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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8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小学教育管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58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摇 摇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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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 答题纸冶 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教育管理的内容具有
A. 教育性

B. 主体性

C. 复杂性

D. 互动性

A. 泰勒

B. 卡斯特

C. 德鲁克

D. 梅奥

A. 马斯洛

B. 法约尔

C. 赫兹伯格

D. 韦伯

2. 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是
3. 被称为“ 一般管理理论的奠基人冶 的是

4. 将组织分为疏远型组织、精打细算型组织、道德涵养型组织的依据是
A. 组织对其成员控制的方式
C. 个体参与组织活动的程度

B. 组织的规范化程度

D. 组织的结构与层级

5. 学校管理者要有明确的办学理念,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并根据教育规律适时调整学校发展
战略,创造性地设计学校的发展蓝图。 这是学校管理的
A. 效益性原则

B. 动态性原则

C. 前瞻性原则

D. 系统性原则

B. 观察法

C. 实验法

D. 比较研究法

6. 教师在自然情境下,用自己的感官和相关的辅助工具,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教育现象进行考
察的方法是
A. 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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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国家或地区教育发展战略要求,结合校情分析和设计的,有一定目标导向的,学校全面
www.gzzk.cc
改革发展和持续改进的行动计划,称为
A. 学校目标

B. 学校前景

C. 学校架构

D. 学校规划

A. 言语沟通

B. 身体沟通

C. 非言语沟通

D. 情感沟通

A. 教师

B. 学校

C. 班级

D. 家庭

8. 人们在沟通过程中,以书写文字的方式交流或传递信息从而达到共识的沟通方式属于
9. 对学校效能内涵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学生,另一类关注

10. 科迪安尼和威尔伯认为效能学校构成的关键因素有:行政领导、学校气氛、基本技巧、高度
期望、不断评估及
A. 投入与产出

B. 目标的达成

C. 环境的适应

11. 任期制规定校长的任期年限,每届一般为
A. 1 ~ 2 年

B. 3 ~ 5 年

12. 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部门是

A.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C. 省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D. 教职员的发展
C. 5 ~ 8 年

D. 8 ~ 10 年

B. 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D.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13. 对学校物质财富的计划组织、使用保管的活动,称为
A. 学校物质管理

B. 学校财产管理

C. 学校设施管理

14. 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单位是
A. 教务处

B. 年级组

D. 学校设备管理
C. 备课组

D. 班级

15. 在国家规定的各个教育阶段的课程计划内,由省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教育部
门,依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发展需要而开发的课程,称为
A. 国家课程

B. 地方课程

C. 校本课程

D. 生本课程

A. 马什

B. 泰勒

C. 赞可夫

D. 多尔

16. 校本课程开发行为主义模型的代表人物是

17. 中小学的教学管理要注重规范的落实与秩序的形成,但人是具有个体差异和多变性的,教
学管理要因时制宜,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这是教学管理的
A. 规范性原则
C. 灵活性原则

B. 系统性原则

D. 发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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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育科研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把握学校教育科研的方向,让科研人员看到自己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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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足,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达成研究目的。 这是强调学校教育科研评价应坚持
A. 发展性和导向性原则

B. 关注过程和关注结果相结合的原则

C. 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

D. 适应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的原则

19. 在学校内部由于发生食物中毒对师生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的事故,称为
A. 学生伤害事故

B. 学校卫生安全事故

C. 环境污染事件

D. 学校传染病事件

20. 对学校教学活动所需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的系统是
A. 经费管理信息系统

B.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

C. 学生管理信息系统

21. 对学校进行区别的最精炼的载体是

D. 人事管理信息系统

A. 学校标志

B. 学校文化

C. 学校环境

D. 学校课程

A. 社会

B. 学校

C. 班级

D. 家庭

A. 学校教育

B. 社区教育

C. 家庭教育

D. 同辈教育

22. 儿童最基本的教育发生在

23. 对学生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

24.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教师专业化这一概念的国家,这在美国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
A. 教师资格制度

B. 教师备案制度

C. 教师职称制度

D. 教师认证制度

25. 在法国,国家层面上管理基础教育的主要机构是
A. 国家教育与科学部
C. 联邦教育部

B. 国家教育委员会
D. 国民教育部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名词解释题( 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学校支出管理
27. 德育管理机制
28. 课程实施
29. 学校信息
30. 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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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 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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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简述组织决策理论的主要观点。
32. 简述学校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33. 简述成本效能评价的基本观点。
34. 简述学生常规管理的要求。
35. 简述教学管理的主要任务。

四、论述题( 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6. 试论有效沟通的障碍。

37. 试论学校文化管理的指导思想。
五、案例分析题( 本大题 10 分)

38. 案例:

绿摇 领摇 巾

摇 摇 在西安市某实验小学,学生被分成了两类,一部分孩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另一部分孩
子则戴着绿领巾。 该校老师解释,学校给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发放了绿领巾以
资激励。
结合德育管理的特点,谈谈你对“ 绿领巾冶 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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