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 2018 年下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公告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18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考务相关事项的通知》( 教试中心函〔2018〕114 号)和云

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下半年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国

考面试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和工作安排，2018 年下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5-6 日。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笔试成绩查询

2018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由教育部考试

中心公布，考生可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登录网站 http://ntce.

neea.edu.cn 查询。

二、面试报名条件

本省已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笔试各科成绩合

格者且在有效期内（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 2 年）的考生，符合

以下基本条件，可在我省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

（三）具有云南户籍，或人事关系在云南（在云南工作并签

订了经社保部门鉴证的劳动合同，或人事档案在云南且能提交人

事档案关系证明）；



（四）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

1.报考幼儿园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

上学历；

2.报考小学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

学历；

3.报考初中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

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4.报考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高等

师范院校或者其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5.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普通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五）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和五年制

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五年级学生，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三年

级学生，于毕业前一年的全日制硕士,可凭学校出具的在籍学习

证明到就读学校所在地报考。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人员，5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受到剥

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报

名参加考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按照《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面试报名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

面试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12 月 11 日-14 日 17:00；



现场确认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17:00 前（具体时间、

地点以各州（市）教育局公告为准，详见云南教育网

http://www.ynjy.cn 教师资格专栏）；

报名费网上支付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24:00 前。

（二）报名及现场确认方式

考 生 在 报 名 期 间 登 录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

（http://ntce.neea.edu.cn）进行网上报名，并到现场确认点

进行审核确认。

1.2018 年下半年参加笔试并合格的考生，直接按照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网站网上报名栏目指引进行网上报名。

2.2018 年下半年之前参加笔试并合格的考生，需重新进行

注册和填报个人信息，再进行网上报名。

3.网上报名时须选择户籍或人事关系或学籍所在地的考区

为应试考区，确认期间到报名时所选择的考区指定地点现场确

认。

4.全省中职专业课、实习指导教师面试只能选报“昆明冶

金高等专科学校考区”，考生可就近在各州（市）确认点审核

确认。（面试大纲见附件三，面试具体安排详见昆明冶金高等

专科学校官网公告）。

考生注册 登录报名系统

选择类别

面试报名 选择考区

选择科目 提交审核 等待审核

审核通过

网上缴费
网上缴费 报名成功



从 2018 年下半年起，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在小学类别

新增 “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技术”、“小学全科”三个科

目;在初中、高中、中职文化课类别新增 “心理健康教育(初级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高级中学)”两个科目。2018 年下半

年报考新增科目的考生只能选报“昆明考区”，考生可就近在

各州（市）确认点审核确认。

注：结合我省实际，暂不开考小学、初中、高中“日

语”、“俄语”学科。

5.考生须对本人所填报的信息准确性负责，由于填报信息

错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现场确认时,关键信息有误者,

一律审核不通过。

（三）报名费支付方式及准考证打印：通过审核的考生登

录报名网站网上支付考试报名费，缴费日期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21 日 24:00。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 6 日考生可在

网上自行打印面试准考证。

现场确认须由考生本人办理,未经现场审核确认、未按规定

时间缴纳报名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报考。

（四）考生现场确认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户籍在云南省内的社会考生

（1）考生本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户籍

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2）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ntce.neea.e

du.cn）右侧“成绩查询”栏目下查询到的考生本人笔试成绩信

息网页打印件。



（3）考生本人相关学历原件和复印件;报考中职实习指导

教师资格者还需提供技术资格证明等原件和复印件；非全日制

毕业生应提供学信网（www.chsi.com.cn）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

案表。

2.人事关系在云南省内的社会考生

（1）考生本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ntce.neea.e

du.cn）右侧“成绩查询”栏目下查询到的考生本人笔试成绩信

息网页打印件。

（3）考生本人相关学历原件和复印件；报考中职实习指导

教师资格者还需提供技术资格证明等原件和复印件；非全日制

毕业生应提供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与聘用单位签订的经社保部门鉴证的劳动合同原件及

复印件或人事档案关系证明。

3.云南省内普通院校全日制在校考生

（1）考生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ntce.neea.e

du.cn）右侧“成绩查询”栏目下查询到的考生本人笔试成绩信

息网页打印件。

（3）考生本人正常注册的学生证、学信网上打印的学籍备

案书、就读学校教务处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附件 2）三者之

一。

相关复印件及证明材料由确认点留存。



（五）考生现场确认时需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承诺遵守考试纪律，并对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

负责。

四、面试内容

（一）考核内容

面试遵循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考试大

纲》（面试部分），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

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

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

（二）面试方法

采用结构化面试、情景模拟等方法，通过备课、试讲、答

辩等方式进行。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研制的面试测评系

统。

（三）面试过程

1.候考：考生持面试准考证、身份证，按时到达考试地

点，进入候考室候考。

2.抽题：按考点安排，登录面试测评软件系统，计算机从

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幼儿园类别考生从抽取的 2 道试题中任

选 1 道，其余类别只抽取 1 道试题），经考生确认后，系统打

印试题清单。

3.备课：考生持备课纸、试题清单进入备课室，撰写教案

（或演示活动方案），备课 20 分钟。

4.回答规定问题。考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2 个规定问题，

考生回答，时间 5 分钟。



5.试讲/演示：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或活动方案）进行试

讲（或演示），时间 10 分钟。

6.答辩：考官围绕考生试讲（或演示）内容和测试项目进

行提问，考生答辩，时间 5 分钟。

7.评分：考官依据评分标准对考生面试表现进行综合评

分，填写《面试评分表》，经组长签字确认，同时通过面试测

评系统提交评分。

（四）考试成绩

面试总分为 100 分。考生成绩由各分项得分加权重累加而

得（各项目权重由《考试大纲》规定）。

（五）面试大纲

请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ntce.neea.

edu.cn）查询。

五、收费标准

面试报名费根据云价收费函〔2016〕80 号的收费标准 280

元/人向考生收取。

六、违规处理

考试违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3 号）处理。

七、面试结果查询

2019 年 3 月 5 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

tp://ntce.neea.edu.cn），查询面试结果。

八、注意事项



（一）考生须本人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如有

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考生如忘记注册密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重置。

1.自助重置密码

考生可通过回答注册时预设的“密码保护问题”自助重置

密码。

2.短信获取密码

考生可通过报名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码短信获取密码。

注：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慎重更换手机号码。

3.拨打考试中心客服电话

考生可在工作时间内通过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客服电话

（010-82345677）进行密码重置。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咨询电话：0871-65112453、65142485。

九、考试合格证明及教师资格申请认定

（一）考试合格证明

考生经笔试和面试均合格后，可自行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网（http://ntce.neea.edu.cn）查询、打印“网页版”考

试合格证明（黑白、彩色打印均可），提供给相关认定机构使

用，有效期以考试合格证明上标示的时间为准。

（二）教师资格申请认定

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考生，可在考试

合格证明上标示的有效期内，于每年 3 月下旬、9 月上旬关注云



南教育网（http://www.ynjy.cn 教师资格专栏）中相关教师资

格认定条件与申请流程公告，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每年春季、

秋季规定时间内申请教师资格认定。

附件:1.云南省 2018 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各州（市）咨询电话

2.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普通高校学生在籍学习证明

（样本）

3.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大纲



附件 1

云南省 2018 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各州（市）咨询电话

州（市）教育局 咨询电话 备注

昆明市教育局 0871-65180066

昭通市教育局 0870-2223028

曲靖市教育局 0874-3333216

楚雄州教育局 0878-3122846

玉溪市教育局 0877-2023061

红河州教育局 0873-3732149

文山州教育局 0876-2191795

普洱市教育局 0879-2123085

西双版纳州教育局 0691-2122712

大理州教育局 0872-2367713，2315233

保山市教育局 0875-2122926

德宏州教育局 0692-2127515

丽江市教育局 0888-5121089，3196085

怒江州教育局 0886-3623470

迪庆州教育局 0887-8288845

临沧市教育局 0883-2124315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0871-66051122，66051123



附件 2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普通高校学生

在籍学习证明

（样 本）

在籍学习证明

学生 ，性别 ，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

号 ，学号 ，

系我校（院） 专业师范类/非师范类全日制（普

通/职业）教育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在籍 年级学生，该生

于 年 月入学，学制 年。若该生顺利完成学业，达到学

校相关要求，将于 年 月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

特此证明。

大学（学校）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证明仅供我省招生计划内在校学生报考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使用。

2.本证明由考生所在学校教务处盖章后生效，其他部门盖章无效。

3.如因学籍证明信息误差造成的问题由考生及所在学校负责。

4.在校生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现场审核时，须提交此证明原件，复印件

无效。



附件 3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实习指导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大纲

一、测试性质

面试是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的

组成部分，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笔试科目《专业知识与教学能

力》的考察结合面试环节进行。

二、测试目标

面试主要考察申请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

资格人员应具备的教师基本素养、职业发展潜质、教育教学能

力、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包括：

1.良好的职业认知、心理素质和思维品质。

2.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必需的基本技能。

3.仪表仪态得体，有一定的表达、交流、沟通能力。

4.能够恰当地运用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环节规范，较好地

达成教学目标。

三、测试内容与要求

（一）职业认知

1.热爱教育事业，能正确认识、理解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课教

师和实习指导教师的职业特征，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能够正

确认识、分析和评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师德问题。

2.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

每一位学生的成长。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学生发展为本，

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发挥学生特长，挖掘学生潜质，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促

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学有所长，全面发展。

（二）心理素质

1.积极、开朗，有自信心。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主动热情

工作；具有坚定顽强的精神，不怕困难。



2.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自控能力。能够有条不紊地工作，不

急不躁；能够冷静处理问题，有应变能力；能公正地看待问题，

不偏激，不固执。

（三）仪表仪态

1.仪表整洁，符合教育职业和场景要求。

2.举止大方，肢体语言得体，符合教师礼仪和教学内容要

求。

（四）言语表达

1. 语言清晰，语速适宜，表达准确。口齿清楚，讲话流

利，发音标准，声音洪亮，语速适宜；讲话中心明确，层次分

明，表达完整，有感染力。

2. 善于倾听、交流，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

力，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并能够较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

交流中尊重对方、态度和蔼。

（五）思维品质

1.能够迅速、准确地理解和分析问题，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

力。

2.能够清晰有条理地陈述问题，有较强的逻辑性。

3.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问题，思维灵活。

4.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六）教学设计

1.能体现所任专业对应行业的产业和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了解教学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

2.能根据所任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特点，准确把握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

3.能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学方法和手段符合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特点、内容要求和场景要求，因材施教。

（七）教学实施

1.能够有效地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有与学生交流的意识。

2.能够科学准确地表达和呈现教学主题、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和教学要求，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板书工整、美观、适量。

3. 能合理运用教学设备或实训设备展示操作技能和操作技

术规范，有良好的安全意识。



4.能够较好地控制教学时间和教学节奏，合理运用信息化手

段，较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八）教学评价

1.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进行评价 。

2.能客观评价自己的教学效果。

四、测试方法与流程

（一）测试方法

采取结构化面试和情境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抽题、备

课、专业概述、试讲(演示)、答辩等方式进行。

（二）测试流程

1.抽取试题。考生根据自己所报考的专业，自带一本正式出

版的本专业中职或以上学校的专业课教材，工作人员在教材中随

机抽取章节作为考试题目。

抽题方法：第一步，抽题室工作人员对教材进行审核，查看

本教材有多少章，用相应的号码球对应不同的章，由考生随机抽

取第几章；第二步，工作人员查看考生抽取的章含多少节，用相

应的号码球对应不同的节，由考生随机抽取相应的节；第三步，

工作人员将考生随机抽取的章节内容作为备课和试讲内容，登记

在备课纸上，考生签名确认。

2. 备课。考生根据抽取的备课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时间

20 分钟。

报考专业课教师应按理论课或理实一体化课的要求，进行教

学设计。报考实习指导教师应按实验实训课的要求，进行教学设

计。

3.专业概述。考生针对拟任教专业进行专业概述。时间 5 分

钟。

4.试讲（演示）。考生按照准备的教学方案进行试讲（或演

示）。时间 10 分钟。

5.答辩。考官进行提问，考生答辩。时间 5 分钟。

6.评分。考官根据考生面试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综合性评

分。



五、评分标准

序号
测试

项目
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一
职业

认知
5

3
热爱教育事业，有较强的从教愿望，能正确认识、理解中等职业教

育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的职业特征，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 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正平等对待学生，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

二
心理

素质
5

3 积极、开朗，有自信心

2 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自控能力

三
仪表

仪态
5

2
衣着整洁，仪表得体，符合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

师职业特点。

3 行为举止稳重端庄大方，教态自然，肢体表达得当

四
言语

表达
10

5 语言清晰，表达准确，语速适宜

5 善于倾听、交流，有亲和力

五
思维

品质
10

4 思维缜密、灵活，富有条理，看待问题全面

3 迅速地抓住核心要素，准确地理解和分析问题

3 具有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六
教学

设计
30 10

能体现所任专业对应行业的产业和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解教

学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

云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