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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教育评估考试，是专门为准备进入澳洲

中学（包括小学）学习的国际学生设计的一

个综合能力测试。

“

AEAS 是 Australian Education Assessment Services，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构
的简称，成立于1985年，一直为国际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语言及综合能力测评服务，已有
超过30年的测试历史。AEAS考试是专门为那些希望进入澳洲精英中学学习的学生们设计
的一个综合能力测试，已经被很多澳洲知名的私立和公立学校广泛认可并采纳为入学语言
测试。

AEAS成绩报告可以客观的反应出一个学生的综合水平，而不单单只是英文成绩，对于申
请的学校或留学代理来说可以从AEAS成绩报告中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以帮助学生做
好更充分的准备。很多澳洲知名的精英私立中学都要求学生申请时需要首先提供AEAS成
绩报告，那些通过AEAS考试评估的学生很多都得以顺利的进入澳洲及其他知名大学继续
深造学习。

可登录: www.aeas.com.cn查询更多接受认可AEAS成绩的学习名录。

学生、家长的感受

    AEAS考试跟我们平时在学校参加的考试完全不同。 它不是一个及格或不
及格的考试，没有一个固定的及格的分数，只是告诉我需要提高的英语技能。
我参加并完成了AEAS成绩报告中建议的语言周数，事实证明这对我后来正式
入读有很大帮助，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而且使我更自信，在新学校里交到
了很多朋友，而且成绩也很好。 

 王晓, 北京

实际上当我决定送女儿出国留学时，我并不知道应该先从那里入手准备。我的
留学代理推荐我先参加个AEAS考试，这真是个非常正确的开始。AEAS成绩
报告给我女儿建议了应该入读的年级，需要完成的语言强化课程，而且跟我们
申请的学校非常清楚地点明了我女儿的优势。AEAS在我们准备留学的时间和
预算方面都提供了最有帮助的信息。

黄女士, 上海 

“



考试的内容会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申请就读的年级有所不同。比如：如果该学生现在国内就读9
年级，准备申请明年就读10年级，那么他应该参加10-12年级的英语、数学和综合能力的测
试。AEAS英语水平测试的成绩没有通过或者不通过之说。

英语考试 - 10-12年级

测试内容是专门为准备申请进入10-12年级的学生设计准备的。

 词汇– (2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多项选择题、词汇配对、和句子填空。

 阅读理解 – (3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多项选择题、词汇配对、句子填空和图形填。

 写作 – (30分钟）根据题目要求写一篇200字左右的，与学生年龄和背景相符的文章 。

 听力 – (2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多项选择题、词汇配对、句子填空和图形填。

  口语 –(10-15分钟）包括各种交流对话，考生要对指定的题目做简短的陈述， 完成相
关的问题解答和讨论。口语考试需要录音。

英语考试 - 7-9年级

考试题型和10-12年级的类似，但考试内容是专门针对7-9年级学生的知识背景设计的。

 词汇 – (3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词汇配对、句子填空和拼写。

 阅读理解– (3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多项选择题、词汇配对、句子填空和图形填。

 写作 – (30分钟）根据题目要求写一篇150字左右的，与学生年龄和背景相符的文章。

 听力 – 20分钟）包括不同题型，如多项选择题、词汇配对、句子填空和图形填。

  口语 – (10-15分钟）与10-12年级的测试类似，但是讨论的话题是专门针对7-9年级
学生的知识背景设计的。考生要对指定的题目做简短的陈述， 完成相关的问题解答和讨
论。口语考试需要录音 。

AEAS考试包括
1    英语 (笔试和口试） 
2    数学推理

3    非语言综合能力

考试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



英语考试 - 4-6年级 

考试题型和7-9年级的类似，但考试内容是专门针对4-6年级学生的知识背景设计的。

数学推理测试

数学推理测试总共45分钟。考试内容会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申请就读的年级有所不同。考试评估
主要是考察学生在数学逻辑推理方面的能力，而非针对学校所学课程而言。题型均为选择题。 
建议考生为了成绩的真实性，不需特别复习准备数学测试。

非语言综合能力测试

此项考试是一项非语言测试，总共30分钟。考试题型为图形或图表题，没有任何文字，考生需
要根据题目要求和逻辑关系进行推理，给出适合的答案。此项考试主要考察学生的逻辑推理能
力，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学生的情商和在某些具体学科上独立学习的能力。建议考生为了
成绩的真实性，不需特别复习准备此项测试 。

AEAS练习资料

目前国内有售的4-6年级练习册（Book1)、7-9年级练习册 (Book 1，Book 2, Book 3)、
10-12年级练习册（Book 1，Book 2, Book 3)

考生可登录www.aeas.com.cn查询更多信息，也可联系AEAS北京办公室购买 。



如何注册参加考试

考生可登录www.aeas.com.cn进行在线注册参加考试，并选择考点城市和考试时
间，AEAS会通过邮件确认考试信息。AEAS考试遍及超过25个国家，比如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拉西亚、新加坡、台湾、泰国和越南等。考生也可在澳大利
亚参加AEAS考试。AEAS考试通常也可以在非考点城市（不在AEAS网站上公布的考试城
市之列的）进行，可联系AEAS北京办公室咨询更多信息。考生可登录www.aeas.com.cn
查询考点城市、如何注册考试、考试费及付费方式。

参加考试需要携带

 1张护照尺寸的照片 （必须是近照）

 学校成绩单原件和一份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

 护照或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黑色的圆珠笔或签字笔（铅笔不可以）

 准考证

考生可登录www.aeas.com.cn查询浏览关于AEAS中国考生的相关规定和条件。重复参加

AEAS考试，两次考试之前必须要至少间隔90天。



注册流程图

AEAS成绩报告解读

AEAS成绩报告包括：

●   英语测试的卷面总分（满分100分制)，包括具体到每个单项（听力、词汇、阅读、写作
和口语）的卷面分数及标准分数

●  数学推理和非语言综合能力测试部分的原始分数和标准分数（9分制）

●  建议需要就读的语言强化课程（ELICOS）的周数

●  建议就读的年级

英语强化课程完成周数参考
(仅供参考，实际情况以AEAS成绩报告为准）

分数 周数

中高级
入学年级
10-12

周数

中低级
入学年级
7-9

周数

初级
入学年级
4-6

0-25   初学者 40-48 30-40 12-20

26-35 初级 30-40 20-30 6-12

36-45 初中级 20-30 12-20 4-6

46-60 中级 12-20 8-12 0

61-70 初高级 I8-12 4-8 0

71-80 中高级 4-8 0 0

80+    高级 0 0 0

学生

]进行注册
a) 选择考试日期和地点
b) 填写个人资料（务必用英
文或拼音填写）并上传个人信息

支付宝立即在线支付

稍后支付宝付款或银行汇款

北京办公室

确认付款，
AEAS通过邮件
发送考试确认

学生

支
付

宝
在

线
支

付

学生收到注
册详情邮件

银行汇款，
通过邮件发送付款单据截图 北京办公室

确认付款，
AEAS通过邮件
发送考试确认 学生



AEAS成绩报告由澳大利亚总部出具，将会同时发给： 

●  申请的学校（可以免费发给3所学校）

●  考生本人或家长

●  考生留学代理机构（如果考生在注册参加AEAS考试时填写了其留学代理的信息）

AEAS成绩报告将：

●  协助家长和留学中介选择最好且最适合的学校

●  协助学校了解申请学生的综合能力及英语水平，以便及时签发适合的录取信

●  确认申请学生目前的英语水平

●   提供申请学生所需要就读的语言强化课程的时间，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和家长做好时
间安排及留学预算

考前准备

AEAS建议学生放松心情，集中精力学习英文技能和学校普通文化课，这是准备AEAS考
试最有效的方法。

AEAS不建议学生参加社会上任何关于‘AEAS考前辅导’的课程或补习班，这只会让考
生盲目应试，而非提高技能，这也违背了澳洲精英中学和AEAS考试的初衷，而且也有
可能会给考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所以AEAS建议学生以自己的实际水平参加考
试就可以。 AEAS目前在国内官方授权可以教授“AEAS官方澳洲留学预备课程”的机
构和城市可以联系AEAS北京办公室或登录AEAS网站获取。

登陆AEAS官方网站www.aeas.com.cn浏览更多AEAS考试信息，包括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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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构
ABN 68 108 370 770

澳大利亚总部
Level 1, 383 Clarendon Street,  
South Melbourne, 3205 Australia

电话:  +61 3 9645 0077
邮件： admin@aeas.com.au
网址： www.aeas.com.au

澳大利亚学校申请系统 
网址：www.aeasschools.aeas.com.au

中国办公室 -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8号东方银座写字楼18I

电话 +86 10 8454 9147
邮件： infochina@aeas.com.cn
网址： www.ae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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