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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规定和条款适用于所有地区的 AEAS考试中心 

1. 注册信息 

学生必须先完成 AEAS 注册表格的填写，并确保所填写的所有信息真实、完整。注册表格的信息不

完整或有误，将有可能导致考生的考试成绩无效。提供不真实信息的考生，有可能会被禁考，或需

要重新再注册缴费后，方能再次参加考试。此条款最终解释权归 AEAS所有。  

2. 考试费用的支付 

 

AEAS考试中心负责向考生们提供 AEAS考试费用的支付信息和相关流程。 每个考试中心的流程可能

会略有不同。 

 

中国大陆 

所有中国境内参加考试的考生，需在考试前至少提前 7 个工作日支付全额考试费用。考生应在注册

AEAS考试时选择支付方式（支付宝在线支付或通过银行汇款）。考试费用成功支付后，考生会收到

邮件确认考位。 

 

布里斯班，悉尼，阿德莱德，珀斯以及香港 

 

所有在布里斯班，悉尼，阿德莱德，珀斯以及香港参加考试的考生，需在考试前至少提前 5 个工作

日支付全额考试费用。考生应在 AEAS，或者当地考试中心，和/或注册确认邮件的指导下进行支付。

考试费用成功支付后，考生会收到邮件确认考位。 

 

墨尔本 

 

所有参加墨尔本地区 AEAS考试的考生必须支付考试费用 

 

• 考前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或信用卡形式支付 

o 考试费用必须在考试前至少 5个工作日支付成功 

 

或者 

 

• 在 AEAS同意的情况下，考试当天以现金或者信用卡形式支付 

o 考生如需现场支付考试费用，需要在预订考试日期前至少 5 个工作日，提前发送邮

件至 admin@aeas.com.au说明情况。 

o AEAS会电话告知考生是否同意现场支付。 

o 如果考生未能在距离考试日期至少 5 个工作日前确认其支付方式，已经预约的考试

注册会被自动取消。 

o 如果考生已经确认了考试日期，并且选择了考试当天支付考试费用，却出现缺考情

况， 那么从缺考之日算起的未来 3 个月内，考生都不得在 AEAS 的任何考试中心再

参加考试。只有在补齐上一次缺考时的考试费用后，考生才能再次注册报考 AEAS

考试。 

3. 身份证明 

考生必须在到达考场后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护照或居民身份证），且所提供的身份证明上必

须带有本人照片。 

考生如果未能按照要求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将无法参加当日的考试，已经交纳的考试费将不予

退还，且不能申请更改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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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会在考试当天对考生的身份证明进行仔细核查。如果核查过程中，AEAS发现证件照片与参

考人员不符时，有权要求考生出示其它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如果考生提供的身份证明未能通过监考

人员的核查，AEAS将拒绝学生参加当日考试，已经交纳的考试费将不予退还，且不能更改考试日期。 

4. 迟到 

       考生需至少提前 30分钟到达指定考场，以便完成相关的注册手续和安全检查。 

迟到的考生会被取消考试资格，不能参加该日任何部分的考试；已经交纳的考试费不予退还，也不

能申请变更考试日期。 

5. 重考原则 

计划参加 AEAS重考的考生，两次考试之间必须间隔 90天。考生可以注册距上一次考试日期 90天之

后的考试。考生在第二次注册 AEAS 考试的时候，需要提供上一次的考试时间以及上一次 AEAS 考试

的注册号（可在 AEAS成绩报告的第一页找到该注册号） 

一旦发现考生的两次考试间隔不足 90天，AEAS将会扣发其成绩报告，并且不予退还考试费用。 

针对任何不遵守以上规定而取得的考试成绩，AEAS都有权将其视为无效。 

6. 缺考 

所有考试当天缺考的考生，不论何种原因（包括生病），都不能申请退还考试费用以及更改考试日

期。 

7. 取消 AEAS考试 

如果考生计划取消 AEAS考试，应至少距离考试日期 7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发送通知至以下邮箱： 

 

• 中国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国家 – admin@aeas.com.au  

 

AEAS 需要收取考试费的 20%作为管理费。退款到海外的银行账户时，货币的转换率依照 AEAS 账户

所在银行的汇率执行，退款产生的银行手续费由考生个人承担。 

8. 更改考试日期 

考生可以申请推迟或更改 AEAS考试日期，但是需要至少提前 7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发送邮件至： 

• 中国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国家 – admin@aeas.com.au  

每个考生仅有一次推迟或更改考试日期的机会。 

AEAS 会在收到邮件后尽快处理，并为考生确认新的考试日期。新的考试日期只在有考位的前提下才

能被确认。 

 

mailto:infochina@ae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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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EAS成绩复核 

AEAS 定期对全球考场的 AEAS 考试结果进行复核和分析，任何考生取得的成绩与下列情况不一致的

将会被列为 AEAS成绩复核的对象： 

• 考生的英语学习背景（以 AEAS口语考试为参考） 

• 前一次 AEAS的考试成绩 

• 该地区考生成绩分析 

• 某一部分的成绩异常高，与其他测试部分的成绩明显不相称 

如果考生被列入复核对象，将会被要求 

• AEAS墨尔本办公室会对该考生进行电话面试 

• 重新参加 AEAS考试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考试，且费用自理 

 

 注：如果重考后的成绩和被复核的成绩相符合，重考产生的考试费用将被全额退还。 

如果该考生拒绝配合参加 AEAS 成绩复核及重考，AEAS 有权扣留该考生的成绩报告并/或认为

此次成绩无效，且考试费用不予退还。 

AEAS同时还保留向澳大利亚有关学校，语言学校和留学代理机构通报 AEAS考试复核结果的权

利。 

10. 考试成绩 

AEAS成绩报告将在考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发出。AEAS成绩报告将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该考生

注册时预留的电子信箱，考生有责任确认该邮件地址准确无误。如因考生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有误

或无法辨认而导致未能及时收到成绩报告的，AEAS在考试结束10个工作日后，不会再为其重新补发

成绩报告。如果考生未能及时将报名注册时所需的文件提供给AEAS，也会导致AEAS不能及时发送其

成绩报告。 

 

AEAS将同时把考生的成绩报告免费发给考生注册时填写的三所学校。如果在注册考试的表格里列明

了留学代理，AEAS也可以同时把成绩报告免费发给该考生相关的留学代理机构。 

 

考生家长/监护人需知道并同意，考生的以下信息将会被发给正在申请的学校——AEAS成绩报告，考

生的身份证明，学校成绩单以及考生提供的任何其它资料。 

 

如对以下情况产生质疑，AEAS将扣发成绩报告。 

• 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 考生的身份证明， 

• 未能提交如第15条中所述的在读成绩单或其他文件， 

• 以及/或者考生的成绩被选中进行复核的。 

 

11. 成绩复议 

考生可以对考试中某一部分的成绩结果申请重判试卷。复议请求需以书面形式发邮件至： 

• 中国 – infochina@aeas.com.cn   

• 其他国家 – admin@aeas.com.au  

复议请求需在收到 AEAS成绩报告的 5个工作日内提出。 

mailto:infochina@ae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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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单项的复议费用为 30 澳币/140 人民币（或等值的当地货币）。如果复议结果比原成绩高，此

复议费用会全额退还给考生。 

复议过程需要7个工作日来完成。AEAS保留向澳大利亚有关学校，语言学校和留学代理人通报AEAS

考试成绩的修正结果的权利。 

12. AEAS成绩报告的作废 

AEAS 保留宣布任何 AEAS 认为无效的，和（或）作弊取得的，和（或）存在异常情况的考试成绩作

废的权利。由 AEAS出具的成绩报告，在呈交学校之前被除 AEAS之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修改，AEAS 

将宣布成绩报告作废，考试成绩无效。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考生可能会被要求重新缴费参加考试，或者会被禁止 6 个月内再次注册考试。

AEAS保留向澳大利亚有关学校，语言学校通报考生 AEAS考试成绩作废的权利。 

此条款最终解释权归 AEAS所有。 

13. AEAS考试成绩的作废 

如果 AEAS确认有足够证据证明考生进行的任何行为，影响到他们 AEAS考试成绩的真实有效，AEAS

有权取消该考生的考试分数并且不为其签发 AEAS成绩报告。 

考生可能会被 AEAS禁考。此种情况下，AEAS不会退还任何考试费。 

此条款最终解释权归 AEAS所有。 

14. 考场规定 

AEAS执行严格的考场规定。考生的私人物品，如书包，手表，手机，电子设备或其他任何与AEAS考

试不相关的物品都不能带进考场。 

将私人物品放置在考场外所产生的风险由考生个人承担。在进入考场前，所有考生都要求接受考场

安全检查。 

考生一旦被发现携带明令禁止的物品进入考场，会被要求立即离开考场，并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得重

新参加 AEAS考试。在这种情况下，AEAS将不会退还任何考试费。 

以下规定适用于所有的 AEAS 考场。任何违反规定的考生都会被要求离开考场，且考试费不予退还，

不能变更考试日期。 

• 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带书包，铅笔盒，文件夹或类似的东西进入考场 

• 只允许考生携带黑色水笔进入考场 

• 电子字典，手机，手表，计算器，电子笔和其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及书包等都必须放在考

场外，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带以上物品进入考场 

• 考试期间考生不准交头接耳 

• 考生不准偷看他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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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考试之前，AEAS有权要求学生证明其没有随身携带任何电子产品或任何其他禁止带

入考场的文件和物品。所有考生必须在进入考场前接受安全检查。 

15. 考试时候允许携带的物品： 

考生务必在考试当天携带以下物品： 

• 一张护照规格近三个月内的证件照 

• 最新的学校成绩单原件及一份英文翻译件（成绩单及其翻译件需被公证或者被证明其真实性） 

• 现就读学校的在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包括语言学校）。在读证明可以是标明有学生姓名，入

学年份及就读课程的成绩单、学校录取信或学生卡 

• 在有效期内的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以及一份复印件。 

• 黑色水笔 

也可提供其它辅助资料，比如一份可以反映考生学习需求的教育心理学报告。 

学校成绩报告-原件及英文翻译件 – 必须包含以下具体信息 

• 考生姓名 

• 生日 

• 就读学校名称 

• 就读年级 

• 就读学年（例如：2014年 9月到 2015年 7月） 

• 所学科目及成绩 

• 学校成绩报告开具日期 

• 学校盖章 

如果学校出具的成绩报告没能满足上述要求，AEAS有权做出如下决定： 

• 拒绝学生参加当日的考试，或者 

• 允许学生参加考试，但是必须考试结束的十个工作日之内提供满足要求的学校成绩报告 

AEAS成绩报告会在收到符合要求的学校成绩报告后十个工作日进行签发。 

如未提交有效的在读学校成绩报告，AEAS成绩报告将被暂扣。在此情况下，已缴纳的 AEAS考试费不予

退还。此条款最终解释权归 AEAS所有。 

16. 特殊要求 

AEAS可以为听力和视觉有障碍的考生提供特殊的安排和考虑。但考生需在距离考试日期一个月之

前，以书面形式递交需要特殊安排的请求（至   admin@aeas.com.au，中国区考生请发邮件到  

infochina@aeas.com.cn），考生需要同时提交与之相关的医院证明。 

 

17. AEAS考试预备课程 

 

学生可以参加 AEAS 官方授权的澳洲留学预备课程，具体课程信息请参考 www.aeas.com.cn 或联系 

infochina@aeas.com.cn。 

考生一经发现曾参加过非官方的考前应试辅导课程（未经AEAS书面许可而使用AEAS名称、标识或

mailto:admin@aea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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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eas.com.cn/
mailto:infochina@aeas.com.cn


AEAS 考试的相关规定和条款 

 

6 

 2018年 07月 

者其它标记的，或者假称与AEAS有业务关系的任何课程），其考试成绩将被视为无效。AEAS成绩报告

将被暂扣，且考试费不予退回。 

一经发现，考生可能会被禁止参加 AEAS 考试，或者会被要求重新缴费再次参加考试。此条款最终

解释权归 AEAS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