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模拟试卷

三【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 案】 B。

2.【答 案】 B。解 析： 课的 类型 是由 课的 种类 决定 的。

3.【答案 】B。解析 ：骑士 教育 是西 欧封 建社 会等 级制 度的 产物 ，是

一种 特殊 形式 的家 庭教 育，以培 养英 勇善 战、忠君 敬主 和举 止得 体的 骑

士为 目标 。骑 士教 育与 学校 教育 、社 会教 育、 教会 教育 无关 。

4.【答 案】 A。

5.【 答案 】C。解析 ：学校 的产 生标 志着 教育 从生 产劳 动中 第一 次分

离。

6.【答 案】 A。解 析： 标本 属于 实物 直观 。

7.【答 案】 D。解 析： 符号 学习 指学 习单 个符 号或 一组 符号 的意 义 ，

或者 说学 习它 们代 表什 么。

8.【答 案】 A。 9.【答 案】 C。

10.【答 案】 B。解 析： 陈述 性记 忆和 程序 性记 忆的 区别 ：陈 述性 记

忆是 指对 事情 描述 的记 忆， 如自 我介 绍， 这是 属于 外显 记忆 ;而程 序性

记忆 是指 技巧 性的 动作 ，如 骑脚 踏车 ，这 是属 于内 隐记 忆。

11.【答 案】 B。解 析： 考查 的是 校本 课程 的概 念。

12.【答 案】 B。解 析： 按照 学习 结果 ，加 涅把 学习 分为 五种 类型 ，

包括 智慧 技能 、认知 策略 、言语 信息 、动作 技能 和态 度 。其中 ，认知 策



略指 调控 自己 的注 意、学习 、记忆 和思 维等 内部 心理 过程 的技 能的 学习 。

学生 掌握 了大 量的 词汇 ，能写 出通 顺的 句子 ，但在 写自 己熟 悉的 题材 时 ，

仍写 不出 高水 平的 作文 ，原 因是 学生 缺乏 相应 的认 知策 略。

13.【答 案】 D。

14.【答 案】 D。解 析： 题干 中的 现象 是注 意体 现在 面部 表现 上的 外

在表 现。

15.【答 案】 C。解 析： 班级 是学 校行 政体 系中 最基 层的 行政 组织 。

16.【答 案】 A。解 析： 启发 式教 学强 调教 师在 教学 工作 中依 据学 习

过程 的客 观规 律，运用 各种 教学 手段 充分 调动 学生 学习 主动 性 、积极 性 ，

引导 他们 独立 思考 ，积极 探索 ，生动 活泼 地学 习 ，自觉 地掌 握科 学知 识

和提 析问 题和 解决 问题 的能 力 ，教师 要尊 重学 生主 体地 位，发挥 自身 的

主导 作用 。

17.【答 案】 D。解 析： 题干 呈现 的是 同时 含有 吸引 与排 斥两 种力 量

的两 个目 标， 因此 是多 重趋 避冲 突。

18.【答 案】 B。

19.【答 案】 B。解 析： 《普 通教 育学 》和 《大 教学 论》 都是 学科 ，

《大 教学 论》有神 学色 彩 ，所以 并不 科学 ，跟这 个没 关系 ，这样 教大 家

记忆 ，看 到“ 规范 、科 学” 就选 《普 通教 育学 》， 看到 “萌芽 、开 端 ”

就选 《大 教学 论》 因此 根据 题干 ，答 案选 B。

20.【答 案】 D。解 析： 国家 实行 教科 书审 定制 度， 教科 书的 审定 办

法由 国务 院教 育行 政部 门规 定。



21.【答 案】 D。解 析： 教育 方针 是教 育目 的的 政策 性表 达， 具有 政

策的 规定 性，在一 定时 期内 具有 必须 贯彻 的强 制性 ，教育 目的 只是 教育

方针 的若 干组 成要 素之 一。

二、 辨析 题

22.【参 考答 案】

该说 法错 误。 此观 点混 淆了 教育 目的 与培 养目 标的 概念 ，将 二者 等

同化 。教育 目的 是人 才培 养的 质量 规格 标准 ，是对 受教 育者 的总 的要 求 。

我国 各级 各类 学校 的教 育目 的是 相同 的 ，即培 养德 智体 美等 发展 的社 会

主义 事业 建设 者和 接班 人。在这 一教 育目 的的 规定 下，各级 各类 学校 可

有不 同的 培养 目标 ，培 养目 标是 教育 目的 在各 级各 类学 校的 具体 化。

23.【参 考答 案】

这种 观点 是错 误的 。逆 向迁 移和 负迁 移是 两个 完全 不同 的概 念。 逆

向迁 移是 从迁 移发 生的 方向 上来 划分 的 ，指后 继学 习对 先前 学习 产生 的

影响 。负 迁移 是从 迁移 的结 果来 划分 的， 是指 两种 学习 之间 相互 干扰 、

阻碍 ，即 一种 学习 对另 一种 学习 产生 消极 影响 。

24.【参 考答 案】

这种 观点 是错 误的 。作 家、 艺术 家进 行艺 术构 思、 塑造 新人 物， 使

用的 是创 造想 象。再造 想象 是根 据言 语的 描述 或图 样的 示意 ，在人 脑中

形成 相应 的新 形象 的过 程。创造 想象 是在 创造 活动 中 ，根据 一定 的目 的 、

任务 ，在人 脑中 独立 地创 造出 新形 象的 过程 。发明 创造 、文学 家塑 造新

人物 、构造 故事 情节 、科学 家的 新的 研究 方案 和设 计等 ，都是 创造 想象

的过 程。



25.【参 考答 案】

该说 法正 确。 性格 的意 志特 征指 个体 自觉 地确 定目 标， 调节 支配 行

为，从而 达到 目标 的性 格特 征。包括 行为 方式 和水 平的 调节 。在紧 急或

困难 情况 下表 现得 镇定 、果断 正是 对于 行为 方式 和水 平的 调节 ，故题 干

说法 正确 。

三、 简答 题

26.【参 考答 案】

不同 的心 理流 派对 遗忘 原因 的解 释也 是不 同的 ，产生 了不 同的 学说 ：

(1)以巴 甫洛 夫为 代表 的记 忆痕 迹衰 退说 认为 ：遗忘 是记 忆痕 迹得 不

到强 化而 逐渐 衰退 ，以 至最 后消 退的 结果 。

(2)以詹 金斯 和达 伦巴 希为 代表 的干 扰抑 制说 主张 ：认为 遗忘 是因 为

在学 习和 回忆 之间 受到 其他 刺激 的干 扰所 致 。这种 学说 可以 用前 摄抑 制

和倒 摄抑 制来 说明 。前摄 抑制 是指 先前 学习 的材 料对 后学 习的 材料 的回

忆或 再认 产生 的干 扰。而倒 摄抑 制是 指后 来学 习的 材料 对先 前学 习的 材

料的 回忆 或再 认产 生的 干扰 。

(3)奥苏 贝尔 提出 来同 化说 ，认为 遗忘 实际 上是 知识 的组 织与 认知 结

构简 化的 过程 ，即用 高级 的概 念与 规律 代替 低级 的观 念 ，使低 级观 念发

生遗 忘，从而 提炼 和简 化了 认识 并减 轻了 记忆 负担 ，这是 一种 积极 的遗

忘。

(4)精神 分析 学派 中 ，弗洛 伊德 认为 遗忘 由于 情绪 或动 机的 压抑 作用

引起 的，如果 这种 压抑 被解 除 ，记忆 也就 能恢 复。日常 生活 中，由于 情

绪紧 张而 引起 的遗 忘， 就是 动机 说的 体现 。



(5)提取 失败 说认 为储 存在 长时 记忆 中的 信息 是永 远不 会丢 失的 ，遗

忘是 因为 于失 去了 线索 或线 索错 误所 致 ，而一 旦有 了正 确的 线索 ，经过

搜索 所需 要的 信息 就能 被提 取出 来。

因此 ，在 记忆 材料 时， 我们 尽量 多地 记住 材料 的其 他线 索， 会帮 助

我们 在需 要时 较容 易地 提取 。

27.【参 考答 案】

(1)生物 遗传 因素

(2)社会 文化 因素

(3)家庭 因素

(4)学校 教育 因素

(5)个人 主观 因素

28.【参 考答 案】

活动 中心 课程 又叫 经验 课程 ，代 表人 物是 美国 的杜 威和 其学 生克 伯

屈。

其基 本特 征是 ：第 一， 主张 一切 学习 都来 自于 经验 ，而 学习 就是 经

验的 改造 或改 组;

第二 ，主 张学 习必 须和 个人 的特 殊经 验发 生联 系， 教学 必须 从学 习

者已 有的 经验 开始 ;

第三 ，主 张打 破严 格的 学科 界限 ，有 步骤 地扩 充学 习单 元和 组织 教

材， 强调 在活 动中 学习 ，而 教师 从中 发挥 协助 作用 。

29.【参 考答 案】

(1)开设 心理 健康 教育 有关 课程 。



(2)开设 心理 活动 辅导 课。

(3)在学 科教 学中 渗透 心理 健康 教育 的内 容。

(4)结合 班级 、团 队活 动开 展心 理健 康教 育。

(5)个别 心理 辅导 或咨 询。

(6)小组 辅导 。

四、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小强 成为 问题 学生 的主 要原 因如 下：

没有 良好 的家 庭环 境。 影响 学生 发展 的因 素包 括遗 传、 环境 、学 校

教育 和主 观能 动性 。而良 好的 环境 ，包括 家庭 环境 能对 学生 的发 展起 到

潜移 默化 的重 要作 用。材料 中小 强的 父母 平时 业务 繁忙 ，无暇 照顾 、关

心和 教育 儿子 ，没有 为小 强的 成长 营造 一个 良好 的环 境 。学生 主观 能动

性未 得以 充分 发挥 。主观 能动 性在 人的 发展 中起 着决 定作 用 。材料 中王

小强 对学 习不 感兴 趣，学习 的积 极性 和主 动性 没有 得以 发挥 ，是王 小强

成为 问题 学生 的一 个重 要因 素。

王先 生对 学校 的批 评是 错误 的。

为了 对学 生更 好的 进行 教育 ，教 师与 家长 应遵 循教 育影 响的 一致 性

与连 贯性 的原 则。 这表 明在 教育 工作 中应 主动 协调 多方 面的 教育 力量 ，

争取 家长 和社 会的 配合 ，统一 认识 和步 调 ，有计 划、有系 统的 发挥 教育

的整 体功 能，培养 学生 正确 的思 想品 德。材料 中王 先生 说“孩子 表现 不

好， 是学 校与 老师 的责 任” ，而 与自 身无 关， 违背 了这 一原 则。

31.【参 考答 案】



(1)该教 师采 用了 探究 性学 习的 教学 方式 。探 究学 习也 称为 发现 学

习，是一 种以 问题 为依 托的 学习 ，是学 生通 过主 动探 究解 决问 题的 过程 。

主要 包括 问题 阶段 ，计 划阶 段， 研究 阶段 ，解 释阶 段和 反思 阶段 ，

来使 学生 获得 知识 ，获 得创 新实 践能 力和 思维 发展 。

(2)与传 统教 学方 法相 比， 探究 性学 习的 积极 意义 表现 在如 下几 方

面：

探究 式教 学的 运用 促使 教学 观发 生转 变。 传统 教学 课堂 ，以 “教师

为中 心”，“ 教会 学生 知识 ”，“重结 论轻 过程 ”，而探 究式 教学 强调

课堂 以“学习 者为 中心 ”，“教会 学生 学习 ”，“重结 论的 同时 更重 过

程” 。

探究 式教 学的 运用 促进 学习 内容 和学 习方 式的 改变 。学 习内 容努 力

与社 会生 活相 联系 ，与学 生已 有的 知识 经验 相联 系 ，加强 了学 习内 容的

“生活 化 ”。探究 式教 学改 变传 统学 生学 习死 记硬 背 、机械 训练 的弊 症 ，

培养 学生 的自 主性 、合 作性 和创 造性 。

探究 式教 学的 运用 体现 了新 的教 学三 维目 标观 。教 学目 标应 该是 知

识技 能，过程 方法 和情 感态 度价 值观 。探究 式学 习不 仅使 学生 获得 了知

识， 也锻 炼了 学生 的创 新实 践能 力。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模拟试卷三的

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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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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