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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

模拟卷（一）

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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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

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 在学校教育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中，教育者是在教育活动中承担教的责任，施加教

育影响的人，在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教育者的主体是（ ）。

A. 学校教师 B. 教育计划

C. 教育管理人员 D. 教科书的设计者

2. 20 世纪以后，接受教育成了人人都具有的权利，且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这体

现了现代教育（ ）的特点。

A. 终身化 B. 全民化

C. 民主化 D. 多元化

3. 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度，将社会上除奴隶之外的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

陀罗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教育主要控制在他们手中；第四等级首

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识字读经被认为是违反了神的

旨意，可能会被处死。这说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 ）。

A. 受教育的权利 B. 教育的宗旨与目的

C. 教育的领导权 D. 教育内容和教育管理体制

4. 威尔逊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他认为人的发展基因决定特定的顺序支配，完成了一系

列顺序后机体达到成熟，教育要想通过外部训练在成熟的时间表之前形成某项能力是低效

的。威尔逊的观点更偏向于（ ）。

A. 内发论 B. 外铄论

C. 二因素论 D. 多因素相互作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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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我国确立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

恩格斯等人的观点，（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A. 五育并举 B.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C. 智育与德育相结合 D. 教育与美育相结合

6. 义务教育是强迫教育，其最早起源于（ ）。

A. 美国 B. 英国

C. 日本 D. 德国

7. 何老师发现班级内的学生普遍觉得高中物理非常难，为了让学生爱上高中物理，何

老师以“如何有趣地教授高中物理”为切入点，去设计教案，并应用到日常教学中。经过反

复研究并结合结果反馈，何老师使班级内的学生都爱上了高中物理。这种研究方法属于

（ ）。

A. 教育实验法 B. 个案研究法

C. 教育叙事研究 D. 教育行动研究

8. 根据《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对于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

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等课程，要从（ ）开始开设。

A. 一年级 B. 三年级

C. 七年级 D. 九年级

9. （ ）是我国现阶段最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利于因材施

教、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等弊端。

A. 个别教学制 B. 复式教学

C. 班级授课制 D. 特朗普制

10.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善于激励、唤

醒、鼓舞，引起学生的兴趣。”这说明第斯多惠在教学中十分注重（ ）。

A. 启发性原则 B. 量力性原则

C. 因材施教原则 D. 直观性原则

11. 张老师有一个可爱的别名——“唐僧张”。通过张老师所带班级的学生得知，原来

无论学生是有学业的烦恼，还是有生活的忧愁，张老师都爱给学生讲道理，从道理中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传播正能量。由此可知，张老师运用的是德育原则中的（ ）。

A. 导向性原则 B. 疏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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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材施教原则 D. 知行统一原则

12. 数学是一门规律性很强的学科，因此，马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规律教学，以培养

学生举一反三的学习思维。马老师这是注重培养学生的（ ）。

A. 直觉思维 B. 分析思维

C. 聚合思维 D. 发散思维

13. 在生活中，人们总是习惯认为电吹风就是吹头发的，很难想象它的其他功能，这种

现象属于（ ）。

A. 原型启发 B. 功能固着

C. 问题情境 D. 情绪与动机

14. 小美为了记住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分别从四大悲剧的题目中提取一个字，记忆为

“哈啰，李白”。该学生运用的学习策略是（ ）。

A. 复述策略 B. 精加工策略

C. 组织策略 D. 计划策略

15. 青少年看了因“校园霸凌”而受到惩罚的影片后，会减少实施“校园霸凌”的行为。

这种强化手段属于（ ）。

A. 直接强化 B. 替代性强化

C. 自我强化 D. 榜样强化

16. 10 岁的小八有个妹妹叫小九。小九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小八，却不知道小八的妹妹

是小九。这说明小九处于（ ）。

A. 感知运动阶段 B. 前运算阶段

C. 具体运算阶段 D. 形式运算阶段

17. 张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提问，还是在课后布置作业，都依据难度适当的原则。这说

明教学要符合学生的（ ）。

A. 最近发展区 B. 先行组织者

C. 关键期 D. 内化学说

18. 阿月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女孩子，每次老师安排任务，阿月都选择最简单或最难

的任务。阿月的学习动机可能更加倾向于（ ）。

A. 自我效能感 B. 追求成功

C. 避免失败 D. 成败归因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19. 小胡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学生，不仅与同学交流少，上课与老师的互动交流也很少。

上周，学校组织“十一”国庆文艺晚会，当班内几乎没有学生报名才艺节目时，小胡却积极

主动地举手，说自己可以表演弹钢琴。班主任薛老师面向全班对小胡进行表扬，并且把小胡

的钢琴独奏推荐到学校。自那以后，小胡主动和别人交谈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也慢慢地开朗

起来。薛老师的做法属于心理辅导中的（ ）。

A. 强化法 B. 惩罚法

C. 消退法 D. 来访者中心疗法

20. 英语老师先教学生蔬菜、水果、肉的英文单词，再教羊肉、牛肉、胡萝卜、辣椒、

西红柿、芒果、木瓜、香蕉等英文单词，并要求学生把后者纳入前者的类别中。这种知识学

习属于（ ）。

A. 下位学习 B. 上位学习

C. 组合学习 D. 并列学习

21. 班主任的工作是从（ ）开始的。

A. 评定学生操行 B. 教育个别学生

C. 了解和研究学生 D. 组建班集体

二、辨析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32 分）

22. 全面发展就是指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平均发展。

23. 智力水平越高，学业成绩越好。

24. 正强化和消退都会使行为出现的概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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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心理定势就是功能固着。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26. 简述启发性教学原则的含义及贯彻要求。

27. 简述中学德育的途径。

28. 简述最近发展区的含义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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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简述有效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8 分，共 36 分）

30. 材料：

初中生小明热爱篮球，他不但花大量时间玩篮球和关注篮球消息，而且沉迷于篮球电子

游戏。这导致他学习成绩下滑，疏远了班集体。小明还经常带领班上几个男生一起打篮球、

玩电子游戏，有时他们连作业都不按时完成。父母和老师经常批评教育他们，可收效甚微。

对此，班主任张老师十分焦虑。新学期伊始，学校组织篮球联赛，张老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让体育委员组织球队，而是让班级同学选举的队长来组织球队。小

明和他的球友都积极报名参加球队，小明还主动向张老师表达自己想带领球队为班级争光的

想法。张老师对其表示支持，最后小明被选为队长。在班主任和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小明和

队友刻苦训练、努力比赛，全班同学也为他们加油呐喊。小明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带伤坚持比

赛，并为班级赢得了冠军奖杯。从那以后，小明好像换了一个人，开始主动认真地学习，也

能够有节制地玩游戏和打篮球，学习成绩逐步上升，和同学相处极为融洽。父母和老师对小

明的变化感到十分欣慰。

问题：

（1）班主任的做法主要运用了哪些德育原则？

（2）贯彻这些德育原则的要求是什么？

3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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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喜欢当老师的她，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师范类大学，经过四年努力，她最终顺利毕业

成为一名中学数学老师。在一节公开课上，她用精准的语言、互动的眼神、丰富的手势、极

具条理性的推理板书，让所有听课的人收获满满。为了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她布置了课堂习

题。她将课前准备好的写满习题的木制小黑板用双面胶粘在教室大黑板的右上方。当一个学

生正在黑板上做习题时，小黑板擦着学生的肩头掉了下来，学生吓了一跳。她也有点慌乱，

但她很快平静下来了，将小黑板捡起来使劲地往大黑板上按，小黑板被牢牢粘住了，再也没

有掉下来。学生做完题目，她开始有条不紊地分析，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对碰没碰到

学生、吓没吓到学生，没有过问。下课铃声响起，她从容愉悦地走出教室。

问题：

（1）结合案例，谈谈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2）谈谈该案例中的教师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进行自我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