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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

保教知识与能力试题（幼儿）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如果母亲能一贯具有敏感、接纳、合作、易接近等特征，其婴儿容易形成的依恋类型是

（ ）【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较易】

A、回避型依恋 B、安全型依恋 C、反抗型依恋 D、紊乱型依恋

2、教师对幼儿说：“不转乱跑，不准插嘴，不准争吵...”这样的话语，所违背的教育原则是

（ ）【学前教育的原则-中等】

A、正面教育 B、保教结合 C、因材施教 D、动静交替

3、下面几种新生儿的感觉中，发展相对最不成熟的是（ ）【学前儿童感知觉得发展特点-
困难】

A、视觉 B、听觉 C、嗅觉 D、味觉

4、当教师以“病人”身份进入小班“医院”时，有六位“小医生”同时上来询问病情，每

个孩子都积极地为教师看病、打针，忙的不亦乐乎。结果教师一共被打了六针，对小班幼儿

这种游戏行为最恰当的理解是（ ）【幼儿园游戏活动与指导-较难】

A 过于重视教师的身份 B、角色游戏呈现合作游戏的特点

C、在游戏角色的定位中出现混乱 D、角色游戏呈现平行游戏的特点

5、下列不属于幼儿园教师工作职责的内容是（ ）【幼儿教师-简单】

A、观察了解幼儿，制定教育工作计划

B、知道调配幼儿膳食，检查食品安全

C、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合理组织教育内容

D、与家长保持经常联系，共同完成教育任务

6、研究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和行为的实验是（ ）【学前儿童个性发展-简单】

A、陌生情境实验 B、点红实验 C、延迟实验 D、三山实验

7、小彤画了一个长了翅膀的妈妈，教师合理的应对方式是（ ）【学前儿童想象的发展-较

易】

A、让小彤重新画，以使其作品更符合实际

B、画一个妈妈的形象，让小彤照着画

C、询问小彤长翅膀的妈妈的原因，接纳他的想法

D、对小彤的作品不予评价

8、对幼儿如厕教师最合理的做法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简单】

A、允许幼儿按需自由如厕 B、要求排队如厕

C、控制幼儿如厕次数 D、控制幼儿如厕的间隔时间

9、一般情况下，哪个年龄段的幼儿能结合情境理解一些表示因果，假设等关系的相对复杂

的句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困难】

A、托班 B、小班 C、中班 D、大班

10、皮疹是向心性分布（即躯干多，面部，四肢较少，手掌，脚掌更少）的疾病是（ ）【幼

儿常见疾病和意外事故的防护-困难】

A、皮疹 B、水痘 C、手足口 D、猩红热

二、简答题（共两题，15 分一道，满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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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简述移情对儿童亲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的影响。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 【学前儿童社会性

发展-较难】

12、为什么幼儿园教育内容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学前教育的原则-中等】

三、论述题（共一题，满分 20 分）

13、什么是幼儿园环境？为什么幼儿园教育中要强调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请联系实际说

明。【幼儿园环境创设-困难】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14、材料：

开学不久，小班王老师就发现：李虎小朋友经常说脏话。虽然老师多次批评，但他还是

经常说，甚至影响其他孩子也说脏话。【幼儿教师—中等】

问题 ：

（1） 请分析李虎及其他幼儿说脏话的可能原因。

（2） 王老师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15、材料：

操场上新安装了一个投篮架。幼儿经常在这里玩投篮游戏。一天，几个幼儿带着笔刷和水桶

来到这里，他们先是快乐地粉刷投篮架，之后开始往篮筐里灌水，有的从上面灌，有的在下

面灌，再灌，再接……相互配合，反反复复，忙的不亦乐乎。【幼儿园游戏活动与指导-中等】

问题：

是否应支持这些幼儿的行为？请说明理由。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共 30 分）

16、请围绕“有用的工具”为大班幼儿园设计主题活动，应包含三个子活动。

要求：

（1）写出主题活动的总目标。

（2）写出一个子活动的具体活动方案，包含活动的名称、目标、准备和主要环节。

（3）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名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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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

保教知识与能力试题（幼儿）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依恋类型

2.【答案】A
解析：教师是儿童社会沟通的中介者

3.【答案】A
解析： 生后 5～6 个月，达到成人的正常视力

4.【答案】D
解析：小班平行游戏

5.【答案】B
解析： 保育员工作

6.【答案】C
解析：延迟满足实验是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实验，这个实验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

足的能力

7.【答案】C
解析： 想象发展在图式期的特征

8.【答案】A
解析： 一日生活中如厕环节注意事项。另规程也有规定。第二十二条 幼儿园应当配备必要

的设备设施，及时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幼儿园应当培养幼儿良好的大小便习惯，

不得限制幼儿便溺的次数、时间等。

9.【答案】D
解析：

10.【答案】D
解析： 猩红热斑点全身且四肢少

二、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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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答：移情是指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是亲社会行为的动力基础、前提或动机。无论是社

会生活环境，还是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最终都要通过儿童的移情而起作用。移情是导致亲

社会行为最根本、最内在的因素。学前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1．对别人心理状态的理解从简单到复杂

2．需要明显的外部线索到能理解隐蔽线索

3．水平是随着儿童完成任务难度而变化的

4．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是 4—6 岁

12.答：考虑幼儿园教育目标，考虑幼儿兴趣需要，考虑幼儿学习特点，考虑身心发展规律

及认知水平，考虑全面长远发展，考虑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学前教育的特殊原则，由

于学前儿童生理、心理的特点，对儿童的教育要特别注重生活化，并发挥一日活动的整体功

能。

三、论述题

13：答：对于幼儿园教育而言，广义的幼儿园环境是指幼儿园教育赖以进行的一切条件的总

和。它包括幼儿园内部小环境，又包括园外的家庭、社会、自然、文化等大环境，狭义的幼

儿园环境是指在幼儿园中，对幼儿身心发展产生影响的物质与精神的要素的总和。因此，幼

儿园环境按性质可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大类。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

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的和谐发

展。”

一、有利于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当幼儿即将进入幼儿园时，意味着他们将踏出人生的第一步，这一步关键而重要，他们

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对每一个幼儿来说都是一种转折，这种转折往往是痛苦的。教师要为

新人园孩子作好全方位的准备，而心理上的准备又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用自己

的爱心、耐心及宽容接纳每一个幼儿，稳定幼儿的情绪。帮助幼儿适应并喜欢幼儿园的集体

生活，帮助幼儿克服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人的忧虑、紧张和不安情绪，使其形成安全感和信

任感，帮助幼儿体验到幼儿园集体生活的乐趣。

二、有利于幼儿形成良好个性，适应社会生活

幼儿社会化是个体社会化的初级阶段，并为个体进一步社会化奠定基础。良好的幼儿园

心理环境为幼儿提供同伴之间共同游戏和学习的机会，尤其重视并发挥幼儿与同伴、与集体

的相互关系的作用。同时，教师有意识地将幼儿置身于幼儿园的各种人际环境之中，通过幼

儿易于接受的民主、科学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帮助幼儿理解社会行为规范，适应社会生活。

同时培养孩子合群、组织性、纪律性、利他、勇敢和顽强等优良的性格特征，克服孤独、自

私等不良的性格特征。

三、有利于幼儿园员工的成长与发展

四、有利于激发幼儿创造潜能。

四、材料分析题

14：参考答案

（1）小班幼儿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模仿，因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李虎说及其他幼儿说脏话

的原因：

1.家庭环境及家长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如：家长经常说脏话，或经常打骂李虎。

2.与社会媒体传播的内容有关，李虎说脏话可能来源于对动画片中人物的模仿。

3.幼儿之间相互模仿

（2）教师在干预的过程中可采取以下措施

1.从家庭入手，了解李虎的家庭环境及家庭教养方式，并予以科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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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李虎当前正热衷的动画片入手，在家长的支持与协作下找到李虎说脏话的根源，并予以

及时调整

3.从周围的幼儿入手，可设计专门的培养幼儿礼貌用语的教学活动

4.教师在日常纠正幼儿脏话时应注意自己的文明用语及方式方法，以为幼儿营造良好的语言

环境。

15：参考答案

支持；从游戏的特点和价值角度回答。

学前儿童游戏是儿童借助对现实的认知、理解，在假想的情境中模仿与再造成人的实践活动，

是儿童内部动机驱使的感知与操作活动。

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和权利，是学前儿童喜爱的、主动的活动，是学前儿童反映现实

生活的活动。儿童游戏具有以下特征：

（一）游戏是儿童自主自愿的活动

游戏不要求务必达到外在任务和目标，也没有严格的程序和方式，儿童完全可以自由自

在地进行游戏，玩什么，怎么玩，均由儿童自己决定。

（二）游戏是儿童感到快乐的活动

对儿童来说，游戏是一种享受。在游戏中，儿童通过操纵材料、物品，控制所处的环境，

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和自信，从成功和创造中获得愉快的体验。

游戏是儿童最喜爱的活动，儿童在游戏中学习和成长，游戏对儿童的身体、智力、创造

力、情感、社会性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在身体发展中的作用

（一）促进儿童身体的生长发育

游戏既有全身的也有局部的运动，使儿童的各种生理器官和系统得到活动，促进骨骼肌

肉的成熟，加速机体的新陈代谢，有利于内脏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二）发展儿童的基本动作和技能

游戏锻炼了儿童大、小肌肉的活动能力，能够促进对于肌肉运动的控制和协调。

（三）增强儿童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在户外进行的游戏可以使儿童接触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等自然因素，促进了儿童的

身体健康。

（四）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

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灵活多变，引人人胜，能够带给儿童愉快和满足，有利于

儿童的身心健康。

二、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一）游戏扩展和加深儿童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增长儿童的知识

（二）游戏促进儿童语言的发展

（三）游戏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发展

（四）游戏促进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

积极参与游戏的儿童需要不断思考，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任何一种游戏活动的进行都

蕴涵着锻炼和发展儿童思维能力的条件。

（五）游戏提供了儿童智力活动的轻松愉快的心理氛围

在游戏轻松愉悦的心理背景下，儿童的觉醒水平适当或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可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在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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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提供了儿童社会交往的机会，发展了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游戏及玩具是学前儿童交往的媒介。通过游戏，儿童实现与同伴的交往，并形成社会性

活动。

（二）游戏有助于儿童克服自我中心化，学会理解他人

在游戏中儿童出于扮演角色的需要，学会发展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区别，由自我为

本位的社会认知向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认知过渡。

（三）游戏有助于儿童社会角色的学习，增强社会角色扮演能力

游戏中，儿童通过对角色多样化与稳定性的理解和体验，有助于现实生活的角色扮演和

转换，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四）游戏有助于儿童行为规范的掌握，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儿童在游戏中模仿学习的社会行为规范会迁移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去，有助于他们对现

实生活中道德行为规范的理解和遵守。

四、在情感发展中的作用

（一）游戏中的角色扮演丰富了儿童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

游戏时儿童体验各种情绪情感，学习表达和控制情感的不同方式，发展友好、同情、责

任心等积极情感。

（二）游戏中的自由自主发展了儿童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氛围中学习解决疑难问题，可以享受成功的快乐，产生自豪感，

增强自信心。

（三）游戏中的审美活动发展了儿童的美感

游戏就是儿童感受美、创造美的一种特殊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培养他们对自然、社会、

艺术的审美能力，发展美感。

（四）游戏中的情绪宣泄有助于儿童消除消极的情绪情感

游戏（尤其是角色游戏）为儿童提供了表现自己各种情绪的机会，不愉快情绪可以在游

戏中得到发泄和缓和，因此具有心理诊断和治疗上的应用价值。

五、活动设计题

（1）总目标：

1.能积极参与活动，在活动中体验观察和探索的乐趣

2.学习生活中常用的小工具的使用方法

3.指导常见工具的名称和用途

（2）

一、活动名称：大班社会领域《交通工具》

二活动目标：1.激发幼儿对交通工具的兴趣

2. 发展幼儿听、说、画的能力。

3. 引导幼儿认识各种交通工具，并学会分类

三、活动准备：沙盘、故事中动物图片各一张，交通工具若干，玩具箱三个

四、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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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部分---故事导入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白兔看姥姥》，小朋友们想不想听？

（教师有感情的讲述故事）

基本部分

（1）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幼儿回忆故事中小白兔去看姥姥的路上乘坐了什么交

通工具？哪种工具的速度最快？并引导幼儿区分汽车属于陆上交通工具，轮船属于水中交通

工具，飞机属于空中交通工具。并知道飞机的速度最快。

（2）帮玩具找家

教师将交通玩具一一发放给幼儿，并展示水、陆、空的场景图，引导幼儿将玩具送回对应的

场景图。

3. 比比谁的耳朵灵

教师播放故事中交通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引导幼儿根据声音辨别交通工具。

4. 想一想，画一画

将幼儿分成水中、陆上、空中这三组，引导幼儿分别讨论并画出他们见过的其他的相应的交

通工具。

结束部分

教师引导幼儿有序的进行游戏《我是小司机》，引导幼儿模仿驾驶各种交通工具。

（3）子活动二：

活动名称：大班科学领域《物体的沉浮》

活动目标：1.激发幼儿对沉浮现象的兴趣。

2.初步学习简单的记录方法

3.通过探索活动使幼儿知道哪些东西放在水里是沉的，哪些是浮的。

子活动三：

活动名称：大班艺术领域《粘贴画》

活动目标：1.激发幼儿对认识各种工具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使用不同的工具完成粘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