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模拟试卷

二

注意 事项 ：

1.考试 时间 为 120 分钟 ，满 分 150 分。

2.请按 规定 在答 题卡 上填 涂、作答 ，在试 卷上 作答 无效 ，不予 评分 。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1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42 分 )

1.近代 教育 史上 ，是 下列 哪位 教育 家首 次试 图把 教育 学建 立在 心理

学和 哲学 的基 础之 上( )。

A.夸美 纽斯 B.杜威 C.赫尔 巴特 D.洛克

2.“青出 于蓝 而胜 于蓝 ” 体现 了( )师生 关系 。

A.尊师 爱生 B.民主 平等 C.教学 相长 D.心理 相容

3.“学生 之所 以学 习， 是因 为在 学习 过程 中可 以得 到奖 赏、 赞扬 和

优异 的成 绩等 报偿 ”，持 这种 观点 的学 习动 机理 论是 ( )。

A.归因 理论 B.麦克 里兰 德的 学习 动机 理论

C.阿特 金森 的成 就动 机理 论 D.强化 理论

4.教师 培养 学生 的主 体性 应( )。

①建立 民主 和谐 的师 生关 系、 重视 学生 自学 能力 的培 养

②重视 学生 主动 参与 课堂 ，获 得体 验

③尊重 学生 的个 性差 异， 进行 针对 性教 育

④教育 目标 要反 映社 会发 展

⑤在成 熟的 基础 上引 导发 展

A.①② ③④ ⑤ B.①② ③ C.①③ ④⑤ D.①② ③⑤



5.根据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教师 法》 的规 定， 我国 教师 是 ( )。

A.履行 教育 教学 职责 的公 务员 B.履行 教育 教学 职责 的公 务雇 员

C.履行 教育 教学 职责 的雇 员 D.履行 教育 教学 职责 的专 业人 员

6.教育 问题 是( )。

A.引人 注目 的教 育现 象

B.引人 困惑 的教 育现 象

C.亟待 研究 解决 的教 育现 象

D.引人 困惑 、亟 待研 究解 决的 教育 现象

7.根据《国家 中长 期教 育改 革和 发展 规划 纲要 (2010--2020 年 )》规

定， 下列 关于 我国 教育 发展 战略 目标 的说 法不 正确 的是 ( )。

A.到 2020 年， 实现 教育 现代 化， 基本 形成 学习 型社 会， 进入 人力

资源 强国

B.实现 更高 水平 的普 及教 育， 基本 普及 学前 教育

C.坚持 教育 的公 益性 和惠 普性 ，形 成惠 及全 民的 公平 教育

D.构建 体系 完备 的终 身教 育

8.“教育 必须 与生 产劳 动相 结合 ”这是 ( )学校 教育 的一 个基 本原 则 。

A.原始 社会 B.奴隶 社会

C.资本 主义 社会 D.社会 主义 社会

9.党和 国家 到 2020 年的 奋斗 目标 是 ( )。

A.实现 科学 发展 B.建设 小康 社会

C.基本 实现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 D.构建 社会 主义 和谐 社会



10.提出“教师 一方 面要 贡献 出自 己的 东西 ，另一 方面 又要 像海 绵一

样，从人 民生 活中 和科 学中 吸取 一切 优良 的东 西 ，然后 再把 这些 优良 的

东西 贡献 给学 生” 的教 育家 是( )。

A.列宁 B.加里 宁 C.苏霍 姆林 斯基 D.陶行 知

11.1905 年清 政府 设立 ( )，作为 统辖 全国 教育 的中 央教 育行 政机 构 。

A.教育 部 B.学部 C.国子 监 D.大学 部

12.师生 关系 最基 本的 表现 形式 是 ( )。

A.伦理 关系 B.教学 关系 C.情感 关系 D.道德 关系

13.下列 选项 中，不是 专家 教师 与新 教师 在课 堂教 学过 程中 的差 异的

一项 是( )。

A.课堂 规则 的制 订与 执行 B.教材 的呈 现

C.课时 计划 的安 排 D.课堂 练习

14.隋唐 以后 的科 举制 度使 得政 治与 教育 更加 紧密 ，对破 除门 阀等 级

制度 起到 积极 作用 ，也 使得 ( )更为 合理 。

A.政治 制度 B.教育 目的 C.学校 管理 D.人才 流动

15.《学记 》中说“学者 有四 失 ，教者 必知 之，人之 学也 ，或失 则多 ，

或失 则寡 ，或失 则易 ，或失 则止 。此四 者 ，心之 莫同 也。”因此 应做 到

( )。

A.因材 施教 B.循序 渐进 C.长善 救失 D.教学 相长

16.贯彻 “以人 为本 ” 教育 理念 应做 到( )。

A.尊重 学生 人格 ，关 注学 生个 体差 异

B.让学 生自 主选 择课 程



C.培养 学生 正确 的学 习态 度

D.充分 地给 学生 传授 科学 知识

17.我国 基础 教育 ，特 别是 义务 教育 的培 养目 标是 ( )。

A.培养 人的 智力

B.为其 上一 级学 校输 送拔 尖人 才

C.培养 各种 专门 人才

D.为人 的发 展奠 定德 智体 等各 方面 的基 础

18.某同 学在 做阅 读时 ，习惯 带着 问题 去看 材料 ，这种 元认 知策 略是

( )。

A.计划 策略 B.注意 策略 C.调节 策略 D.监控 策略

19.在一 定情 况下 ，对 个别 学生 的违 法违 纪现 象， 教师 可以 采用 ( )

的手 段， 以保 证教 育要 求的 实现 ，但 不能 超越 法律 的限 度。

A.打骂 B.罚跪 C.变相 体罚 D.惩戒

20.“ 不登 高山 ，不知 天之 高也 ;不临 深渊 ，不知 地之 厚也 。”这段 话

说明 了( )。

A.人的 一切 知识 都是 从实 践中 获得 的

B.人的 意识 具有 创造 性

C.认识 有时 是独 立于 实践 之外 的

D.实践 在认 识形 成过 程中 具有 重要 作用

21.首位 认可 游戏 的教 育价 值并 将其 列入 教学 过程 的是 ( )。

A.柏拉 图 B.福禄 培尔 C.蒙台 梭利 D.维果 茨基

二、 辨析 题(本大 题共 4 题， 每题 8 分， 共 32 分)



22.课程 标准 是对 学校 课程 的总 体规 划， 它规 定了 学校 应设 置的 学

科、 课程 开始 的顺 序及 课时 分配 ，并 对学 期、 学年 、假 期进 行划 分。

23.教育 目的 就是 教育 方针 。

24.学生 能轻 松地 演奏《春江 花月 夜 》，这说 明其 演奏 技能 已达 到定

向阶 段。

25.倒摄 抑制 是顺 向负 迁移 。

三、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4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40 分 )

26.简述 对学 生进 行动 作示 范教 学的 基本 要求 。

27.简述 如何 培养 良好 的意 志品 质。

28.简述 教育 的政 治功 能。

29.简述 意志 行为 的基 本特 征。

四、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18 分， 共 36 分 )阅读 材

料， 并回 答问 题。

30.材料

小学 一年 纪教 师张 仪， 为使 刚入 学的 学生 快速 掌握 加减 发的 运算 ，

要求 学生 在计 算例 如“你有 7 个苹 果 ，再给 你 2 个苹 果 ，你一 共有 几个

苹果 ”这一 类的 应用 题时 ，一定 要写 成 7+2=9 的形 式(大数 在先 的形 式 )，

而不 能写 成 2+7=9 的形 式。 并在 作业 中把 2+7=9 的作 业判 为错 误，

要求 学生 重写 ，甚至 在考 试中 也沿 用这 样的 要求 。因此 失分 或被 罚重 写

的孩 子们 觉得 很委 屈，家长 们也 表示 不理 解 ，“结果 是对 的 ，为什 么要

判定 为错 误?”孩子 连加 法的 交换 律都 会了 ，为 什么 一定 要按 照老 师的

要求 去做 才算 对?甚至 有的 家长 认为 “这样 的教 学方 法是 扼杀 孩子 的创



造力 !” 张仪 认为 家长 不懂 教育 ，也 不愿 意解 释。 后来 ，有 些家 长找 到

校长 ，要 求学 校纠 正张 仪的 教学 模式 ，提 高教 师的 素质 。

问题

(1)请根 据教 育学 、心 理学 知识 评判 教师 张仪 的教 学行 为。

(2)假如 你是 教师 张仪 ，下 一步 你将 采取 哪些 措施 改工 作 ?

31.材料 ：

上课 伊始 ，教师 问 ：同学 们，咱们 班最 近参 加了 拔河 比赛 ，你们 说 ，

拔河 时从 拉绳 来看 ，赢 方一 端的 拉力 大， 还是 输方 一端 的拉 力大 ?

学生 们先 是一 愣， 接着 争先 恐后 地回 答： 赢方 一端 的拉 力大 !

教师 ：不 对!拉绳 上两 端的 拉力 一样 大!

学生 ：为 什么 ?为什 么 ?(同学 们睁 大眼 睛惊 奇地 问道 。)

教师 ：因 为牛 顿第 三定 律告 诉我 们 — —作用 力和 反作 用力 相等 ，今

天我 们就 要来 学习 这一 定律 。

(1)案例 中， 该教 师的 课堂 导入 运用 了什 么教 学原 则。

(2)试分 析如 何在 教学 中贯 彻该 教学 原则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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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