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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简介 
 



Background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的背景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eight hundred history                               
剑桥大学 – 八百年荣耀  

 Non-profit making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的非营利部门 

 Part of the Cambridge Assessment Group – 150 years' experience 

 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成员 - 150年经验 

 Largest testing agency in Europe                                                      
欧洲最大的考试机构 

 Offers a full range of examinations, which are taken   worldwide 

 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全面的考试产品 

 Cambridge ESOL certificates are seen as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的证书被各界视为重要资格证明 



Experts in language assessment 

语言评测专家 

Exams for learners of English since 1913 

       1913年起为英语学习者提供考试 

The most comprehensive range of examinations in the world 

        世界范围内，内容涵盖最广泛的考试 

Recognised by over 10000 employers,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bodies worldwide  

       世界范围内超过10,000家雇主、大学及政府机构认可 

 - matriculation               升学 

 - career progression     职业发展 

 - immigration                 移民 

 



Experts in language assessment 

语言评测专家 

exams are set by experts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

400 specialist staff ; 

      考试由语言教育及测试领域专家开发； 

 exams are supported by the largest dedicated research team; 

      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专职学术调研团队； 

exams ar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 long-term proces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o make the exams accurate, fair, 

reliable and relevant  

       所有测试开发均经过长期的学术及实践调研以确保考试的准确，公

平，可靠性及相关性。 

 



Question Paper Production Process 

试卷研发程序 

题材甄别和修改 

构造试测题目 

执行试测 

试测结果分析 

修正 

淘汰 

题料库 

组成试卷 

发放任务、题材提交 

18 months 

18个月 



Cambridge ESOL Exams in China 

中国的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考试 

GENERAL ENGLISH 

通用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 

BUSINESS ENGLISH 

商务英语 

TEACHERS 

教师 

ENGLISH FOR YOUNG LEARNERS 

少儿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专业英语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剑桥少儿英语证书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简介 
 
 



针对7-19岁学生 

产品： 

• 剑桥少儿英语 

   (YLE，三个级别) 

• 剑桥通用五级英语 

   (KET/PET/FCE/CAE/CPE）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简介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与欧洲语言教学
大纲的共生关系 

A1 

A2 

C2 

B2 

C1 

B1 

5.0-6.5 

3.5-5.0 

6.5-8.0 

雅思 
8.0-9.0 





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 

小学毕业 

7 级 

9 级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与国家新课标的对照 
 



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与国家新课标的对照 

剑桥青少测试体系 新课标级别 年级 

9 

FCE 8 

PET 7 高中毕业 

6 

KET 5 初中毕业 

剑桥少儿三级 4 

3 

剑桥少儿二级 2 小学毕业 

剑桥少儿一级 1 



对机构/学校 

•促进学校/机构特色发展，与国际接轨，提高影响力
及声望； 

•满足家长对于国际先进教育资源的需求；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科学体系循序渐进，适合学生在不同阶段的需要，
提高学生保有率； 

•为国家英语教学大纲提供有力教学及测评补充，实
现学生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全面提高，提升英语学习兴
趣及学生竞争力    

 

 

采用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的益处 



对学校 
•MSE考试促进中考成绩提高；MSE试题取材符合高考方向； 

首家剑桥英语植入学校-保定17中五年中考成绩连年攀升 

 

 

 

 

 

•MSE 过级率超出国际水平 

保定17中MSE过级率 

 

时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英语平均分高出
市区第二名 

0.3 10.4 12.05 13.9 25.02 

KET通过率 PET通过率 全球通过率 中国通过率 累计参试人数 

91.38% 79.55% 70% 30% 3618 



对教师： 
系统学习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并有机会将其
付诸实践，实现教学相长 
•教学理念及教学手段有所转变 
•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教学的引导者、合作者和参与
者 
•老师在备课时充分利用教参，能够准确把握教材，不但备
课本知识内容，更去备教学活动的内容及备考评内容 
英语水平获得提升，贯彻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提升教师自信及工作热情 
检验教学成果，把握学习进展程度，了解学生的强项弱项，
有的放矢安排教学 

 
 

采用剑桥英语青少证书考试的益处 



 

剑桥的支持 
 



剑桥的支持 



对学校的支持 

剑桥学习中心 



www.cambridgeenglish.org 

 



下载资源 

• 样卷 

• 考试大纲 

• 考生须知/备考技巧 

• 词汇表 

• 考试报告 

• 考试结果统计 

www.cambridgeenglish.org 



对教师及考生的支持 
多种官方备考资料 

www.cambridgeenglish.org 



对考生的支持 

英语学习游戏 

www.cambridgeenglish.org 

http://monkeypuzzles.kokogames.com/


活动 
www.cambridgeenglish.org 



社交媒体 



对教师的支持 

英语教师职业发展–剑桥英语教学能力证书 



https://www.teachers.cambridgeesol.org/ts/ 



http://www.cambridgeenglishteacher.org/ 



Thank You! 

Wang.F@CambridgeEnglish.org.cn 

021- 5566 6968 

mailto:Wang.F@CambridgeEnglish.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