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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与活动设计

试题
2018 年 7 月

注意事项
一、将你的学号、姓名及分校（工作站）名称填写在答题纸的规定栏内。考试
结束后，把试卷和答题纸放在桌上。试卷和答题纸均不得带出考场。监考人收完
考卷和答题纸后才可离开考场。

二、仔细读懂题目的说明，并按题目要求答题。答案一定要写在答题纸的指
定位置上，写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三、用蓝、黑圆珠笔或钢笔（含签字笔）答题，使用铅笔答题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 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是（

）。

A. 幼儿园课程实施主体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及自身的需要，对课程的目标、属性、功
能等做出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

B. 幼儿园课程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
C. 在幼儿园课程实施时所持有的价值理念

D. 完全决定了幼儿园课程的基本特征和面貌

2. 课程是指学生体验到的意义，这是（
A. 课程即教学科目

B. 课程即学习者所获得的经验

C. 课程即目标

D. 课程即师生的对话

3. 以下不属千幼儿园课程基础学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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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的定义。

）。

A. 心理学

B. 社会学

C. 哲学

D. 教育学

4. 以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课程方案是（

A.

High/Scope 课程

C. 算术和阅读直接教学系统
5. 社区对幼儿园课程最主要的影响是(

B.

）。
瑞吉欧教育体系

D. 银行街早期教育方案
)。

A. 通过家长和社区的参与可为学前儿童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生态环境

B.

幼儿园课程涉及的范围扩大了，与社区的功能结合起来了

C. 为家庭提供育儿及其他需求方面的整体服务支持

D.

将家长和社区纳入到学前教育中来

6. 关于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作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游戏作为幼儿园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促进幼儿各种能力的发展
B.

游戏有益于幼儿进行幼儿园各学科（领域）课程的学习

C. 游戏有益千幼儿园课程中各学科（领域）教育的整合
D. 游戏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

7. 关于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之间的平衡，错误的是(

A.

活动设计既注重结果又注重过程

B.

既注重教师的预设又重视幼儿的生成

)。

C. 幼儿园教育活动目标以行为目标为导向
D. 既有明确细致的目标，又有一般宽泛的目标

8. 对不同结构化程度的幼儿园课程的教育活动，说法正确的是（

）。

A. 低结构化程度幼儿园课程的教育活动选择和组合方式，在一日活动中，活动设计
者主要是安排是主题活动和幼儿自巾活动，辅以活动区活动和集体教学活动

B. 低结构化程度幼儿园课程的教育活动选择和组合方式，在一日活动中，活动设计

者主要是安排幼儿自由的游戏和活动区活动，配以一定比例的探索性主题活动，
只有少量的集体教学活动

C. 低结构化程度幼儿园课程的教育活动选择和组合方式，在一日活动中，主要是集
体教学活动和幼儿自由活动，辅之以活动区活动

D. 中等结构化程度幼儿园课程的教育活动选择和组合方式，在一日活动中，活动设
计者主要是安排幼儿自由的游戏和活动区活动，配以一定比例的探索性主题活
动，只有少量的集体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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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不属于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内容的是（

）。

A. 能进行 10 以内数的计数活动和加减乘除运算
B. 初步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见量

C. 能区分上下、左右、前后等空间方位

D. 初步认识一些简单的立体几何图形
10. 属于相互渗透或整合地选择和组合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活动的优点的是（

）。

A. 减少儿童活动转换的困难

B.

使领域课程能为幼儿提供各领域教育中的关键概念

C. 使各领域形成平行关系，容易使不同领域之间达成平衡

D.

使教育活动的设计简单化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判断对错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正确的叙述在答题纸上划 "-J "'错误的在答题纸上划

"X")

11. 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幼儿园课程影响最大的认知心理学理论莫过于瑞士心理学家皮
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

12. 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是指幼儿园课程实施主体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和需求，对课
程的目标、属性、功能等作出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

)

13. 游戏对幼儿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游戏活动是幼儿园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4. 生态学理论对包括幼儿园课程在内的学前教育有很大的启示，在诸多的生态取向理
论中，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理论对幼儿园课程的影响最为深远。（

)

15. 与目标模式相比，过程模式的目标是生成性的，更多地表现为教育过程中各阶段的方
向或教育情境的产物。（

)

16. 根据成熟理论，当儿童尚未达到“准备状态”时，教师应该人为加速儿童的发展。（
17. 数学是知识的建构的观点强调数学是系统化的训练。（

)

)

18. 罗恩菲尔德主张，美术是一种教育工具，能够耕耘人的感性、促进合作、减少自私，而
最为重要的是，能发展儿童创造性地工作的全部能力。（

)

19. 独立选择和组合幼儿园各学习领域教育活动强调为儿童理解社会和世界提供关键概
念、探索的工具以及认识的方法。(

)

20. 对幼儿园教育活动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时，可以采用一些客观的标准和指标，以量
化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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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21. 幼儿园教育活动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

22. 不同结构化程度的幼儿园教育活动组成的连续体是怎样的？
23. 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哪些？
四、论述题 (16 分）

24. 请结合幼儿园教育活动实际分析如何按结构化程度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进行分类。
五、案例分析 (20 分）（字数不得少千 300 字）

ZS. 结合案例，分析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
健康教育活动：打雪仗（中班）

活动目标：
(1) 练习投掷，锻炼走、跑、跳、躲闪等能力。

(2) 练习点数，体验和同伴一起做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软沙包若干个（最好用白色、米色、鹅黄色等浅颜色的布做，代表雪球，里面装布等软和的
材料，避免受伤）。
活动过程：
一、说一说：取暖办法多
(1) 教师：冬天来了，外面冷随随的，有什么办法让自己暖和起来呢？
(2) 幼儿介绍自己的取暖办法。

(3) 教师小结：多穿衣服可以取暖，多运动也可以取暖。跑一跑，跳一跳，就暖和了。冬天

好玩的游戏可多了，我们来玩一个打雪仗的游戏吧。
二、游戏：打雪仗
(1) 教师在户外划出一块正方形的场地，作为雪地。

(2) 幼儿分为两组，一组掷“雪球”（沙包），一组在圈内跑，躲避“雪球”。被“雪球“打中的幼

儿，走到圈外旁观比赛。如果一组幼儿被打中了五个，则两组幼儿交换角色，游戏继续进行。
(3) 教师可以在活动中随时暂停，带领幼儿一起点人数，看看被“雪球“打中了几个，是不是

该交换角色继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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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LA

2. B

3. D

4. D

5. D

6. C

7. C

8. B

9. A

10. A

二、判断对错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1. .J

12.

✓

13. ,J

14 . .J

15. ,J

16. X

17. X

18 . .J

19. ,J

20. X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21. 答：幼儿园教育活动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追求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 分）是通过幼
儿园实施的教育活动所达成的教育效能， (3 分）即“幼儿有意义的学习“和“教师有意义的教
学”。 (3 分）

22. 答：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更多的是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不同程度的结合，是兼有游戏
和教学成分的活动。低结构教育活动更多具有游戏活动的性质，活动主要由幼儿发起；高结构
教育活动更多具有教学活动的性质，活动主要由教师发起。
(l)" 单一科目“教学活动是以单一科目的概念和技能学习为目标，由教师决定内容并设计
和实施教学的一种活动，该教学活动是高结构教育活动。 (2 分） (2) 主题教学是幼儿园的一种

综合课程，它由教师决定教学内容，或儿童根据较广概念的学习经验发起活动，主要由教师设

计并实施教学的一种活动，该教学活动是中等结构化程度的教育活动。 (2 分） (3) 方案教学也

是一种幼儿园综合课程，它是由儿童或教师发起的一种深层次活动，旨在答复儿童提出的问
题，以儿童的兴趣为导向的一种活动。该教学活动比主题教学活动的结构化程度低。 (2 分）
(4) 活动区活动也称区角活动，是由儿童发起的探索活动，旨在满足儿童的需要，以儿童的兴趣
为导向。活动区活动是幼儿园教育活动中一类相当低结构的、综合性的教育活动，这类教育活
动的主要成分是幼儿游戏。以上四类活动，是幼儿园教育实践常见的四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构

成了一个不同结构化程度的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连续体。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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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内容包括：
(1) 词汇。丰富幼儿的词汇，正确理解词义，并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能正确运用词。 (3 分）
(2) 口语表达。培养幼儿聆听和讲述的能力。 (2 分）

(3) 讲述与朗诵儿童文学作品。理解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学习艺术语言，会复述作品中
的故事等。 (3 分）
四、论述题 (16 分）

24. 评分标准：
(1) 要点部分 10 分，结合实际部分 6 分，满分 16 分。

(2) 仅回答要点，且所答内容完善者，一题最高能得 10 分。
(3) 结合实际密切、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有独到见解者，结合实际部分最高可得 8 分。但
总分不得超过 16 分。
答题要点：
按教育活动的结构化程度分类，可以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分成无结构教育活动、低结构教育
活动、高结构教育活动和完全结构化教育活动。结合幼儿园教育活动实际，游戏活动是“无结

构“教育活动，区角活动（活动区活动）是“低结构“教育活动，集体教学活动是“高结构“教育活
动。
五、案例分析 (20 分）

25. 要求：
(1) 结合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

(2) 有明确的观点，观点、材料统一，语言通畅；
(3) 分析文字在 300 字以上。

评分标准：
(1) 能运用所提供的实例内容，观点明确，有论证，文字在 300 字以上，酌情给分；

(2) 不能运用所提供的实例内容，但观点明确，有论证，文字在 300 字以上，扣 6 — 10 分；
(3) 不足 300 字，在可得分数中扣 5 分。

要点：
(1)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设计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但结构化程度较“单一科目“健康教育活动

低。 (2)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以教师和幼儿为双主体，活动设计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开放性。
(3)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设计具有一定的科目渗透和结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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