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桥全球视野 
课程 ®

这门独具特色的变革型课程可帮
助处于各个学校教育阶段的学生
培养出色的可迁移技能，包括批
判性思维、研究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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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以及终生的学习热
情，使他们为人生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隶属于剑桥大学。

我们的剑桥国际课程是引领 5-19岁学生走向成功的清晰教育通路。
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规划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科目选
择和灵活的授课方式。剑桥国际课程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力，探索
更广阔的世界，掌握获益终生的技能，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
成功。

关于我们

剑桥职业发展项目  – 支持剑桥教师及学校领导者

引领 5-19岁学生走向成功的清晰教育通路

剑桥国际小学课程
5到 11岁 *

• 英语（母语和第二语言）

• 数学

• 科学

• ICT

•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剑桥国际初中课程
11到 14岁 *

• 英语（母语和第二语言）

• 数学

• 科学

• ICT

•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剑桥国际高中基础课程
14到 16岁 *

丰富的科目选择：

• 剑桥 IGCSE©课程（超过 70个科目）

• 剑桥 O Level课程（超过 40个科目）

• 剑桥 ICE证书

剑桥国际高中高级课程
16到 19岁 *

丰富的科目选择：

•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课程
（超过 55个科目）

• 剑桥 Pre-U（超过 20个科目）

• 剑桥 AICE文凭

*年龄范围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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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这是一门富有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的技能型课程，将学术研究
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它帮助 5到 19岁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问
题解决、研究、沟通及协作等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对学生顺利完成
大学学业、胜任日后职业必不可少，更可令他们终身获益。

此课程以当前学生喜爱的学习方式展开，包
括小组活动、研讨会、专题研究以及学生跨
国合作。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围绕全球性问题
展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为针对这些问题
往往存在多种视角。

学生可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全球问题，例如城
市化、人工智能或性别等问题。

此课程面向哪些群体？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面向 5到 19岁的学生，可
从小学到剑桥高级课程阶段实现无缝衔接。
每个阶段均在学生上一阶段的所学成果上更
进一步，同时考虑到学生从其他课程体系转
入的灵活性。我们灵活的授课方式意味着学
校既可以在全学段开设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也可以只侧重某些特定学段。循序渐进的课
程推进方式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在探讨某
一概念或观点时，学生既可以纵向联系前后
不同学段，也可以横向联系不同话题。这对
他们的能力培养大有裨益。

技能通路
此课程与各学段的进度协调一致。对于 5到
19岁学生，剑桥全球视野课程培养并考评的
技能是相同的。

剑桥全球 
视野课程 *

沟通

反思 批判性思维 
和问题解决

独立研究创新和创造 
性思维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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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所有管理区均提供。
2  仅在管理区 4提供。

剑桥国际小学 
课程

5到 11岁

剑桥国际小学全球 
视野课程

剑桥国际初中 
课程

11到 14岁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 
视野课程

剑桥国际高中基础 
课程

14到 16岁

剑桥 IGCSE全球视野
课程 1

剑桥 O Level全球视野
课程 2

剑桥国际高中高级 
课程

16到 19岁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全球视野及研究课程

剑桥 AICE文凭

 学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达成学习目
标，是否与他人达成良好协作。他们还
要审视自己掌握了哪些新的信息，这些
新信息如何影响了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
以及对事件所持的个人立场。

Lauren Meunier，Imagine Prep预科学校，美国。

为什么教授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高等教育机构对于学生是否为入读大学做好
准备十分关注，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由此应运
而生。学生将学习在高等教育和日后工作中
所需的一系列具有可迁移性的技能。

• 此课程帮助学生证明自己有能力取得成就，
从而在首选的大学院校或职业机构争得一
席之地。

• 教师可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对课程进行自
由定制。

• 灵活的课程大纲为开放性辩论和研讨创造了
机会。

• 学生可掌握并应用在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
和推理等方面的实用技能，深化学术体验。

• 考评极具创新性，包括团队课题、反思性论
文、研究报告和口头陈述。

剑桥国际课程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四个阶段可从小学、中学无缝衔接到剑桥高级
课程。从 5岁到 19岁，这门连贯的课程在各学段均有明确的进阶目
标。在各个阶段，学生将以先前的学习为基础，通过我们的课程大
纲的“螺旋式”教学方法，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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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小学全球视野课程
作为小学课程的一部分，我们非常荣幸推出面向 5到 11岁学生的剑
桥全球视野课程。此课程从 2018年 6月起可用于教学。

全新推出

剑桥国际小学全球视野课程话题
• 保持健康 • 移居到新的国家 • 理解信仰
• 维护和平 • 人�年长与年幼 • 节约，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 富裕与贫穷 • 工作的世界 • 爱护地球
• 遵守法律 • 学习的权利 • 体育与休闲
• 价值观与信仰 • 利用能源 • 家庭
• 水、食品与农业 • 世界各地的企业 • 共同生活和工作
• 国际合作 • 货物和人员运输 • 共享地球
• 确保安全 • 改善沟通 • 计算机和科技

我们与多家采用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学校合
作开发了此课程。此举旨在确保学生取得适
当的学习进度，实现技能考评，并确保遍布
全球的多元化学校能轻松将其纳入现有的课
程当中。

学生将学习什么内容？
此课程培养研究、分析、评估、反思、协作
和沟通等技能。此课程可加强英语（母语或
第二语言）、数学、科学以及 ICT入门之间的
联系。

研究表明，学生越早开始培养技能并付诸实
践，对其学习产生的影响就越大。为更年幼
的学生开设剑桥全球视野课程，可在更早阶
段培养和强化跨学科技能，以便更好地支持
他们进阶到剑桥国际初中课程及更高层次的
课程学习。

此课程如何进行教学？
剑桥国际小学全球视野课程由一系列挑战构
成。每年有六项挑战。教师可将这些挑战融
合到现有的教学或课程中，并且可自由决定
所要采用的数量。

此课程非常灵活，学校可选择用每次一小时
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或将其集中在一天的时
间里展开，从而更好地自始至终专注于挑战
的完成。灵活的授课选择是此课程的一项重
要特征。

每项挑战耗时六小时，划分为一系列的活动，
并涉及诸多技能。采用个人、当地和全球的
视角，围绕丰富多彩的话题展开探讨，在这
个过程中实现技能的培养和锻炼。

教师帮助学生了解各种全球问题或话题，进
而熟悉不同的情境：

 家长们经常反映说，自己的孩子变得
更具有好奇心和富有创造力了，孩子们对
这些课程赞不绝口，而且对每一周的课都
满怀期待。

Snehlata Alphonso，JBCN国际学校，印度波利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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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课程中技能的培养情况。教师率先给予评
分，而后发往剑桥进行审核。学生将收到分
为金牌、银牌或铜牌等级的成绩单，学校则
收到反馈报告。

教学和学习材料在何处？
所有教学内容、任务和挑战均可在我们的在
线学习专区获得，使忙碌的教师更易入手。
您可在第 11页深入了解在线学习专区。

剑桥国际小学全球视野课程如何考评？
在此课程中，教师重点关注学生技能掌握的
形成性反馈。当一项挑战完成时，教师可与
学生讨论“哪些方面进展顺利”以及学生如
何能更进一步，从而使学生能对自己的表现
进行反思，实现提升。

在最后一学年末，可通过剑桥国际小学水平
考试中的全球视野课程考评来评估学生的表
现。学生完成一项团队课题，由此来评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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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剑桥 IGCSE相同

• 疾病与健康 • 移民 • 信仰体系
• 冲突与和平 • 人口变化 • 可持续性
• 贫困与不平等 • 就业 •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缺失
• 法律与犯罪 • 全民教育 • 体育与娱乐
• 传统、文化与认同 • 燃料与能源 • 家庭
• 水、食品与农业 • 全球化 • 社区变迁
• 贸易与援助 • 交通与基础设施 • 人类与其他物种
• 人权 • 语言与交流 • 数字世界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话题 *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
我们全新的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面向 11到 14岁的学生，自
2018年起可供用于教学。此课程已与剑桥国际小学全球视野课程一
起，在多所学校进行试点。

全新推出

学生将学习什么内容？
在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各个阶段，学生以先
前的学习为基础，通过我们课程大纲的“螺
旋式”教学方法，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此课程可确保研究、分析、评估、反
思、协作和沟通等技能的培养方式连贯一致。
此课程可与小学阶段课程实现无缝衔接，以
学生的发展作为基础，同时也可单独授课。
此课程促使学生去探索与其息息相关的全球
问题，并做出判断。

此课程如何进行教学？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采用的形式与小
学阶段课程相同。此课程也包含一系列挑战，
教学极具灵活性，使学校能自由选择授课
形式。

采用个人、当地和全球的视角，围绕丰富多
彩的话题展开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技能
的培养和锻炼。这些话题与剑桥 IGCSE全球
视野课程大纲相同，使中学能在更早的年龄
段培养并强化学生的跨学科技能。教师帮助
学生了解各种全球问题或话题，进而熟悉不
同的情境。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如何考评？
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的设计方式，同
样促进教师重点关注学生技能掌握的形成性
反馈。

在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中，全球视野课程
考评设立独立研究课题，由教师实施考评。
借此，教师和学生可对此课程中的技能培养
情况进行评估。教师率先评分，而后发往剑
桥进行审核并进行必要调整。学生将收到分
为金牌、银牌或铜牌等级的成绩单，学校则
收到反馈报告。

教学和学习材料在何处？
教学内容、任务和挑战均可在我们的在线学习
专区获得。教师可在 cambridgeinternational.
org/registergp申请账号密码，然后再为学生
申请密码（请参见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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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高中全球视野课程
剑桥国际高中基础课程通常面向 14到 16岁的学生。此阶段包括
面向 14到 16岁学生的全球最热门的国际资格证书课程�剑桥
IGCSE®，以及专为国际学生设计的剑桥 O Level课程。

* 与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相同

剑桥 IGCSE和O Level全球视野课程话题 *

学生将学习什么内容？
此课程以剑桥国际初中全球视野课程为基础，
但同时也对没有此基础的学生开放。此课程
非常适合为剑桥国际高中高级课程及其他教
育体系的进阶学习做准备。

通过剑桥 IGCSE和 O Level全球视野课程，
学生将有机会从不同视角（个人、当地和全
球视角）探究和反思许多关键性的全球问题。
此课程促进学生建立对全球问题的认知，并
为其提供一系列机会，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
探索问题解决方案。

课程大纲充分体现跨学科性，并以技能为核
心。学生需要制作演示文件、提交课题报告，
以个人和团队为单位完成作业，还会与全球
各地的其他学生合作。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围
绕全球性问题展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为
针对这些问题往往存在多种视角。

笔试 个人报告 团队课题
• 人口变化

• 全民教育

• 就业

• 燃料与能源

• 全球化

• 法律与犯罪

• 移民

• 交通运输系统

• 信仰体系

•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缺失

• 社区变迁

• 数字世界

• 家庭

• 人类与其他物种

• 可持续的生活

• 贸易与援助

• 冲突与和平

• 疾病与健康

• 人权

• 语言与交流

• 贫困与不平等

• 体育与娱乐

• 传统、文化与身份认同

• 水、食品与农业

此课程如何进行教学？
学生探索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可激发学习
兴趣的话题。话题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有利的
环境，让学生可以从个人、当地和全球视角
形成并阐述对这些全球问题的理解。学生
将会：

• 利用研究、推理和提问的方法来建立理解，
并形成自己的判断。

• 学习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社区或国家的人
合作。

• 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地评估，探索推理论证的
脉络。

• 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形成思维的独
立性。

我们建议教师在上课时探讨多个话题，以帮
助学生培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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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高中全球视野课程如何考评？
我们认为考评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提供支持，
帮助他们明确学习重点、进度和挑战。学生
在技能发展的过程中接受考评。知识内容不
在考评范围内。考评包括一次笔试、一份个
人报告和一个团队课题。

教学和学习材料在何处？
课程材料可通过在线学习专区获得。学校可
根据自身需求定制和调整各种资源。请参见
第 11页，了解更多详情以及如何注册教师
帐户。

 学生们发现剑桥 IGCSE全球视野课程并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为了
深入思考，学生将在各科中学到的技能加以运用，以研究全球性问题及其
带给人们的种种影响。

Gary Bell，教师，莱比锡国际学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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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AS & A Level全球视野及研究课程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获得剑桥国际 AS & A Level课程证书的学生被世
界各地的一流大学录取。此课程鼓励年轻人思考并探索在全球具有
重要意义的问题。

学生将学习什么内容？
学生可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全球问题，例如城
市化、人工智能或性别等问题。学生将探索
与其自身生活相关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全球问
题，并做出判断。此课程使学生有机会习得、
培养并应用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研究、
沟通和协作等方面的技能。

课程大纲立足于技能的培养和实践，而非具
体知识内容。学生可通过对全球要事进行批
判性分析和反思来拓展自己的视野。通过参
与团队课题进一步提高协作技能。

此课程如何进行教学？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全球视野课程采用跨
学科的主动学习方法。灵活的课程大纲以技
能为基础，而非特定的知识内容，使学校能
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对课程进行量身定制。

学生采取对论据和视角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方
式，培养研究、思维、推理和沟通技能，这
种方法被称为关键路径法。关键路径法是一
种对不同视角进行分析评估的独特方法。随
着课程的深入，教师将在学生的学习中扮演
积极引导人的角色，在必要时提供支持和指
导。通过独立的学习，学生巩固了技能，树
立了信心。

学生培养必要的思维和推理技能。他们：

• 解构、分析和评估观点
• 重构此观点，对正反两方的论据进行研究、辨别和评估
• 反思这一过程对其自身视角有何影响
• 沟通和协作：以个人和小组协作的形式，结合自己所持的证据和研究成果，阐述这些
观点。

关键路径法

此课程的设计系统性遵循关键路径法：

解构
分析和评估给定的

观点

重构
研究、辨别并评估矛盾
观点的依据和来源

沟通与协作
以有效和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观点、信息和研究成果

反思
考虑研究对个人视角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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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通过至少三个话题辨识和研究全球问题，应用关键路径法：

此课程如何考评？
我们针对学生的技能发展进行考评，例如对
论据的批判性分析；解读和评估；陈述和沟
通。考评包括团队课题、由学生选择的论文
问题、反思性论文、研究项目和口头陈述。
尽管教学和考评都极具创新性，剑桥全球视
野课程与我们的其他科目资格证书课程享有
同样的高质量、严谨性、有效性和全球认可。

教学和学习材料在何处？
可通过在线学习专区获得丰富的课程材料，
为教学和学习提供支持。详情请参见第 11页。

• 石油的替代品

• 建筑的优先事项

• 人工智能

• 国际环境下的艺术

• 生物多样性

• 民族认同的变化

• 气候变化

• 文化遗产

• 濒危文化

• 符合道德的对外政策

• 食品的道德和经济学

• 性别问题

• 基因工程

• 全球经济活动

• 互联网的影响

• 工业污染

• 国际法律

• 国际体育

• 医学伦理和优先事项

• 移民和工作

• 政治体系

• 宗教与世俗的分离

• 全球大国的崛起

• 生活标准 /生活质量

• 可持续的未来

• 科技和生活方式

•  旅游

•  跨国组织（如联合国、欧盟、北约）

• 交通

• 城市化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全球视野及研究课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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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ww.cie.org.uk/pdq

Who are the qualifications for?
Cambridge PDQs are for practising teachers and 
education leaders. The qualifications are relevant to 
all gener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texts. 
They are key to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experience of 
Cambridge schools, teachers and leaders, as they 
engage with Cambridge Primary, Cambridge Secondary 1, 
Cambridge Secondary 2 or Cambridge Advanced.

Who designs and teaches the Cambridge  
PDQ programme?
Cambrid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res can be 
Cambridge schools or training providers. We quality 
assure and approve centres to design and run a 
Cambridge PDQ programme. We train and accredit a 
Programme Leader in the centre.

The Programme Leader designs their programme using 
the Cambridge PDQ framework. They run their programme 
to meet the needs, priorities and local context of their 
school(s), teachers and leaders, within our guidelin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procedures.

What is the qual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structure?
The Cambridge PDQ Diploma consists of three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modules. Each module must b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before moving to the next. 
Teachers can take Module 1 on its own as the Certificate. 
It provide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progress to Modules 2 
and 3 and the Diploma.

Each module is assessed through a portfolio of evidence 
of practice, learning and reflection using templates set by 
Cambridge. These portfolios of evidence are submitted to 
Cambridge when ready for examination, and we examine 
portfolios every month.

Cambridge PDQs – the essentials
The qualifications ar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Cambridge PDQ programmes meet teachers’ goals, 
schools’ objectives and our standards.

Module 2 Module 3Module 1

DiplomaCertificate

  The structure of these qualifications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ed practice. 
The richness of self-reflection and th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among peers offers a sound 
framework for school improvement. 
Silvana Tejón, Academic Director, English Speaking Scholastic 
Association of the River Plate (ESSARP), Argentina

What are the areas of focus?
Cambridge PDQs cover four themes relevant to 
schools, leaders and teachers:

• Teaching & Learning

• Educational Leadership

• Teaching Bilingual Learners

• Teach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从独立的在线学习专区，到教师职业发展论
坛，我们为您提供了授课所需的全方位支持。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获取当前和未来的课
程大纲以及样卷（考核形式），或者往届试卷和
考官报告。请访问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通过学校支持中心，我们为剑桥教师提供安
全的在线支持服务。在这里，您可以获得
多种附加支持材料，包括评分方案（考评
准则）、教案大纲、教师指南和论坛。详见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support

Why choose 
Cambrid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s?

教师支持和资源
我们通过各种教学和学习资源为剑桥国际课程提供支持。我们提供
各类资源，帮助您规划和教授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培训和职业发展
所有剑桥学校均享有同一个全球教育社区。
我们为剑桥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组织各种社区
活动，包括每年举办本地、区域和全球性会
议，以及可以向专家和同侪学习的培训活动。

我们提供系统化培训课程，为开设剑桥全球
视野课程的学校提供支持。自 2018年 3月
起，我们将对剑桥国际小学和剑桥国际初
中的全球视野课程教学提供培训支持。无
论是刚接触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教师还是
经验丰富的教师，均可参加培训。详见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events

 这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无论你身在何方，都能够找到
与之相关的东西。它的关键不在于阅读课本和学习课本知
识，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如何持续不
断地发生变化。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学生，班加罗尔国际学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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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在线学习专区
作为剑桥全球视野课程一项独有的特色，
在线学习专区对开设此课程的学校免费开
放。它使全球各地的学校都能建立在线社
区，获取资源和课程。此外，它还帮助开
设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学校更容易地展开
合作。

教师和学生可在该专区实现跨学校、国家、
大洲和文化的沟通协作，培养真正的全球
视野。

当前已开设或考虑开设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的所有剑桥学校均可使用剑桥全球视野课
程在线学习专区。

学校如何访问在线学习专区？
请访问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gistergp，填写在线表单，注册教师帐户。注册后，
教师即可为其学生申请个人帐户。

此网站包含以下内容，为面向 5到 19岁学
生的剑桥全球视野课程教学提供支持：

• 在线课程和教学材料，可根据您的需求进
行调整

• 在线指导和学习活动
• 为教师和学生建立的在线社区，可供他
们分享资源并与全球各地的其他学校开展
合作

• 网络安全准则，帮助教师确保学生安全
使用信息技术。

教师还可为学生开通个人访问权限，鼓励
他们使用个人日志、协作机会、建立形成
性在线档案。

该在线学习专区适用于移动设备，为学习
全球视野课程的学生提供全面支持。

 我曾尝试利用在线学习专区来展示各
种课堂创意。各个模块的先导内容帮助我们
在班级内网上展开课前讨论，学生们来到课
堂时已经做好了准备。

Sharee Ineson，教师、留学生学术导师，Southland女
子中学，新西兰因弗卡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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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严谨、富有学术性
且极具挑战性。我认为学生在入读大学时
将拥有独到的优势。

教师，新西兰

国际认可
我们在课程、教学及考评等方面的专业性，是我们的课程和资格证
书在全球各地获得认可的基础。我们的资格证书受到全球范围内众
多大学院校和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剑桥学生可以确信，无论在国内
外，他们的资格证书在整个求学和职业生涯中都会得到承认和重视。

剑桥国际高中高级课程
全球各地的大学都将剑桥全球视野课程视为
一门严谨的资格证书课程，可使学生掌握在
大学阶段乃至今后人生中取得成功所需的
技能。

剑桥国际 A Level全球视野及研究课程得到了
全球各地大学院校的广泛认可和欢迎，这些
大学院校都公开声明支持此课程。其中包括
英国和常青藤联盟的多数大学。

此外，包括麻省理工、华盛顿大学和佛罗里
达所有州立大学院校在内的多所大学院校，
都会给予在剑桥国际 A Level全球视野及研
究课程中达到规定成绩的学生记通用选修课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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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课程中，我利用内容来培养技
能。在剑桥全球视野课程中，我利用技能
来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教师，Suffern中学，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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