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12.【参考 答案 】符号 是数 学的 语言 ，是人 们进 行表 示 、计算 、推理 、

交流 和解 决问 题的 工具 .学习 数学 的目 的之 一是 要使 学生 懂得 符号 的意

义、 会运 用符 号解 决实 际问 题和 数学 本身 的问 题， 发展 学生 的符 号

感.(1)、创 设情 境， 理解 符号 意识 .(2)、数 形结 合， 树立 符号 意识 .(3)、

灵活 运用 ，强 化符 号意 识(4)、鼓 励创 新， 提升 符号 意识 .

13.【参考 答案 】这一 原则 要求 教师 在教 学中 处理 好新 知识 与旧 知识

的关 系， 知识 传授 与能 力发 展的 关系 .其含 义有 二： (1)要求 学生 牢固 地



掌握 所学 的知 识， 随时 在记 忆中 再现 这些 知识 .温故 而能 知新 ，探 新也

可习 故， 应结 合新 知识 的学 习巩 固旧 知识 .(2)在传 授知 识的 同时 使学 生

能力 得到 发展 .

四、 论述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5 分)

15.【参考 答案 】教学 有法 ，但教 无定 法 ，我们 应明 确教 学过 程的 复

杂性 ，根 据学 生情 况、 教学 内容 、教 师素 质等 来选 择教 学方 法 .

(1)根据 教学 目标 进行 选择

每一 节课 都有 特定 的教 学目 标， 教学 方法 的选 择首 先要 为实 现教 学

目标 服务 ，选 择与 教学 目标 相适 应的 、能 够实 现教 学目 标的 教学 方法 .

(2)依据 教学 内容

教学 目标 是通 过学 生在 教学 过程 中掌 握特 定的 知识 和方 法来 实现 的 .

由于 各个 教学 阶段 的教 学内 容不 同， 不同 的学 习内 容也 都有 各自 的特



点，难易 程度 也不 尽相 同 ，有的 是概 念教 学，有的 是命 题教 学，有的 是

解题 教学 ，因而 就要 求选 取与 完成 某种 教材 内容 传授 任务 相适 应的 教学

方法 .

(3)依据 学生 的情 况

在教 学活 动中 ，学 生是 学习 的主 体， 教师 的 “ 教” ，是 为了 学生 的

“学 ”，教 学方 法要 适应 学生 的基 础条 件和 个性 特征 .对已 有自 学能 力

和自 学习 惯的 学生 ，可以 在学 生自 学的 基础 上 ，针对 学生 学习 中可 能遇

到的 疑难 问题 ，运 用有 针对 性的 讲解 法 ;而对 于尚 无自 学能 力和 自学 习

惯的 学生 ，则需 要经 过一 段时 期的 自学 辅导 训练 ，以讲 解法 为主 逐步 过

渡到 自学 法辅 之以 重点 讲解 的教 学形 式 .

另外 ，选择 教学 方法 还要 考虑 同一 班级 中学 生的 个体 差异 .在同 一班

级中 ，学生 的智 力发 展水 平、数学 能力 、学习 习惯 、动机 和数 学基 础都

不尽 相同 ，因 此， 选择 教学 方法 应以 面向 大多 学生 为主 .若班 级的 整体

水平 较高 ，则可 多采 用讲 解、发现 、谈话 等方 法，多用 问题 引导 学生 思

考， 着重 于对 学生 能力 的培 养;若班 级整 体水 平一 般 ，则可 侧重 于讲 解 ，

辅之 谈话 法或 讨论 法;若班 级整 体水 平较 低， 就要 选择 讲授 为主 ，适 当

组织 学生 活动 的方 法.目的 是使 学生 树立 学习 信心 ，提 高学 习数 学的 兴

趣， 鼓励 学生 积极 参与 教学 活动 过程 ，逐 步提 高班 级学 生的 整体 水平 .

(4)依据 教师 本身 的素 养条 件和 教学 条件 进行 选择

任何 教学 方法 都要 由教 师来 运用 ，都是 在特 定条 件下 才能 运用 .每一

个老 师有 自己 不同 的特 长、数学 素养 和教 学风 格，同时 也受 到教 学条 件

(教材 、教学 设备 、教学 时间 和空 间等 )的制 约 .教学 方法 的选 用 ，只有 适



应教 师的 素养 条件 、为教 师所 掌握 ，才能 发挥 作用 .有的 教学 方法 虽好 ，

但教 师缺 乏必 要的 素养 条件 ，自己 驾驭 不了 ，仍然 不能 在教 学实 践中 产

生良 好的 效果 .教学 方法 具有 科学 性与 艺术 性的 双重 特性 ，因 此， "教学

有法 ，教 无定 法".教师 既要 根据 教学 本身 所具 有的 规律 选择 和运 用教 学

方法 ，又 要善 于对 教学 方法 进行 艺术 性的 再创 造， 灵活 地加 以利 用 .

五、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0 分)阅读 案例 ，并 回答 问题 .

16.【参考 答案 】在对 椭圆 定义 的讲 授中 ，遵循 从生 动直 观到 抽象 概

括的 教学 原则 和教 学途 径，通过 引导 学生 亲自 动手 尝试 画图 、发现 椭圆

的形 成过 程进 而归 纳出 椭圆 的定 义 ，培养 学生 观察 、辨析 、归纳 问题 的

能力 ;让椭 圆生 动灵 活地 呈现 在学 生面 前， 更有 助于 学生 理解 椭圆 的内

涵和 外延 .

通过 画图 给学 生提 供一 个动 手操 作 、合作 学习 的机 会;调动 学生 学习

的积 极性 ;多媒 体演 示向 学生 说明 椭圆 的具 体画 法， 更直 观形 象 .

但是 ，在 归纳 椭圆 定义 时， 没有 让学 生来 归纳 总结 ，违 背了 以学 生

为主 体， 教师 为主 导的 思想 ，应 该让 学生 亲自 参与 到归 纳总 结中 去 .

六、 教学 设计 (本大 题 1 小题 ，20 分 )

17.【参 考答 案】

环节 一、 课题 引入

设置 问题 情景 ：(利用 多媒 体课 件给 出 )

一个 穷人 到富 人那 里去 借钱 ，原 以为 富人 不愿 意， 哪知 富人 一口 答

应了 下来 ，但提 出了 如下 条件 ：在一 个月 (30 天 )中，富人 第一 天借 给穷

人 1 万元 ，第二 天借 给穷 人 2 万元 ，以后 每天 所借 的钱 数都 比上 一天 多



一万 ;但借 钱第 一天 ，穷 人还 1 分钱 ，第 二天 还 2 分钱 ，以 后每 天所 还

的钱 数都 是上 一天 的两 倍， 一个 月后 互不 相欠 .

穷人 听后 觉得 挺划 算，但怕 上当 受骗 ，所以 很为 难 .请在 座的 同学 思

考一 下， 帮穷 人出 个主 意吧 !

环节 二、 新课 讲授

在上 面我 们通 过分 析富 人与 穷人 之间 的交 易条 件， 回答 下列 问题 ：

问题 1：穷 人这 样在 富人 那借 钱是 不是 真的 划算 呢 ?

问题 2：如果 穷人 觉得 不划 算的 话，会赔 多少 钱呢 ?你能 不能 列出 式

子呢 ?



环节 四： 小结 作业

小结 ：同学 讨论 总结 这节 课学 习的 内容 ，并提 出这 节课 学习 的疑 问 ，

并总 结等 比数 列求 的公 式.

作业 ：区 分等 比数 列求 和与 等差 数列 求和 的异 同， 总结 等比 数列 求

和与 等差 数列 求和 的公 式.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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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