) Avoidant attachment 

8. 關於 DeLoache(1987)的模型藏玩具實驗，先給小孩看玩具藏在模型的某

處，然後請小孩到佈置的非常像模型的房間找玩具，結果____的小孩 70%

都不會錯，但是____的小孩全答對的不到 20% 

(A) 3 歲，2歲半                  (B) 4 歲，3歲 

(C) 5 歲，4歲，                  (D) 2 歲半，2歲 

9. 關於簡單算數，在發展上的表現，以下敘述哪些(或哪個)正確:甲-東亞

小孩和同年齡美國小孩的表現沒有差異，乙-解題速度與正確率隨年齡增

加而進步，丙-題目難度提高時，小朋友使用備用策略(非記憶策略)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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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升高，丁-隨年齡增加，越來越多小孩使用不需經過運算的直接提

取回憶法(記憶策略).   

(A) 甲乙丙                       (B) 乙丙  

(C) 乙丙丁                       (D) 甲乙丙丁 

10. 關於以英文為母語小孩其音素覺知phonemic awareness的研究，以下那

些(或哪個)敘述是正確的：甲-4、5 歲時音素覺知好壞是早期閱讀能力

的穩定指標，乙-訓練 4、5 歲小孩的音素覺知能力，可以使閱讀與拼字

的能力進步，丙-音素覺知是指可以理解並分解出音節內組成音素的能

力.  

(A) 甲丙                         (B) 甲乙丙  

(C) 乙丙                         (D) 甲乙 

11. Robert Siegler 提出的 overlapping waves approach 強調:  

(A)節點和節點的聯繫決定記憶與學習。 

(B)同一個小朋友，可能同時使用多種策略。  

(C)學習就是建立新的 production。 

(D)學習的基礎是 central conceptual structures。 

12. 孕婦或身邊的人吸食煙草造成各種嚴重問題例如早產，心律不整，新生

兒猝死，兒童癌症等，主要是因為煙草裡的_____使血管收縮，而且也會

增加血液中______的濃度促使紅血球帶氧量下降.   

(A)尼古丁，氮 

(B)焦油，一氧化碳  

(C)焦油，二氧化碳  

(D)尼古丁，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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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這個孩子願意花很長的時間練習新的體能活動(例如:跳躍、溜冰、騎

腳踏車)，即使遇到困難也不會放棄，是屬於下列何種氣質特性？ 

(A) 活動量                      (B) 適應性 

(C) 趨進性                      (D) 堅持度 

14. 音樂家蕭邦，從他的曲風，可以知道他的氣質特性是屬於下列何種氣

質類型的人？ 

(A) 易怒型的人                  (B) 冷淡型的人 

(C) 憂鬱型的人                  (D) 樂觀型的人 

15. 影響親子依附關係品質，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是： 

(A) 子女數多寡                  (B) 孩子的氣質類型 

(C) 照顧者的敏感度              (D)夫妻的婚姻狀態 

16. 在了解幼兒自我概念展的過程中，M.Lewis 和 J.Brooks-Gunn(1979)兩人要

求母親在嬰兒的鼻子上塗上一點口紅，告訴他要幫他擦臉，並把他放在鏡

子前，以研究自我認識(self-recognition)的發展，由研究中發現大概多

大的孩子就會開始嘗試觸摸自己的鼻子？ 

(A) 2-7 個月                     (B) 9-12 個月 

(C) 15-17 個月                   (D) 18-24 個月 

17. 哈佛大學凱根(J.Kagan)和研究人員為瞭解4個月大的嬰兒對外在刺激

反應的氣質傾向。他們在 4個月大嬰兒的頭部上方晃動一玩具，以預

測孩嬰兒至 14 個月大時的人格特質。如果嬰兒剛開始是對晃動的玩具

有興趣，之後，腳不停向前踢，手臂也動起來，因為受視覺刺激變得

激動，接得著嚎啕大哭，反應出非常不舒服的現象，這研究發現孩子

在 14 個月時，人格特質是偏向： 

(A)  內性                        (B) 中性 

(C) 外內                        (D)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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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幼兒開始與特定的對象(通常是母親)建立依附關係，是屬於心理學家

薛弗(Schaffer)與依默生(Emerson)研究的嬰兒社會依附發展四個階

段的那一階段？ 

(A)無社會性階段(6 週) 

(B)無區別性的依附關係階段(6 週-6、7 個月) 

(C)特殊依附關係階段(6、7 個月-18 個月) 

(D)多重依附關係階段(18 個月以後) 

19. 目前已有大量證據顯示，趨進與趨避系統至少是部份分離的神經迴

路，其中兩個關鍵結構，除了杏人仁體(amygdala)之外，另一個關鍵

結構下列何者為是： 

(A) 枕葉(occipital lobe)        (B) 前額葉(frontal lobe) 

(C) 頂葉(pariental lobe)        (D) 顳葉(temporal lobe) 

20. 學者福斯(N.A.Fox)測量嬰幼兒腦波，以瞭解其氣質傾向，依據福斯

(N.A.Fox)等人多年的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左腦波曲線較多的孩子，

其個性是偏向下列何者？ 

(A) 內性                        (B) 中性 

(C) 外內                        (D) 以上皆非 

二、簡答題(每題 5分，共 20 分) 

1. 情緒在兒童的發展上具有什麼功能？各功能下請各舉一例加以說明。 

2. 請列舉「檢視幼兒情緒健康與否的指標」。 

3. 請說明 Elanor Gibson與 Richard Walk發展出的視覺懸崖（visual cliff）

實驗，其實驗方式、目的、以及結果。 

4. 請說明 Carolyn Rovee-Collier等人如何使用 mobile 來測試嬰兒的記憶，

以及他們得到那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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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40 分) 

1. 為什麼 Solitary式的遊戲雖然經常發生在年紀較小的幼兒，但年紀較大

（如四歲）的幼兒還在玩此一形式的遊戲並非退步或不好，對年紀較大

幼兒 Solitary式遊戲的重要性為何？請舉例說明之。 

2. 試申論兒童氣質與父母教養方式的相互影響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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