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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单选 题

1.幼儿 在词 汇的 发展 上一 般先 掌握 实词 ，然 后掌 握虚 词， 实词 中最

先掌 握的 是( )。

A.名词 B.动词 C.形容 词 D.数量 词

2.指导 家长 委员 会工 作的 是( )。

A.幼儿 园教 师 B.幼儿 园园 长 C.家长 D.教育 督导 员

3.能用 数字 、画 图、 图表 或其 他符 号记 录科 学探 究的 结果 是 ( )年龄

段的 典型 表现 。

A.2～3 B.3～ 4 C.4～5 D.5～6

4.研究 者通 过对 家长 、教 师或 其他 熟悉 被调 查幼 儿的 人的 谈话 ，以

了解 幼儿 心理 的方 法被 称作 ( )。

A.调查 法 B.实验 法 C.个案 研究 法 D.观察 法

5.不属 于幼 儿园 教师 工作 主要 职责 的是 ( )。

A.观察 了解 幼儿 B.创设 教育 环境

C.监测 幼儿 的生 长发 育 D.做好 家园 联系

6.人体 缺乏 ( )会得 坏血 病。

A.维生 素 A B.维生 素 B C.维生 素 C D.维生 素 D

7.郑老 师收 集矿 泉水 瓶、 报纸 、纸 箱、 塑料 绳等 材料 ，并 改造 成适

合幼 儿的 教学 材料 ，郑 老师 的行 为是 ( )。

A.环境 创设 的能 力 B.随机 教育 的能 力



C.教学 反思 的能 力 D.教学 生成 的能 力

8.“教学 有法 ，教 无定 法 ”体现 了老 师劳 动的 ( )。

A.示范 性 B.复杂 性 C.创造 性 D.长期 性

9.《幼儿 园教 育指 导纲 要 (试行 )》中提 到的 五个 领域 每个 领域 都可 以

提炼 出一 个关 键的 能力 。艺 术是 ( )。

A.感受 能力 B.表现 能力 C.创造 能力 D.思维 能力

10.当教 室中 一片 喧哗 声时 ，教师 突然 放低 声音 或停 止说 话 ，会引 起

幼儿 的注 意。 这是 ( )。

A.刺激 物的 物理 特性 引起 幼儿 的无 意注 意

B.与幼 儿的 需要 关系 密切 的刺 激物 ，引 起幼 儿的 无意 注意

C.在成 人的 组织 和引 导下 ，引 起幼 儿的 有意 注意

D.利用 活动 引起 幼儿 的有 意注 意

二、 简答 题

11.简述 幼儿 园活 动区 设置 的基 本要 求 ?

12.建立 和谐 的师 幼关 系， 教师 要做 到哪 些方 面 ?

三、 论述 题

13.自我 评价 是自 我意 识的 一种 形式 ，是主 体对 自己 思想 、愿望 、行

为和 个性 特点 的判 断和 评价 。请 论述 幼儿 自我 评价 发展 的主 要特 点。

四、 材料 分析 题

14.材料 ：星期 一 ，已经 上小 班的 松松 在午 睡时 一直 哭泣 ，嘴里 还一

直念 叨，说：“我要 打电 话让 爸爸 来接 我，我要 回家 。”老师 多次 安慰 ，



他还 一直 在哭 。老师 生气 地说 ：“你再 哭 ，爸爸 就不 来接 你了 。”松松

听后 情绪 更加 激动 ，哭 得更 加厉 害了 。

评述 老师 的上 述行 为， 并提 出三 种帮 助幼 儿控 制情 绪的 有效 方法 。

15.材料 ：在实 施课 程计 划时 ，大班 的王 老师 并没 有像 其他 教师 那样

在制 定课 程目 标时 完全 照搬 ，而是 根据 自己 本班 幼儿 的成 长档 案及 阶段

测评 对他 们的 发展 有一 个初 级的 了解 ，然后 再根 据整 体情 况制 定课 程目

标。

结合 材料 ，试 分析 ：

(1)本案 例体 现了 幼儿 园课 程目 标制 定的 什么 原则 ?

(2)如何 了解 并实 施这 一原 则 ?

五、 活动 设计 题

16.请以“交通 工具 ”为主 题，为幼 儿园 大班 设计 一个 科学 活动 ，要

求写 出活 动名 称、 活动 目标 、活 动准 备、 活动 过程 、活 动延 伸。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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