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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規定和條款適用於所有地區的 AEAS考試中心 

1. 註冊資料

學生必須填寫 AEAS 註冊表格，並確保所有資料真實完整。如資料不全或有誤，考試成績可能無效，

考生亦可能被禁考，或需重新註冊繳費後，方能再次參加考試。此條款最終決定權歸 AEAS 所有，

不得異議。

2. 支付考試費用方法

AEAS考試中心負責提供支付考試費用的方法和相關流程。每個考試中心的流程可能略有不同。

中國 

在中國境內參加考試的學生，必須在考期至少七個工作日前支付全額考試費用。考生註冊後，應根

據 AEAS郵件的指引付款。考試費用成功支付後，考生將收到郵件確認考位。

布里斯班，悉尼，阿德萊德，柏斯以及香港 

布里斯班，悉尼，阿德萊德，柏斯以及香港的考生，必須根據 AEAS 郵件的指引，在考期至少五個

工作日前支付全額考試費用，並電郵付款收據至 admin@aeas.com.au (或香港考試中心 - 部份學生適

用) 。考試費用成功支付後，考生將收到郵件確認考位。如考生在考期至少五個工作日前還未支付

全額考試費用，其註冊將自動失效。

墨爾本 

墨爾本地區的考生可選擇以下的付款方法：

• 考試前：通過銀行轉帳，現金或信用卡形式支付

o 考試費用必須在考期至少五個工作日前成功支付

或

• 考試當天：必須先徵得 AEAS同意，以現金或信用卡形式支付

o 考生必須在預訂考期至少五個工作日前，發送郵件至 admin@aeas.com.au申請。

o 如考生未能在預訂考期至少五個工作日前確認其支付方式，其註冊亦將自動失效。

o 如考生已確認考期，並已選擇考試當天付款，卻缺席考試，考生將從缺考日算起的

未來三個月內，不得在任何考試中心參加考試。如考生想再次考試，必須先支付上

次缺考的全額考試費用，才能再次註冊。

3. 身份證明

考生必須在到達考場後提供有效身份證明的正本（有效護照或居民身份證），且所提供的身份證明

上必須帶有本人照片。

考生如未能按照要求提供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明，將無法參加當日的考試，已交納的考試費用將不予

退還，也不能申請更改考試日期。

監考員將在考試當天仔細查核考生的身份證明。如發現證件照片與考生不符，AEAS 有權要求考生

出示其它帶有照片的身份證件。如考生提供的身份證明未能通過監考員的核實，考生將不得參加當

日考試，已交納的考試費用將不予退還，也不能更改考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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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遲到

考生必須提前至少三十分鐘到達指定考場，以便完成相關的註冊手續和保密檢查。

遲到的考生將被取消考試資格，不得參加當日任何部分的考試，已交納的考試費用不予退還，也不

能申請更改考試日期。

5. 重考申請原則

兩次考試之間必須相隔九十天。考生可於上一次考期的九十天後再註冊。考生必須提供上一次考試

的日期及註冊編號（詳見 AEAS成績報告首頁）。

如發現考生的兩次考試相隔不足九十天，AEAS將扣發其成績報告，並且不予退還考試費用。

任何考生違反以上規定，AEAS有權將其考試成績視為無效。

6. 缺席考試

不論什麼原因（包括身體不適），缺席的考生都不得申請退還考試費用及更改考期。

7. 取消考試

考生必須於考期至少七個工作日前以書面形式發送郵件至：

• 中國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國家 – admin@aeas.com.au

AEAS 將收取考試費的 20%作為行政費用。退款到海外的銀行帳戶時，貨幣的轉換率將依照 AEAS 帳

戶所在銀行的匯率執行，退款產生的銀行手續費由考生個人承擔。

8. 更改考試日期

如申請延遲考試或更改考試日期，考生必須於考期至少七個工作日前以書面形式發送郵件至：

• 中國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國家 – admin@aeas.com.au

考生只有一次推遲或更改考試日期的機會。

AEAS收到郵件後將根據當時考位名額的情況，儘早為考生安排及確認新的考期。 

9. AEAS成績覆核

AEAS定期覆核和分析全球考場的考試結果，如發現考生的成績與下列情況不相符，將覆核其成績：

• 考生的英語學習背景（以 AEAS口語考試為參考）

• 前一次的 AEAS考試成績

• 該地區考生的成績分析

• 某一部分或多個部分的成績偏高，與其他測試部分的成績明顯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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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程序：

• AEAS墨爾本辦公室將致電該考生進行電話面試

• 考生將自費重考全部內容或指定的某一部分內容

 注：如重考的成績和原來成績相符，重考的考試費用將全額退還。

如考生拒絕參加成績覆核，AEAS 有權扣留該考生的成績報告，並/或認為該次成績無效，且考試費

用不予退還。

AEAS同時保留向澳大利亞有關學校，語言學校和留學代理通報 AEAS考試覆核結果的權利。 

10. AEAS成績報告

AEAS將在考試結束後的十個工作日內簽發成績報告。成績報告將以電郵形式發送到考生註冊時填寫

的電郵地址，考生有責任確保該地址準確無誤。如考生提供的地址有誤或無法辨認，AEAS將不能如

期在考試結束後的十個工作日內簽發報告。如考生在考試日未能提供註冊所需的全部文件，也會引

致延誤。

AEAS將免費發送成績報告予考生註冊時填寫的三所學校。如註冊表格列明留學代理，AEAS也將同時

把成績報告免費發給該機構。

考生家長/監護人清楚明白並同意，AEAS 將發送考生以下的資料至其申請的學校：-

AEAS成績報告，考生的身份證明，學校成績單及考生提供的任何其它資料。

如AEAS 對以下情況有疑問，將扣發成績報告：

• 考試成績的真確性

• 考生的身份證明

• 考生未能提交在第15條款中所述的學校成績單或其他文件

• 以及/或被選中進行覆核的成績

11. AEAS成績覆檢申請

考生可申請覆改某一部分的成績結果。覆改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發送郵件至：

• 中國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國家 – admin@aeas.com.au

覆改申請必須在收到AEAS成績報告的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每一單項的覆改費用為澳幣30元/人民幣140元（或等值的當地貨幣）。如覆改結果較原來成績高，

此覆改費用將全額退還。

覆改過程需時七個工作日。AEAS保留向澳大利亞有關學校，語言學校和留學代理通報其覆改成績結

果的權利。

所有試卷的版權均為AEAS所有，任何情況下，考生必須嚴格保密，一切內容不得外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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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EAS成績報告作廢

AEAS對於任何失實的，作弊取得的，以及/或存在異常情況的考試成績，均保留作廢的權利。如發現

任何由AEAS簽發的成績報告原件，在呈交學校之前被任何人士或機構篡改，AEAS 將宣佈其成績報告

及考試成績無效。

考生可能可以重新繳費參加考試，或被禁止在六個月內重考。AEAS保留向澳大利亞有關學校，語言

學校通報考生AEAS考試報告作廢的權利，並且不予退還考試費用。

此條款最終決定權歸AEAS所有，不得異議。

13. AEAS考試分數作廢

如AEAS有足夠證據證明考生曾參與任何行為，影響到AEAS考試成績的真確性，AEAS有權取消該考生

的考試分數，並且不為其簽發AEAS成績報告。

考生可能被AEAS禁考，其考試費亦不予退還。

此條款最終決定權歸AEAS所有，不得異議。

14. 考場保密安排

AEAS 嚴格執行考試期間的保密安排。考生清楚明白其私人物品，如背包，手錶，手機，電子設備或

任何其他與 AEAS考試不相關的物品都不得帶進考場。

如考生將私人物品放置在考場外，一切後果自負。考生進入考場前，必須接受保密檢查。

如發現考生攜帶違規物品進場，AEAS 將勒令考生即時離開考場，考試費用將不予退還。考生在未來

三個月內也不得再次參加考試。

以下規則適用於全部 AEAS 考場。任何違反規定的考生都必須即時離開考場，考試費不予退還，考試

日期亦不能更改。

• 任何情況下，背包，鉛筆盒，資料夾或類似的物品均不得進入考場。

• 英文考試時，只許考生攜帶黑色水筆進場。

• 電子字典，手機，手錶，計算器，電子筆和其他隨身物品以及背包等，都必須放在考場外。

任何情況下，嚴禁以上物品進場。

• 只有在數學考試時，考生可使用不帶存儲功能的簡易計算器和紙質字典。以上物品必須經

過 AEAS監考員檢查和同意後，方可進場。

• 考試期間考生不准交談。

• 考生不准偷看他人試卷。

• 開考前，AEAS有權要求學生證明其沒有隨身攜帶任何電子產品或任何其他違規物品。所有

考生在進入考場前必須接受保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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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考試日所需：

考生必須在考試當天攜帶以下物品：

• 一張護照規格近三個月內的證件照片

• 最近的學校成績單及一份英文翻譯的正本及副本（必須為公證本或認證本，以確保其真實

無誤）

• 現學證明的正本及副本（中學或語言學校）。現學證明可以是標明有學生姓名，入學年份

及就讀課程的成績單、學校錄取信或學生卡

• 有效期內的護照或其他身份證件的正本及副本

• 黑色水筆

• 只適用於數學考試時用的計算器和字典（非電子字典），AEAS 監考員將檢查是否合乎規格。 

• 考生也可提供其它輔助資料，如有助瞭解考生特別學習需要的教育心理報告。

現學成績單正本及英文翻譯 本 –  必須包括以下資料： 

• 考生姓名

• 出生日期

• 就讀學校名稱

• 就讀年級

• 就讀學年（例如：2014年 9月至 2015年 7月）

• 修讀科目及成績

• 學校成績單的簽發日期

• 學校蓋章

如現學成績單欠缺上述資料，AEAS有權決定： 

• 拒絕學生參加當日的考試，或

• 允許學生參加考試，但考生必須於考試結束後的十個工作日內，提供所需的學校成績單

AEAS收到符合要求的學校成績單後，將簽發 AEAS成績報告，需時十個工作日。 

如考生未能提交有效的現學成績單，AEAS將暫扣其成績報告，已交納的考試費用將不予退還。此

條款最終決定權歸 AEAS所有，不得異議。 

16. 特殊需要申請

AEAS 可因應聽障和視障考生的需要而提供特別的安排。考生必須於考期一個月前以書面形式申請。

中國區考生請發郵件至  infochina@aeas.com.cn，其他地區則聯絡  admin@aeas.com.au。申請時必

須同時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文件。

17. AEAS考試預備課程

AEAS在北京、上海、廣州和哈爾濱均有開辦澳洲中學預備課程，歡迎學生參加。具體課程資料請

參考 www.aeas.com.cn 或聯絡 infochina@ae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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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現考生曾參加過非 AEAS 主辦的預備課程（即未經 AEAS 書面同意而使用 AEAS 的名稱、標識，

或假稱與 AEAS 有業務關係的任何課程），其考試成績將被視為無效。AEAS 成績報告亦將被暫扣，

且考試費用不予退回。 

考生將可能被禁止參加 AEAS考試，或要重新繳費才能再次參加考試。此條款最終決定權歸 AEAS所

有，不得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