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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大纲仅供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和应试考生备考使用。未经许可，任何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进行印刷出版、转载，不得以盈利为目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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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类别设置

基于事业单位不同招聘岗位对人的能力素质有不同要

求，本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分为教师类和医疗卫生类两

个类别。

1.教师类

主要适用于中小学（幼儿园）和中专等教育机构的教师

岗位。

2.医疗卫生类

主要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技术岗位。

二、科目设置及测评内容

1.科目名称

教师类和医疗卫生类笔试科目均为《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和《综合应用能力》。

2.考试时间及分值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考试时限为 9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综合应用能力》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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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评内容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属于岗位竞争性考试，根据不同

类别的评价需求确定试卷的测评内容，主要测查工作岗位所

需要的基本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三、类别确定

公开招聘岗位对应的考试类别，原则上由用人单位和招

聘主管部门确定，并在招聘公告中标明。报考人员依据报考

岗位标定的考试类别参加笔试。

四、考试大纲

1.教师类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考试性质和目标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是针对中小学（幼儿园）和中专

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岗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置的考试科

目，主要测查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密切相关的、适

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

素，包括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分析、

策略选择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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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与题型介绍

⑴常识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是否具备从事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基

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是否具

有广博的知识面，主要涉及教育、文化、历史、政治、自然、

经济、法律等方面。

例题：

教育上的“拔苗助长”违背了个体身心发展的（ ）规律。

A．互补性 B．共同性

C．顺序性 D．差异性

答案：C

⑵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迅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语言文字内

涵、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和交流的能力，包括查找主要信

息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指定词语、语句的含义；概括归纳

主题、主旨；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内容原意是否一致；

根据阅读内容合理推断隐含信息；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

倾向、目的；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表达观点。

例题 1：

有一个小孩，在上中学时，父母曾为他选择文学这条路。只上了

一学期，老师就在他的评语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该生用功，但做

事过分拘泥，这样的人即使有着完善的品德，也决不可能在文学上有

所成就。”后来，一位化学老师了解到他的这个特点后，就建议他改

学化学，因为做化学实验需要的正是一丝不苟。改学化学后，他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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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成绩在同学中遥遥领先。后来，他荣获了诺

贝尔化学奖，他的名字叫奥托·瓦拉赫。

这个故事主要告诉我们：

A．父母不应过早代替孩子选择人生道路

B．教师对孩子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C．人在本质上只有特点而没有优缺点之分

D．善于利用“缺点”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答案：D

例题 2：

从学校的角度上说，家长和学校本身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在家

中，家长要担负起教育责任，不应过度地______校方教育。家长和老

师有着不一样的教育背景，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上也存在差异，所

以只有老师和家长做到真正的______，才可以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产

生。

A．批评 互动 B．倚重 配合

C．依赖 沟通 D．强调 了解

答案：C

⑶判断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

及对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

演绎和归纳等。常见题型有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

等。

题型一：定义判断

每道题先给出定义（这个定义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

疑的），然后列出四种情况，要求应试人员严格依据定义，

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例题：

学习有两种形式：同化是指个体在与外界互动中以已有的知识体

系和技能经验为基础，形成对当前信息的认识；顺应是指个体在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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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互动中，对自己原有体系和经验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信息，从而

不断完善。

根据上述定义，以下哪一项最能体现同化这种学习形式？

A．循序渐进 B．触类旁通

C．集思广益 D．与时俱进

答案：B

题型二：类比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

析，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

似的词。

例题：

老年证︰年龄

A．资格证︰工作 B．毕业证︰学位

C．伤残证︰医疗 D．学生证︰身份

答案：D

题型三：逻辑判断

每道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

置疑的。要求应试人员根据这段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论，

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例题：

多年以来，教育界所流行的理论是提高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能

给人带来成功。这个理论使老师们倾向于在学生所取得的任何成功上

都给予表扬和肯定，以此来建立学生的自信心。然而现在，越来越多

的老师认识到，一些过多的、含糊的“空表扬”并不能给学生带来长

远的好处。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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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历时研究表明，相比外向的学生，内向的学生更容易从教

师真实的表扬中获得动力，从而建立自信

B．研究发现，对于教师们模糊的表扬，许多孩子们并不真正

在意，他们更愿意获得同伴的肯定

C．相比含糊的“空表扬”，真实的赞扬更能激发孩子们的进

取心，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聪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D．调查发现，类似“你真聪明”的表扬具有负面影响，那些

经常因聪明而被称赞的学生更容易逃避复杂而困难的任务

答案：D

⑷数量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

量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

运算等。常见题型有数学运算、资料分析等。

例题 1：

某班级的一次考试阅卷后，发现有一道选择题的答案有误，正确

答案为 A，但是答案误写为 C，此题分值为 3 分。修改分数时发现，

此题本班未选 A、C 两个选项的人数为班级总人数的
1
3
，修改分数后

班级平均分提高了 1 分，问本班选择 A答案的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多

少？

A．
1
2

B．
1
3

C．
1
4

D．
2
5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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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

统计结果显示：2012 年，S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达标率

（达到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及格”以上标准的人数比例）为 89.2%，

优良率（达到体质健康综合评价“优秀”和“良好”标准的人数比例）

为 64.2%。

图 1 2008~2012 年 S 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比较

图 2 2011~2012 年 S 市中小学生各学段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比较

1．以下哪一年中，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达标率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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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最多？

A．2009 B．2010 C．2011 D．2012

答案：B

2．以下说法与资料相符的是：

A．2012 年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达标率大幅上升

B．2011 年该市中小学生各学段体质健康优良率基本一致

C．2012 年该市仍然有超过 10%的初中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不达

标

D．2012 年该市中小学生各学段体质健康达标率均高于优良率 25

个百分点以上

答案：C

⑸策略选择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面对教育情境感知理解、分析判别、

权衡选择恰当策略的能力。这部分题目的题面陈述了一个教

育情景，主要考查应试人员面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

包括根据情景采取恰当措施进行管理组织的能力、根据情景

采取合适的方式与他人沟通合作的能力等。

例题 1：

教语文的谢老师刚刚来到这所学校工作，今天是他第一次上课，

由于太紧张，在上讲台前不小心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全班同学都笑

了。面对这样的情况，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最为合适？

A．向学生承认：“我太紧张了”

B．对学生说：“你们说我是‘差点摔倒’还是‘差点没摔倒’？”

C．若无其事地直接开始本课的正常教学

D．严肃地告知同学们嘲笑老师是错误的行为

答案：B

例题 2：

在一次班级活动中，老师引导四年级小学生理解“目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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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时，下列哪组方法和顺序最为合适？

①讲一个寓言故事，说明什么是“目标”，有什么作用

②举若干个世界上伟人、名人成长的例子

③请学生思考，并写下自己的长远目标

④请学生陈述并分享自己本学期的目标

⑤分组讨论“什么是目标及其作用”

⑥组织学生做个小游戏，让学生了解“目标及其作用”

A．②⑤⑥ B．①⑥②

C．③④⑤ D．⑥①④

答案：D

例题 3：

某教师接到一名学生家长的电话，该家长向教师抱怨，认为教师

对其孩子的某种错误行为的处理有失公正。为此，教师约定与家长直

接面谈，处理该问题。在教师与家长会面时，首先应该：

A．倾听，让家长充分地表达观点及其情绪

B．告知，使家长了解学校相关的校纪校规

C．解释，给家长详细解释处理此事的充分理由

D．商讨，共同讨论如何缓解处罚对孩子的影响

答案：A

《综合应用能力》

考试性质和目标

《综合应用能力》是针对中小学（幼儿园）和中专等教

育机构的教师岗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置的考试科目，旨

在测查应试人员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和技

能，分析、解决中小学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本科目分小学

（幼儿园）教师岗位和中学教师岗位两个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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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和测评要素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的师德与职业认知、教育教学核心能

力和教师自主发展能力。

师德与职业认知：具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对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有正确认知，能够按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和解决

问题，依法施教。

教育教学核心能力：主要包括学生发展指导能力、教学

设计与实施能力、教育组织与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评价能力、

沟通合作能力等。

教师自主发展能力：能够主动学习和反思，自主进行专

业发展规划，能够在各种压力情境下积极进行心理调适。

试卷结构

试卷主要题型包括辨析题、案例分析题、教育方案设计

题等。

2.医疗卫生类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考试性质和目标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是针对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岗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置的考试科目，主要测查与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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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技术岗位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

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包括常识判断、言语理解

与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分析、策略选择等部分。

考试内容与题型介绍

⑴常识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应知应会的基本

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涉及医

学、社会、法律、文化、自然、科技等方面。

例题：

关于传染病，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

B．禽流感患者康复后不再具有传染性

C．艾滋病病毒可由蚊子传播

D．狂犬病患者会出现恐水、怕光、怕声等症状

答案：C

⑵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和交流、迅速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语言文字内涵的能力，包括查找主要信息

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指定词语、语句的含义；概括归纳主

题、主旨；根据阅读内容合理推断隐含信息；准确、得体地

遣词用句、表达观点。

例题：

遗传学对研究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医学、农业动植物和微生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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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至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是在动植物

育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又可以回过来指导动植物育种的实

践。抗菌素工业的兴起促进了微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微生物遗传学的

发展又推动抗菌素工业及其他发酵工业的进步，就是明显的例证。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

A．遗传学各个分支的演变过程

B．生命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作用方式

C．遗传学的学科基础及指导意义

D．遗传学广阔的应用前景

答案：C

⑶判断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

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

组合、演绎和归纳等。常见的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断、

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

题型一：图形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套或两套图形，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

析，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选出符合规律的一项。

例题：

A B C D

答案：C

题型二：定义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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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道题先给出定义（这个定义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

疑的），然后列出四种情况，要求应试人员严格依据定义，

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例题：

亚健康是对生物有机体生理机能状态的一种描述，一般指生理机

能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由健康过渡到疾病需要一个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而在质变发生之前的这个特殊阶段即是亚健康。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现象中属于亚健康的是：

A．老王退休后连续多次在医院体检发现血压很高，但是他从

没有感到身体有什么不适

B．小刘在上周六出去购物时遭遇抢劫，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

首捅伤，现在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进行最后的康复

调理

C．小兵正在读初三，面临升学的压力，他经常熬夜学习，最

近感到眼睛看东西有一层雾气，医学专家说这可能是假性

近视

D．小刚的爸爸在单位体检，发现腹内有肿瘤包块，医生说可

能是长期劳累所致，劝其保养，可是他因没有任何外在征

兆而并不在意

答案：C

题型三：类比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

析，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

似的词。

例题：

老年证︰年龄

A．资格证︰工作 B．毕业证︰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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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伤残证︰医疗 D．学生证︰身份

答案：D

题型四：逻辑判断

每道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

置疑的。要求应试人员根据这段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论，

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例题：

某研究机构调查分析了 208名有心痛和心律不齐等症状的病人，

病人在开始接受手术治疗时通过问卷报告了自己对病情的看法，其中

约 20%的人非常担忧病情会恶化，有的人甚至还害怕因此死亡，其他

人就没有那么多担忧。后来随访调查表明，那些术前有严重担忧情绪

的人术后半年复发率高于其他人。研究人员据此认为，担忧情绪不利

于心脏病的康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结论？

A．有研究表明担忧情绪会抑制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使人更抑

郁

B．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有严重担忧情绪的人更担心自己的健康

状况

C．那些有严重担忧情绪的人血液中含有加重心脏病风险的化

学物质

D．担忧情绪对健康是一个潜在威胁，会导致癌症、糖尿病等多

种疾病

答案：C

⑷数量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

量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

运算等。题型有：数学运算、资料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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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

甲乙两个烧杯装有一些盐水，甲杯中盐水的质量是乙杯的 2 倍，

而浓度是乙杯的
1
2
，将两个烧杯盐水混合后得到的盐水浓度是原来甲

杯盐水的：

A．
3
2

B．
4
3

C．
6
5

D．
8
5

答案：B

例题 2：

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

2009～2013 年某地区医院病床使用相关情况统计表

年份 医院数 床位数（万张）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数（天）

2009 10037 120 82.7 14.0

2010 12227 150 82.5 15.8

2011 14705 190 80.9 15.9

2012 16010 210 66.9 14.7

2013 16376 215 61.7 13.8

1．5 年间该地区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数最少的年份是：

A．2010 年 B．2011年

C．2012 年 D．2013年

答案：D

2．下列说法不能从资料中得出的是：

A．2009～2013 年，该地区的病床使用率逐年下降

B．2010 年该地区医院的床位数为 150万张

C．2011 年该地区医院病床使用数约合 154 万张

D．2009～2013 年间，医院数年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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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⑸策略选择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面对医疗卫生情境感知理解、分析判

别、权衡选择恰当策略的能力。主要涉及医患沟通、医患矛

盾应对等方面。

例题 1：

某患儿因吞食异物导致呼吸困难被父母送至医院，患儿面部紫

绀，生命垂危。医生认为需要马上做气管切开挽救其生命。但父母坚

决不同意。此时医生如何做最合适？

A．一切听从患儿监护人的意见，不签署手术同意书便不实施

手术

B．从患儿生命利益出发，救命要紧，术后再跟监护人解释

C．先跟监护人解释清楚利害关系，如果监护人仍拒绝手术，

则听从其意见

D．尽可能向监护人解释手术必要性，关键时刻以挽救生命为

第一位

答案：D

例题 2：

产妇李某，39 岁，家住山区，因过去有习惯性流产史，最后一

次妊娠保胎至 31 周早产，新生儿体重 1.850kg，出生后呼吸暂停，

最长一次达 20 分钟。B 超检查发现新生儿有颅内出血，后来又发生

吸入性肺炎，硬皮肿。专家会诊认为，此婴即使抢救存活也会预后不

良，影响智力。此时，医生需向产妇及家属交代新生儿病情危重。

在这种情形下，以下哪种表达方式更为合适？

A．孩子的检查结果很不乐观，病情危重，你们需要做好心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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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现在孩子颅内出血，即使抢救成功，将来很有可能影响智

力，这可能给你们带来很大负担，但是如果你们决定抢救，

我们会尽全力

C．检查发现孩子颅内出血、继发吸入性肺炎和硬皮肿，根据

目前的情况判断，即便抢救存活，也很可能预后不良，请

尽快做决定

D．孩子现在病情严重，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处理此类问题的经

验，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过来

答案：B

《综合应用能力》

考试性质和目标

《综合应用能力》是针对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岗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置的考试科目，旨在测查应试人员综合

运用医疗卫生相关知识和技能，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和测评要素

由医学基础知识和招聘岗位专业知识应用能力两个部

分组成。其中，医学基础知识部分占比 60%，所有应试人员

必答；招聘岗位专业知识应用能力部分占比 40%，具体分为

中医临床、西医临床、药剂、护理、医学技术、公共卫生管

理六个类别，应试人员应根据报考岗位选做相应类别的试

题。

⑴医学基础知识部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应知应会医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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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理解和应用能力。医学基础知识内容由四个部分组

成：

①基础医学知识：主要包括细胞生物学、人体解剖学、

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与

免疫学、医学遗传学、人体寄生虫学、药理学、病理学等。

②临床医学知识：主要包括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

儿科学、妇产科学、中医学、传染病学、皮肤病学、口腔及

眼耳鼻喉科学、医学影像学等。

③公共卫生知识：主要包括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营养

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监督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卫生微

生物学、社会医学等。

④医学相关知识：主要包括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

卫生政策及法律法规等。

⑵招聘岗位专业知识应用能力部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运用岗位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判断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际操作技能、沟通技能、临床

思维技能和应具备的个人素养。

①中医临床岗位：主要测查从事中医临床岗位的基本专

业理论和应用能力。

②西医临床岗位：主要测查从事西医临床岗位的基本专

业理论和应用能力。

③药剂岗位：主要测查从事药剂岗位的基本专业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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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

④护理岗位：主要测查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的基本专业理

论和应用能力。

⑤医学技术岗位：主要测查从事医学技术岗位的基本专

业理论和应用能力。

⑥公共卫生管理岗位：主要测查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基

本专业理论和应用能力。

（3）试卷结构

试卷由客观题和主观题构成，主要题型包括选择题、案

例分析题及实务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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