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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推出 — 我们全新的学校支持中心
我们全新的学校支持中心将取代我们目前的教师支持网站。全新清爽的设计，
加之经过优化的搜索工具，将使您更容易查找并下载实施剑桥课程所需的高质
量考评和教学支持材料。
学校支持中心还将包含在线论坛，您可以在这里与世
界各地的剑桥同事分享创意、经验和最佳实践。

您可以使用任何联网设备在以下网址找到我们的新中
心：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support

剑桥不但提供卓越的支持和培训，还提供许多职业发
展机会，促进教学中反思性实践和协作。
Patti McCusker，丹麦 Skipper Clement School 的科学与地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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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以及终身的学习热情，使他
们为人生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隶属于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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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提供广泛的支持，以便您可以帮助学生为学习剑桥课程并获得剑桥资质证
书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可通过教师支持网站在线获得我们的支持材料，网
址为：teachers.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规划与准备
在课程规划的每个阶段，我们都
为您提供支持：

• 教学大纲 — 明确学生应当掌握

教学与考评

• 样卷 — 让您熟悉整体的考评

我们有大量各类资源，可以在课堂上
为您提供支持：

的知识、必须具备的能力及其
考评方式。
方法

• 教案大纲 — 获得教学活动创意，
并找到实用的学习资源链接

• 教师指南 — 查找进一步改善课
程规划的额外指导。

• 课程作业和口试手册 — 让您满怀
信心地讲授课程作业和管理口试

• 经过认可的资源 — 探索出版社开

发的各类资源（包括经过认可的教
科书），为您的教学大纲提供支持

• 课程作业培训课程 — 使用我们的
在线自学课程，帮助您按照我们的
标准给课程作业评分

• 在线论坛 — 就教学大纲的具体问

题向我们提问，或与其他剑桥教师
分享创意、挑战、资源和最佳实践。

职业发展
我们相信，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可推动课堂教学实践发生必要的转变，最终促使学生成绩
的提高。我们基于您的经验和需求提供多种发展路径：

• 入门培训
• 拓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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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
• 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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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复习
我们的支持有助于您了解剑桥考试的标
准，并帮助您的学生有效地做好准备：

• 学生指南 — 与您的学生分享这些内容，
以帮助他们制定复习计划，并更好地理
解考试内容

• 往届试卷与评分方案 — 让您的学生熟
悉考试要求、试题中的指令词以及如何
回答问题才能达到考评目标

• 考生答案范例 — 增强学生对得分要求
的理解。

剑桥考试
我们为所有剑桥考务提供全面支持和指
导。如果您参与了剑桥考试的实施，您
会发现其中一些资源极为有用。您可以
通过我们的考务网页了解更多信息，网
址为：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examsofficers

成绩
您可从学生的成绩中了解很多信息，进而改进教学实践和方法。使用我们的资
源来详细了解考生成绩：

• 主考官报告 — 深入了解学生在试题每部分中的常犯错误

• 考生成绩服务 — 这一可选服务允许考生在成绩公布后在线查看成绩。

• 成绩分析 — 使用这项服务来明确学生的强项与弱项，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的
侧重点，现针对八门最受欢迎的剑桥 IGCSE 课程提供此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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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准备
我们为您课程规划的每个阶段提供支持：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0123456789*

Syllabus
Cambridge IGCSE®
Sociology 0495

0620/01

CHEMISTRY

For Examination from 2016

Paper 1 Multiple Choice (Core)
SPECIMEN PAPER

45 minutes
Additional Materials:

Multiple Choice Answer Sheet
Soft clean eraser
Soft pencil (type B or HB is recommended)

READ THESE INSTRUCTIONS FIRST

For examination in June and November 2020, 2021 and 2022

Write in soft pencil.
Do not use staples, paper clips, glue or correction fluid.
Write your name, Centre number and candidate number on the Answer Sheet in the spaces provided unless
this has been done for you.
DO NOT WRITE IN ANY BARCODES.
There are forty questions on this paper. Answer all questions. For each question there are four possible
answers A, B, C and D.
Choose the one you consider correct and record your choice in soft pencil on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Read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Answer Sheet very carefully.
Each correct answer will score one mark. A mark will not be deducted for a wrong answer.
Any rough working should be done in this booklet.
A copy of the Periodic Table is printed on page 18.
Electronic calculators may be used.

The syllabus is accredited for use in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as a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evel 1/Level 2 Certificate.

This document consists of 18 printed pages.

© UCLES 2014

[Turn over

This syllabus is approved for use in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as
a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evel 1/Level 2 Certificate (QN: 500/0000/X).

教学大纲

我们的教学大纲经过精心设计，
教起来趣味无穷，易于学生理解，
并定期更新。教学大纲解释了您
的学生需要了解的内容、如何对
其进行考评，以及考评目标与试
卷之间的关系。

教案大纲

这些是中期课程计划。它们就可
能的教学顺序、课堂活动以及相
应的往届试卷资源提供了一些建
议，可在您的课堂上采用。由您
自行选择采用哪种方法。

样卷

通过这些试卷来熟悉整体的考评
方法。

聚焦：剑桥国际小学课程和剑桥国际初中课程

已注册剑桥国际小学课程和剑桥国际初中课程的学校的教师可以访问在线支持网站，
下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剑桥全球视野课程 ®、数学和科学的教学和支持资源。

可用资源包括：

• 课程框架
• 教案大纲
• 教师指南
• 考评材料

我们还提供在线工具，帮助您记录和分析考评成
绩，并支持您将贵校学生与全球各地的剑桥学生进
行比较。

我们在剑桥国际小学和初中阶段均开设有剑桥 ICT 入门课程。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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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纳入语言学习支持的教师指南

请留意纳入语言学习支持的全新剑桥教师指南。目前这些全新的教师指南科目如下：

• 剑桥 IGCSE 课程 / 剑桥 O Level 会计（0452）/（7110）
• 剑桥 IGCSE 生物 (0610)

• 剑桥 IGCSE 商业研究（0450）
• 剑桥 IGCSE 化学 (0620)

• 剑桥 IGCSE 计算机科学 (0478)
• 剑桥 IGCSE 经济学 (0455)

• 剑桥 IGCSE 物理 (0625)

• 剑桥 IGCSE 社会学 (0495)

• 剑桥 IGCSE 世界文学（0408）
对我们的很多学生来说，英语是一门额外的语言。这可能会造成潜在障碍，但也可能提供巨大的
机会。

通过将语言学习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鼓励学生在学习科目知识和技能的同时用英语表
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教师指南还提供教学组织和规划方面的指导，以及如何帮助您的学生为最终的考评做好准
备。它们还针对在课堂上融入语言学习的教学策略提供了建议。

职业发展
我们的入门培训、拓展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或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资质证书可以为您的教学规
划与准备提供支持（详见第 16 页至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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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考评
我们有大量各类资源，可以在课堂上为您提供支持。

课程作业培训课程

我们的在线自学课程旨在帮助您
为讲授课程作业做好准备并按照
剑桥的标准对其进行评分。它们
适用于刚接触剑桥课程作业的教
师，也适用于经验丰富但希望进
行技能和知识更新的教师。在课
程作业手册中可以找到有关课程
作业管理、规划、讲授和对课程
作业各部分进行评分的指导。

在线论坛

我们的在线论坛是实时掌握相关
科目最新动态的一个有效方式。
您可以提问、获取最新信息，并
与世界各地的剑桥教师联系。您
也可以上传自己的资源供社区
使用。

口试培训课程

这门自学课程让您有机会了解和
练习举行卷 3 口试并进行评分所
需的相关技能。该课程包含交互
式活动和指导。课程完成后，您
将对按照剑桥标准举行口试并进
行评分的相关要求有所了解。您
可以在口试手册中找到有关口试
各部分实施和评分的指导。

聚焦：剑桥研究报告学生指南

我们的剑桥研究报告交互式指南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指导，支持他们学习剑桥全球视野及研究课
程。当通过桌面电脑访问时，可以看到它提供了一系列交互式功能，让学生把笔记和想法记录在指
南中，或者使用可下载的模板。
它还包括了经过充分一体化的交互
式测验、允许鼠标悬停的图表和可
下载的辅助材料。您可以在移动设
备上访问本指南，并使用所以的导
航和笔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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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经过认可的资源

我们与众多出版社合作，开发高质量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的教学大纲。在全新的或经修订的教学大
纲首次授课前的六个月，我们会提供一系列教科书供您选择。每种经过认可的教科书均已通过学
科专家审查，并根据具体标准进行了评估，确保它：

• 与教学大纲保持一致

• 对知识和技能的侧重合适恰当
• 促进有效的教学和学习。

我们与出版社合作开发各种资源，以便您能为学生提供最适当
的支持。

如何识别经过认可的资源
请留意我们的认可标志，它表示某资源已通过我们的质量保证
流程认证。参见右上角带我们标志的书籍封面示例（右侧）。
认可标志

所有经过认可的资源上均有这些标志。相关资源可能被“认可
为覆盖全部教学大纲”或覆盖教学大纲的特定部分、特定主题，
或满足特定目的，例如，
“学生支持”
。
信息框

每种认可资源上还有一个蓝色框（通常位于封底），表明认可类
型及其所支持的教学大纲。我们的认可标志和信息框示例如下
所示。

该资源得到了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认可。

该资源得到了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认可。

✓

✓

自 2015 年起，支持完整的剑桥 IGCSE 数学考试
教学大纲 0580

自 2018 年起，为学生提供有关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地理考试教学大纲 9696 的支持。
已通过剑桥国际严格的质量保证流程

已通过剑桥国际严格的质量保证流程

✓

✓

由科目专家开发

✓

由科目专家开发

✓

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剑桥学校

✓

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剑桥学校

✓

剑桥学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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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考评数字化支持

聚焦：在线学习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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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网站为面向 5 到 19 岁学生的剑桥全球视野课
程教学提供了如下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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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建立在线社区的空间，他

们可以分享资源并与全球各地的其他学校开展
合作。

教师还可为学生提供个人访问权限，鼓励利用个
人日志、协作机会以及建立形成性电子档案袋。
该在线学习专区可在移动设备上动态适应，为学
习全球视野课程的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

如何访问在线学习专区？
请访问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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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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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Resource Plus

Resource Plus 是一个附加的教学和学习资源的集合，旨在帮助您教授剑桥 IGCSE 三门科学课程
的重要知识点和技能：生物、化学和物理。这些资源为整个课程提供了教学支持，同时还深入涵
盖了各单一知识点。

Resource Plus 涵盖哪些方面？
Resource Plus 的内容由学科专家撰写，侧重于具体实验和实用技能。它们旨在为教学的每个阶段

提供支持，从规划与准备，到授课与课程评估。针对每门课程提供了以下材料。

帮助您的规划与准备：

• 教案大纲，针对整个课程和各单一知识领域，
包括针对各知识点的教学活动建议。

• 教师指南，包括教学组织和规划方面的指导，
以及如何帮助学生为最终的考评做好准备。

• 安全动画，详细描述了实验室中存在的风险、
危险和最佳实践做法。

Cambridge IGCSE® Biology (0610)
carbon dioxide + water

用的交互式视频和学生用的虚拟操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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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您的教学和考评：

• 各知识领域均有三个实验视频，包括供教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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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ed numbers in the ‘unit links’ boxes indicate significant links between the differe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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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各个知识领域的技能工具包，包括教案、
安全指导和学生练习题卷。

• 知识导图，直观展示课程内容以及不同知识点
之间的关联。

• 交互式考生答案范例，可对照评分方案和考官
点评进行上机审阅和评分。

• 围绕各知识领域的往届试题精选，可用于课堂

Skills Pack

Briefing lesson: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experiments

讲练或留作家庭作业。

Resources

Learning
objectives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订阅，请访问

Timings

•
•
•

A picture of a pile of coins
Graph paper
Worksheet A

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 all learners should understand how radioactive atoms decay, and
be able to define the term half-life
• most learners should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half-life from a graph
of activity against time
• some learners will be able to evaluate the experimental technique
and suggest improvements.

Starter/Introduction

Activity

Ask your learners what they would need to record if they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how
materials change over time. If necessary, explain to them that the initial and final
condition of the material observed would need to be recorded.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sourceplus

What would they need to do in addition to observing the initial and final conditions if
they need to describe the change? In this case the material in question needs to be
observed several times between the initial and final conditions.
Main lesson
Check that your learn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needed for this experiment.
Ask them to work on their own to write definitions for the terms below:
• stable nuclei
• unstable nuclei
• alpha emissions
• beta emissions
• gamma emissions
• spontaneous decay of nuclei.
They should share their definitions with the person next to them and in their pairs they
should correct any mistakes. Allow them to check their definitions using a text book
after a minute or two.
Show your learners a picture of a pile of coins. Ask them to imagine that the coins
each represent an unstable atom. In small groups they should discuss what might
happen to the atoms over time.
Ask the groups to suggest how we could use the coins in an experiment to show how
unstable atoms decay. Discuss with them why throwing coins is a good example of
radioactive decay by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facts:
• As they have two faces we can easily assign one to show a state of decay
(heads) and one as un-decayed (tails).
• The number of coins which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the sample is defined
randomly: there is a 1 in 2 chance for each coin to land heads up.
• Unstable nuclei of a radioactive sample undergo a similar change in time.
Continues on the next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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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IGCSE Physics (0625)

职业发展
我们的入门培训、拓展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或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资质证书可以为您的教学规
划与准备提供支持（详见第 16 页至 17 页）。

剑桥学校支持
School Support brochure_zho-CN.indd 9

9
02/07/2018 16:32

学习与复习
我们的支持有助于您了解剑桥考试的标准，并帮助您的学生有效地做好准备：
往届试卷与评分方案

往届试卷有助于您的学生熟悉考试要求和试题中的指令词。评分方案解释了学生应当如何回答问题才能
达到考评目标。

聚焦：剑桥学生支持

• 学生指南 — 是针对教学大纲的具体科目指南，
包括考生答案范例及考官点评。

• 学生复习指南 — 本指南为学生提供了关于如
何制定复习计划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
复习技巧。学生应与他们具体科目的学生指南
一起使用本指南。

• 视频：学生复习 — 一段关于如何有效复习的
提示和建议的短视频

• 视频：学生指南介绍

您 可 以 从 我 们 的 网 站 上 找 到 所 有 这 些 资 源：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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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考生答案范例

这些小册子使用考生答题的例子来展示不同成绩水平（高、中、低）与科目课程及考评目标的关
系。除了评分方案的指导之外，这些材料也将帮助您理解得分标准。以下是关于这些小册子的使
用说明。

答案来自在考试状态下的真实考生。这些答案向
您展示了每个成绩水平的答案类型。
在课堂上与您的学生讨论和分析答案，以此来提
高他们的技能

考官点评置于答案旁边，与答案的
具体部分相关联。这些点评解释了
何处给分及评分依据。

改进答案：这解释了考生可以如何改进给出的答案。
这有助于您理解剑桥考试的标准，并帮助您的学生
改进考试技巧。

常见错误：提供了学生在回答每个问题时常见错误
的清单。它将帮助您的学生避免在考试中犯这些错误，
为他们提供获得高分的最好机会。

职业发展
我们的入门培训、拓展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或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资质证书可以为您的教学规
划与准备提供支持（详见第 16 页至 17 页）。

剑桥学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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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考试
我们为所有剑桥考务提供全面支持和指导。如果您参与了剑桥考试的实施，您
会发现其中一些资源极为有用。

在线培训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 Hills Road, Cambridge, CB1 2EU, United Kingdom
t: +44 1223 553554 f: +44 1223 553558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 IGCS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 UCLES, December 2017

Exams officers

我们为所有考务免费提供在线培训，不论是新入职
的还是经验丰富的考官。我们提供有关我们所有重
要规定和流程的互动式网络研讨会和自学课程。

视频教程

您可以通过我们网站上的剑桥考务指南访问我
们 的 教 程：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examsofficersguide

包括 Key Times、接收和存放试卷、包装和寄送答
卷以及提交成绩查询等内容。

Cambridge IGCSE
Cambridge O Level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AS & A Level

Important information
Now includes the Cambridge Primary Checkpoint and
Lower Secondary Checkpoint Administrative Guide and
Cambridge Administrative Guide.

Cambridge Guide to Making Entries

Cambridge
Handbook

Cambridge
Guide to
Making Entrie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guidance for administering
Cambridge exams

Including syllabus and option codes
November Series 2018

Valid for exams in 2018

June series 2018

*0993767223*

Guide Making Entries cvrs_nospine.indd 1

Brunei centres
(administrative zone 5)

18/12/2017 15:28

辅助材料

我们的剑桥手册 包含了达到我们的规定并成功管理
一个考试系列所需的所有信息。您可以从剑桥考务
网页上下载最新版本。

剑桥考试报名指南 指导您如何为考生报名参加考
试。此指南可在 CIE Direct 下载。

12

CIE Direct

我们为所有剑桥考务提供的安全在线工具，其用途
包括：

•
•
•
•
•
•
•

安全地提交 / 修改报名资料

提交内部考评分数和预测等级
下载成绩

制定针对具体中心的时间表

掌管访问考生成绩服务的权限
提交考试成绩查询

下载剑桥考试报名指南 和准考证。

剑桥学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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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剑桥考务指南

逐步指南请访问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examsofficersguide

请前往剑桥考试周期的相关环节获取我们的重要管理文件、表格和各种辅助材料。在下文
中，我们侧重于第 4 环节和第 5 环节。

第 4 环节 — 考试开始前：剑桥考试监考

该菜单显示了考试周期的各个环
节，从“环节 1 — 准备”到“环节
。
6 — 考试成绩和证书”
一篇实用性很强的演示文稿，题为剑桥考试监考，可
帮助培训监考人员，并确保他们能够自如地执行监考
工作。

第 5 环节 — 考试日：实施考试

管理表格网页上列有考务和监考人员在
考试日之前、当天和之后可能需要填写
的所有重要表格。

此页面上有一个视频，说明了如何按照
我们的规定准备和举办考试。

考务可以在每个页面上下载一
系列资料，例如我们的考试日检
查单和“考生注意”告示。

您可以在第 4 环节和第 5 环节网页上找到附加考试资料数据库。该数据库会告诉您考生在考试时需要哪
些额外的材料，包括他们是否可以直接在试卷上书写或需要答题册。

剑桥学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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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您可从学生的成绩中了解很多信息，进而改进教学实践和方法。使用我们的资
源来详细考察考生成绩。

考生成绩服务

成绩分析

如果学校选择使用考生成绩服务，他们可以控制：

这项服务有助于您更详细地了解您的学生学习得怎
么样，以及他们在课程各方面的表现。

我们为考生提供在成绩发布后在线查看成绩的服
务。学校可以灵活选择是否为学生提供这项服务。

• 哪些学生有权访问

• 学生可以查看哪几个考试系列的结果
• 学生何时可以查看他们的成绩

学校考官可以通过 CIE Direct 网站上的“考生成绩
网站管理”页面管理此项服务。关于这项服务的更
多信息以及说明学生如何查询成绩的视频，可以在
我们网站上的剑桥考务指南中找到。

14

通过成绩分析可以详细了解您的学生在剑桥 IGCSE
课程考试中的表现。

通过这项服务来明确学生的强项与弱项，有的放
矢地安排教学的侧重点。成绩分析现可用于剑桥
IGCSE 会 计、 数 学（附 加）、 艺 术 与 设 计、 生 物、
商业研究、化学、物理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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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考官报告

我们的主考官将撰写详细的报告，描述学生在试题各个部分的整体表现。该报告让您深入了解学
生中的常见错误，以便您在授课时进行探讨。

如果您教授课程的时间不长，可以使用这些报告来更好地了解我们考官将要检查考生的哪些方面，
以及哪些方面会出现常见错误。您还可以在考试前的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这些内容。

主考官详细描述了具体试卷中的关键问题。

Syllabus
Cambridge IGCSE®
Mathematics 0580
For examination in June and November 2020, 2021 and 2022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0580 Mathematics June 2015
Principal Examiner Report for Teachers

MATHEMATICS
Paper 0580/11
Paper 11 (Core)

Key Messages
To succeed in this paper, candidates need to have completed the full Core syllabus, be able to remember
and apply formulae and to give answers in the form required. Candidates are reminded of the need to read
the question carefully, focussing on key words.

与试题概述一起给出的还有回答得较好的
和考生认为较难的试题示例。

General Comments

Candidates must check their work for sense and accuracy as it was very noticeable that there were many
answers in context that weren’t realistic for the context. Candidates must show all working to enable method
marks to be awarded. This is vital in two or multi-step problems, in particular with algebra, where each step
should be shown separately to maximise the chance of gaining marks in, for example, Questions 4, 5, 14
and 18. This will also help candidates check their own work.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candidates should
use HB pencils for diagrams. Some candidates used pens, and then could not alter their diagrams.

The questions that presented least difficulty were Questions 2(b), 3(b), 4, 18 and 20(a)(i). Those that
proved to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were Questions 12, 14, 20(a)(ii), 21 and 22. In general, the number of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questions with no responses was similar to past series. It is likely that the blank responses were down to the
0580 Mathematics June 2015
syllabus area being tested rather than lack of time.
Principal Examiner Report for Teachers
Question 12
Comments on Specific Questions
(a)

The majority of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indicate both lines of symmetry. A very small number also
Question 1

This syllabus is approved for use in England, Wales and added
Northern
Ireland as
diagonal
lines.
a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evel 1/Level 2 Certificate (QN: 500/0000/X).

(b)

This was a straightforward start to ease candidates into the paper and many gave the correct answer.
This part was generally answered correctly, with a small number giving the answer 4.
Workings were useful here for candidates to check they had the correct day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way
was to make a mini calendar.

Answer: (b) 2
Answer: Sunday
Question 13
Question 2
Only a few of the more able candidates answered this correctly and then rounding was often incorrect, as
many hadn’t rounded to two decimal places. 1.252 ÷ 2 and 1.252 × 2 were
often seen.
Sometimes
this type of question ask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emperatures so a negative answer is
acceptable, but here, the question asks how many degrees colder it is in Berlin so –4 is not correct. This
negative answer showed some understanding but could not gain the mark. Candidates were much more
successful in part (b) although a common incorrect answer was 30.

Answer: 1.60
Question 14

Answers: (a) 4 (b) 16
This fractions question was answered very well with nearly all candidates showing clear working. Decimals
were only very occasionally seen as was inverting the wrong fraction. Many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Question
3
demonstr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denominator method.
Answer: 27
8

In part (a), the majority of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calculate 8% of 300kg, but went on to add this increase to
300kg. As this is a one mark question, this could not receive any credit. A large majority correctly answered
part (b) but a few only gave 68% or truncated the answer to 67%, neither of which scored the mark.

Question 15

Answers: (a) 24 (b) 67.5

This was a rather more challenging linear equation than is often seen. Many candidates expanded the
brackets but then had problems re-arranging the algebraic terms. Often a correct −5x = −14 led to x = −2.8.
Answer 2.8
Question 16
© 2015
The reduction of $17.50 was given by some candidates as the answer. Many did not know how to calculate a
percentage reduction, some using 67.5 as the denominator. Some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earn 1 mark for
79.4.
Answer: 20.6.
Question 17
(a)

This part was generally correct. A small number of candidates reversed the co-ordinates.

(b)

This part was the least well answered of this question. Common incorrect answers wer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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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着重强调了有关具体试题的问题和常见误
区，及关于考生可以如何改进答案的建议。

and

(c)

The majority of candidates gave the correct answer for this vector addition.

(d)

The majority of candidates gave the correct answer. However in parts (c) and (d) candidates
understood how to deal with vectors but made errors in the addi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directed
numbers.

Answer: (a) (1, 5) (b)

5 




 − 2



(c)

6 




 −1



(d)

 − 1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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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我们的入门培训、拓展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或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资质证书可以为您的教学规
划与准备提供支持（详见第 16 页至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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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我们相信，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可推动课堂教学实践发生必要的转变，
最终促使学生成绩的提高。
从入门培训到课堂实践的转变，我们根据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经验和需求，为其提供各类不同的培训和职
业发展机会。它们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

入门培训

初步了解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

这一级别的培训旨在帮助教师初
步了解我们的课程、教学大纲和
课程框架。学习侧重于课程的结
构，并包括了整体目标、关键概
念、考评目的和目标，以及教学
理念。
推荐给：刚接触剑桥课程或特定
教学大纲资质证书的教师。

入门培训

拓展培训

教学法专业发展

此阶段的培训旨在帮助教师加深
对我们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框架的
理解，建立授课的信心。

这一新级别的培训鼓励教师自我
反思、承担起更多责任，并在教
学中大胆创新。这个培训围绕教
与学中的技能、理解、概念和理
念，有可能会侧重于某一具体的
教学大纲或课程框架。

加深对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的
理解

重点是涵盖有关课程的所有主要
更新或变化；加深教师对课程关
键概念和考评流程的理解；以及
促进各类教与学方法的共享。

转变课堂教学实践，提升贵校
的教学和学习质量。

推荐给：从事剑桥课程和资质证
推荐给：参加过入门培训的教师， 书教学或实施至少一年的教师和
或从事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教学 学校领导，以及希望在具体领域
提高自身实践能力的人士。
至少一年或一个周期的教师。

初步了解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

拓展培训

加深对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的理解。

教学法专业发展

转变课堂教学实践，提升教学和学习质量。

请注意：培训采用面对面、在线或两者结合的形式。所有培训的授课时长可根据国家或地区以及职业发展目标进行
灵活调整。

16

剑桥学校支持

School Support brochure_zho-CN.indd 16

02/07/2018 16:32

聚焦：教师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

教师培训教学法提升研修班是我们培训课程中推出的全新内容。这
些研修班内容丰富、发人深省，为教师提供转变课堂实践所需的工
具，提升学校的教学和学习质量。

这一级别的培训鼓励教师自我反思、承担起更多责任，并在教学中
大胆创新。培训侧重于教学及学习中的技能、理解、概念和理念，
有可能侧重于某一具体的剑桥教学大纲或课程框架。该领域现有的
研修班包括：主动学习与促进学习的考评、语言意识和学校领导力
发展。

这些研修班旨在补充我们针对具体教学大纲的入门和拓展培训，并与我们的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
书直接挂钩。推荐给从事剑桥课程和资质证书教学或实施至少一年的教师和学校领导，以及希望进一
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的人士研修班。

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 (PDQ)

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 (PDQ) 作为我们教学法
专业发展的一部分提供给教师和领导，以促进他们
职业生涯的提升，并帮助他们：

• 批判性地采用相关概念、原则、理论和国际上的
最佳实践经验

• 将新的想法及方法运用到反思性实践中
• 评估实践做法和成果以规划下一步发展

Cambrid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s

• 提升他们的教学和领导标准以提高学生学习
质量。

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 (PDQ) 覆盖四个主题
领域：

• 教与学

• 双语学生教学

• 数字技术辅助教学
• 教育领导力。

每个领域我们均提供证书和文凭。

What will be expected of you?
Time
The Cambridge PDQ Diploma consists of three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modules:
Module 1
Certificate

Module 2

Module 3
Diploma

Each module typically takes around four months to complete. Your school can
structure your PDQ programme around a normal term or semester to make it
easier for you.

Content
You will apply your Cambridge PDQ learning in your school and classroom practice
with your students, and you will reflect on these experiences with a mentor who will
help to guide your learning. The Certificate and Diploma programmes consist of a
broad balance of activities, tailored to the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of your school.
You will attend guided learning sessions, either face to face or a mixture of face to face
and online. These se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formation that
you will need to use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In addition you will be asked to do some reading and writing up of evidence outside
these sessions. You will practise what you have been taught in your classroom with
your students and you will reflect on these experiences with a mentor who will help
to guide your learning.

Did you know?
A Cambridge PDQ i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your school, your colleagues
and your students.

6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dq

推荐给：在职教师和教育领导者。剑桥 PDQ 课程
普遍适合各类教学和学习环境。这些课程可作为剑
桥学校的校本课程实施，教师也可以到剑桥认可的
中心报读这些课程。
了解更多！请访问：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

剑桥学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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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剑桥社区
作为由 160 个国家 10000 多所学校组成的全球社区的一员，剑桥学校可从中
受益良多。我们鼓励教师和学校领导一起分享观点、信息和资源，并相互学习。
剑桥学校大会

与剑桥保持联系

我们的剑桥学校大会为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教师
和学校领导提供了一个分享知识和探讨教育所面临
的共同挑战的机会。我们每年举办三次大会，每次
会议将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点举行。

Cambridge Outlook — 我们面向剑桥学校发行

社交媒体

剑桥考务电子通讯 — 电子月刊

我们的大会将教育研讨与实用性强的工作坊组合在
一起，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与世界各地的同行
共建支持网络的机会。
我们鼓励剑桥社区成员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与
我们及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领英

我们的领英群组为剑桥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提供了一
个分享想法、提出问题及与其他国际教育专业人士
交流的平台。要加入该群组，请访问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linkedin

您也可以通过如下所示的我们的机构主页随时了解
剑桥的所有最新消息：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linkedincompany

ﾠTwitter
关注 @CambridgeInt，获取有关我们的课程和资
质证书、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培训活动的最新消息和
信息。
ﾠ
在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上跟进剑桥学生正在讨论
的内容：

Facebook

请留意我们定期发送的电子通讯，帮助您随时掌握
剑桥的最新消息。

的杂志
我们将每年向贵校邮寄三次 Cambridge Outlook .
欢迎向本杂志投稿。如有撰写文章的想法，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outlook@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我们会在每个月初自动发送本电子通讯给贵校考
务。 这 一 重 要 资 源 包 含 了 关 键 日 期 和 有 用 的 提
醒，有助于他们实施剑桥考试。如果贵校考务没有
收到本电子通讯，请让他们通过电邮与我们联系：

info@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Cambridge Outlook 电子新闻 — 电子月刊

本电子通讯包含了来自剑桥的最新消息。请访问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newsletters 加
入邮寄名单，并鼓励贵校其他教师也来注册加入。

剑桥学校课程更新 — 年度更新

为帮助您提前做好规划，我们每年分别在 2 月和
9 月两次更新我们公共网站上的 What’s new（最新
动态）版块。更新的内容包括有关新的和修订后的
资质证书以及教师支持服务的信息。

轻 松 地 实 时 掌 握 最 新 变 化。 请 访 问 我 们 网 站
上 的 What ’ s new（最 新 动 态） 版 块：www.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new ，并订阅有关
您所教授课程的变动的电邮通知。

www.facebook.com/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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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订购付费教学资源
我们会针对目录中列出的个别资源收取费用。目录和订单请参见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order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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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填写订单之前阅读说明并确保您订购
时所参考的资源目录 是最近一期。
出于安全原因，我们暂不接受未在剑桥注
册的考生以及私人机构的电子邮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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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选择我们，看中的是我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而剑桥与这一
点完全契合。通过入门培训、对在线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教师培训，我们顺
利实现了转型，并取得了成功。
Iranthi Gunawardena，斯里兰卡皇家学院协调负责人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 Hills Road, Cambridge, CB1 2EU,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1223 553554 传真：+44 1223 553558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 IGCSE 为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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