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資格
常見問題
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是甚麼？
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是由國家建立考試標準，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全國統
一考試。通過實施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考查申請人是否具備教師職業道德、
基本素養、教育教學能力和教師專業發展潛質。嚴把教師入口關，擇優選拔樂
教、適教人員取得教師資格。
詳情請瀏覽官方網頁：http://ntce.neea.edu.cn
香港居民在內地報考教師資格需要具備甚麼條件？
現凡香港居民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港澳臺居民居住證，遵守
憲法和法律，無犯罪記錄，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的學歷要求，
即可以報考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和中等職業學校
實習指導教師資格。
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的形式如何？
包括筆試和面試兩部分。各科目筆試採取紙筆形式考試。筆試各科成績合格者，
方可參加面試。筆試和面試每年各兩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舉行一次。
如何報考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
第 1 步：網上報名
1.

註冊個人基本資訊

考生註冊須填寫真實姓名，證件類型及證件號碼。設定登錄密碼、電子郵箱等聯
絡資訊。
2.

誠信考試承諾

新註冊的考生用戶必須先閱讀考試承諾，先同意承諾才可以進行下一步的操作。
3.

閱讀報考須知

4.

填報個人資訊

5.

上傳個人照片

考生上傳的照片將列印在考生准考證，考生報名時上傳的照片應為本人近 6 個月
內的免冠正面證件照，不得使用風景照、自拍照等。照片格式及大小：JPG/JPEG
格式，不大於 200K。照片中應顯示考生頭部和肩的上部，不得戴帽子、頭巾、發
帶、墨鏡。如使用不合格的照片，將無法通過資格初審。
6.

提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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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提交審核材料及繳費
1.

筆試

網上報名成功後，及時在網上提交筆試審核材料，確認通過後可登錄報名系統，
按照提示進行網上繳費，支付成功後即完成筆試報名。
2.

面試

考生到各考區公告指定審核點提交面試審核材料，進行現場確認。
第 3 步：參加教師資格證考試
完成報名的考生，請在考試前一周登錄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網
（http://ntce.neea.edu.cn）列印准考證。考試時間、地點、場次等資訊詳見本人的
准考證。考生所在考點和場次由報名系統隨機生成，考生應按准考證上註明的場
次和時間準時到達考點應試。
附圖：網上報名流程圖

初中及高中教師資格筆試的命題依據及考試標準如何？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1.1 職業理念

1. 職業道德與素養

1.2 職業規範
1.3 基本素養
2.1 教育基礎

2. 教育知識與應用

2.2 學生指導
2.3 班級管理
3.1 學科知識

3. 教學知識與能力

3.2 教學設計
3.3 教學實施
3.4 教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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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的題型及分數分佈如何？

各科目筆試有甚麼考試內容？
《綜合素質》(中學)
職業理念、教育法律法規、教師職業道德規範、文化素養(歷史、科學、傳統、
文學、藝術)、基本能力(邏輯推理、資訊處理、閱讀理解、寫作)
特點：綜合性、實踐性較強
《教育知識與能力》(中學)
教育基礎知識和基本原理、中學課程、中學教學、中學生學習心理、中學生發
展心理、中學生心理輔導、中學德育、中學班級管理與教師心理
特點：知識點多、記憶性和理論性較強
《學科知識與能力》(以高中語文為例)
學科知識、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評價
特點：教學理論和教學方法考查難度大、教學設計和教學評價能力要求高

3

面試有甚麼科目？
新增學科的學科知識(科目三)的筆試結合面試一併考核(筆試不考科目三)。面試
備課時間為 20 分鐘，報考中職專業課和中職實習指導老師的考生自帶本專業現
行教材。
1.

幼稚園：幼稚園教師資格面試不分科目。

2.

小學：語文、數學、英語、社會、科學、體育、音樂、美術、心理健康教
育、資訊技術、小學全科共 11 個科目。

3.

初級中學：語文、數學、英語、思想品德、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
物、音樂、體育與健康、美術、資訊科技、歷史與社會、科學、心理健康
教育、日語、俄語共 18 個科目。

4.

高級中學：語文、數學、英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
物、音樂、體育與健康、美術、資訊科技、通用技術、心理健康教育、日
語、俄語等 17 共科目。

5.

中等職業學校文化課：面試科目與高級中學面試科目相同。

報考中職專業課和中職實習指導老師：
專業知識(科目三)的筆試結合面試一併考核(筆試不考科目三)，考生面試時，需
進行專業知識概述，時間 5 分鐘。(粵教繼函〔2016〕37 號)規定進行。
註：標記為綠色的科目為新增學科
面試的流程如何？
面試流程按候考、抽題、備課及面試進行。詳情如下：
1.

考生須回答主考官在系統內隨機抽取的兩條規定的問題，時間 5 分鐘。

2.

考生按備課準備好的教案試講或演示方案演示，時間 10 分鐘。

3.

各考官輪流就考生試講或演示內容提問，考生答辯時間 5 分鐘。

4.

考生離開面試室，考官依據評分標準在系統給考生綜合評分。

如何計算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的分數？
教育部考試中心根據考試標準和當次考試情況，確定各科目全國統一的合格分數
線。由於各個科目難度存在差異，其合格分數線不盡相同。為統一各科目的合格
分數線，採用線性轉換的方法，將考生 0-150 分量表上的原始成績換算為 0-120
分量表上的轉換分。筆試各科滿分 120 分，70 分為合格線；面試滿分為 100 分，
60 分為合格線。筆試各科成績有效期為兩年；面試合格後，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
資格考試合格證明有效期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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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有疑問，請問應與深圳市哪些單位聯繫？
以下是深圳考區筆試報名機構、面試報名和現場審核機構的聯繫方式：
電話
深圳市招生考試辦公室

0755-8218 1999

深圳市福田區教育局

0755-8291 8332

深圳市羅湖區教育局

0755-2543 6392, 2552 0817

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

0755-2648 6245, 2648 6381

深圳市寶安區教育局

0755-2775 0519

深圳市龍崗區教育局

0755-8955 1913

深圳市龍華區教育局

0755-2104 6057

深圳市教育局

0755-8353 8450

香港居民如何取得內地認定教師資格？
香港居民在內地學習、工作和生活，提供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資格考試合格證明；
或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入學、且為全日制幼兒師範學校師範生、全日制普通高等學
校師範生和全日制教育碩(博)士可直接認定與所學專業。學段相對應教師資格。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即可在規定時間內向內地教育行政部門申請教師資格認定：
(i)

無犯罪記錄：遵守憲法和法律，無犯罪記錄。無犯罪記錄證明可向香港警
務處索取。

(ii)

有效證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iii)

學歷要求：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的學歷要求。(註)

(iv)

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乙等及以上等級。

(v)

體檢標準： 在認定公告下載專用體檢表格，到指定醫院體檢合格。

註：
一切應以最新認定公告為準。
申請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需提供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或中高級
技能等級證書的正副本。
如要向內地教育行政部門申請教師資格認定，需要準備甚麼資料？
1. 證書照片：近期小 1 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 1 張。
(與報名系統上傳和體檢表的照片一致)
2. 有效證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原件，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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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影印一份)
3. 畢業證書或學歷學位驗證報告：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的學歷，
國(境)外學歷須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書》。
4. 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明：測試成績二級乙等及以上視為合格。
5. 無犯罪記錄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可向香港警務處索取。
6. 體格檢查表：下載《廣東省教師資格申請人員體格檢查表》(2013 版)，並到指
定醫院體檢。
深圳市中小學教師資格認定體格檢查指定醫院為：
深圳市人民醫院、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羅湖區人民醫院、福田區人民醫院（中
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
、南山區人民醫院、鹽田區人民醫院、寶安區人民醫院、
龍崗區人民醫院、龍華區人民醫院、坪山區人民醫院。
註：一切應以最新認定公告為準。
認定內地教師資格的流程如何？
1.

申請人網上註冊和填報申請資訊：

深圳市每年 3 月中下旬或 9 月初開展教師資格認定工作(具體時間以深圳市教育
局官網 http://szeb.sz.gov.cn 公告為準)，另每年 6 月中下旬專門只針對當年 5 月國
考合格的考生增加一次認定。系統開放期間，登錄中國教師資格網
http://www.jszg.edu.cn，如實填寫教師資格認定相關信息，其中：
(1) 持教育部考試中心頒發的《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資格考試合格證明》申請人
選擇「全國統考合格申請人網報入口」。
(2) 其他申請人選擇「未參加全國統考申請人網報入口」。
(3) 網 上 報 名 需 上 傳 近 期 免 冠 半 身 正 面 照 片 ， 大 小 在 20k 以 內 ， 尺 寸 為
114(寬)*156(高)，照片格式為 JPG，上傳的照片須與上傳申請表上照片相同。
2.

申請人選擇認定機構和確認點：

首先選擇認定的廣東省和深圳市，然後點擊「認定機構」旁邊的「選擇」按鈕，
系統會顯示出所選深圳市教育局和各區教育局，認定高中中職教師資格的選擇
「深圳市教育局」；認定幼稚園、小學和初中教師資格的選擇勞動關係所在的區
教育局。
選擇認定機構後，點擊「下一步」，選擇確認點，確認點清單中會顯示認定機構
網報時間段內所有參與確認工作的確認點資訊。這些資訊包括確認點名稱、確認
範圍、確認開始和結束時間。申請人需根據各現場確認點列出的確認範圍，選擇
勞動關係所在區的教育局作為確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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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填報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分配一個「報名號」，申請人點擊「登錄系統」按鈕，
進入申請人登錄頁面進行登錄，獲取報名號並查看您的註冊資訊顯示是否正常。
如有異常，對異常相關資訊修改。
3. 現場確認，提交教師資格認定所需材料：
(1) 時間：現場確認開放期間 (具體日期見深圳市教育局官網認定公告)
上午 9:30 至 12:00，下午 14:00 至 17:30 (假日除外)
(2) 地點：申請人居住地或勞動關係所在區教師資格認定機構指定行政服務大廳
(位址、聯繫電話和官網網址見深圳市教育局官網公告)
居住地或勞動關係在光明區的認定申請，由寶安區教育局受理；居住地或勞動
關係在大鵬新區的認定申請由龍崗區教育局受理。
(3) 認定審批(初審和複審)合格後，官網公告認定結果。
認定機構現場確認截止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公布認定結果；認定結果公布之日
起三十個工作日之內，認定機構將以官網公告或政務短信通知的形式告知認定
申請人領取證書的時間和地點。
附圖：認定內地教師資格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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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高中和中職教師資格認定流程圖

如對教師資格認定有疑問，請問應與深圳市哪些單位聯繫？
以下是深圳市教師資格認定機構通訊位址和聯繫電話：
認定機構

通訊位址

電話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民中心 C 區

0755-83538450

福田區教育局

福田區石廈路 2 號

0755-82918332

羅湖區教育局

羅湖區貝麗北路 1 號

0755-22185740

南山區教育局

南山區南山大道 2072 號教育資訊大廈

0755-26486245

寶安區教育局

寶安區新安街道洪文路 1 號

0755-27750519

龍崗區教育局

龍崗區清林中路 213 號教育綜合大廈

0755-89551913

鹽田區教育局

鹽田區海景二路 1088 號

0755-25228531

坪山區教育局

坪山區坪山大道 5068 號

0755-84622637

龍華區教育局

龍華區梅龍路 98 號

0755-2104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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