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澳洲中小學時間一覽表：
每年 1 月為第一學期
業務
諮詢

提出申請

開辦/機票/住宿安排

繳交學費

簽證申請

時間點及應辦事項
前一年之 2 月底前
 家長決定妥城市
 家長決定妥申請學區
 決定妥申請年級
 決定妥開課日期 (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前一年之 3 月 31 日前
 備妥英文版成績單、在學證明 (申請私立中小學需加附 AEAS 成績)
 備妥父、母、或監護人之公證過護照影本
 備妥申請人之公證過護照影本
 備妥英文版戶籍謄本
 填寫申請表～申請人、父、母、或監護人均需簽字(需與護照一致)
 填寫 ACIC 代辦合約 ，ACIC 送出申請，取得入學許可 Offer
前一年之 6/7 月開辦
 填寫 ACIC 開辦通知書
 如需安排住宿家庭及接機：填寫住宿家庭
 預訂機位～簽證未核發前，請勿付費買票，若堅持開票，需自負
更改機票之衍生費用及責任！
前一年 8 月 31 日前
 澳幣學雜費：持 ACIC 繳費通知單(Invoice) 或依照學校 Offer 上指
示，赴銀行電匯～銀行端會依當天匯率跟您收取台幣。由您澳洲
帳戶直接轉帳繳納亦可，Invoice 上的銀行費澳幣 30 銀行費，可直
接扣除。
 ACIC 繳費通知單(Invoice) 費用已經為全額到付，不需再負擔澳洲
銀行手續費。學校 Offer 上會註明是否需要另加手續費。
 完成匯款後，第一時間 Mail 下列文件 taiwan@acic.com.tw 給賴經
理：
電匯收據(黃色)或銀行水單(粉紅色)～可拍照. Jpg 檔
台幣簽證費轉帳或匯款證明～可拍照 .jpg 檔
已簽字之入學接受信～簽字需與護照上格式一致 (若賴經
理有提醒您)～需掃描 .pdf 檔
前一年之 9 月 30 日前
 在台灣辦理先辦理學生簽證(約需 6-8 週)
 學生簽證核准之後，才能續辦監護人簽證 (約需 12 週)
 賴經理會轉寄簽證官核發之『含 HAP 號碼之體檢轉介單』給您，
請自行保管妥當、不要刪檔。

赴指定醫院體檢

準備隔年一月開學

盡快～盡快～盡快～ 持護照正本、體檢單、身份證正本、相片 2 張、
體檢費 、赴指定醫院體檢：
 北部：台安醫院：02 2740-0729 / 馬偕醫院 02-2543 3535 分機 2860
 中部：中國附醫：04 2233-1008
 南部：高醫附醫：07 312-1101
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一般不需驗血…
友善小提醒
 最好請學校安排住宿家庭，以確保是居住在學區內；如
 自行簽約租屋，請在簽約前，先與學校確認該地址是在學區內，
否則到時會被拒絕入學
 新生訓練是強制參加的，請盡早規劃申請時間。

附：AEAS 澳洲中小學能力評審考試～～ 考試時間大約 3 小時
A.英語水平測驗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測驗時間 2 小時

4-9 年級考試
測驗題目按照學生的年紀及申請年級而訂～分為 Y4-Y5，Y6-Y7，Y7-Y8，Y9。除了寫作部分，測驗範
圍及形式，與 Y10-Y12 相同。
 詞彙 (Vocabulary) 15 分鐘， 包括 20 題選擇題。
 寫作 (Writing) 10 分鐘， 共 20 題。
 閱讀 (Reading Comprehension) 20-30 分鐘，學生必須根據文章內容作答。
 寫作 (Writing) 20 分鐘，學生可就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寫一篇文章。
 聽力 (Listening) 10 分鐘
 口說 (Speaking) 10-15 分鐘，學生需就一些題目作答或討論，口語測驗一般會被錄音。
 數學推理能力 (Non-Verbal General Ability) 測驗時間 30 分

10-12 年級考試題型
詞彙 (Vocabulary) 20 分鐘，包括 20-25 道選擇題，字彙配對和填充。
閱讀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35 分鐘，包括 2-3 篇不同類型的文章，考生必須根據文章內容
回答 20-30 道問題。
 寫作 (Writing) 30 分鐘，要求考生寫一篇 200 字的文章，內容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並與他們年齡
背景相映的。
 聽力 (Listening) 20 分鐘，包括 4-6 篇不同類型 (對話或說明)的文章，考生需根據文章回答問題，
包括選擇題和句子填空。
 口說 (Speaking) 10-15 分鐘，包括各種會話內容的主題，就某個題目，做簡短的演講和討論等。
評估考生詞彙、文法範圍的複雜性和準確性，口說的流利程度，以及發音，口語測驗一般會被錄
音。
B.非文字綜合能力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測驗時間 30-45 分，是非文字的選擇題推理測驗，
不涉及語言，以選擇題為主，約需 30 分鐘完成。



AEAS 滿分為 63 分：
Part1：英文部分的評分標準～共 5 項，原始分滿分 100 分。每個分項原始分最高 20 分，轉換為一個
分項分，從 1 到 9 分。
Part 2：數學部分：原始分滿分 45 分，轉換為一個標準化分數 1-9 分。
Part 3：綜合能力：原始分滿分 60 或 40 分（每次測試可能會有不同）
，轉換為一個標準化分數 1-9 分。
AEAS 英文部分的 5 項加上數學部分和綜合能力，總共 7 項，每項滿級 9 分，滿分共 63 分。
舉例：
滿分

考生實際成績

轉換成 AEAS 分數等級

1 英語水準考試-詞彙

20

10

5

2 英語水準考試-閱讀理解

20

15

6

3 英語水準考試-寫作

20

7

4

4 英語水準考試-聽力

20

10

5

5 英語水準考試-口說

20

10

5

6 數學推理能力考試

30

20

7

7 綜合能力考試

50

47

8

考試專案

不同年級對於 AEAS 的分數要求是不同的：
英文：一般學生如果英語考到：61+或者 71+ / 100，就可以不通過什麼語言學習，直接去學校就讀。
數學：學校個別要求
綜合能力：學校個別要求
AEAS 考試年級別：
比如說：現在是 6 年級的考生，想要前往澳洲就讀 7 年級，因此需要參加 7 年級的程度考試。以確保
他們有能力適應『該年級』在澳洲的學習。

現在就讀年級

入讀年級 (1 月新學期)

提出申請時間

小學畢業生 Y6

澳洲 7 年級
相當台灣國一






雅斯 5.0
私立：加考 AEAS、台灣平均 80％
最早可以在五年級結束時開始申請，
最晚不要超過 6 年級上學期。

國一生 Y7

澳洲 8 年級
相當台灣國二






雅斯 5.0
私立：加考 AEAS、台灣平均 80％
國一上學期開始準備成績單等，
準備好後可遞交申請材料。

國二生 Y8

澳洲 9 年級
相當台灣國三





雅斯 5.5
私立：加考 AEAS、台灣平均 80％
最晚不超過國二第一學期結束時

國三生 Y9

澳洲 10 年級
相當台灣高一






雅斯 5.5
私立：加考 AEAS、台灣平均 80％
國三上學期結束前準備齊全，
最多只能配讀 20 周語言課程。

高一生 Y10

澳洲 11 年級
相當台灣高二






雅斯 5.5
私立：加考 AEAS、台灣平均 80％
由於 11 年級滿位嚴重，想要去心儀的學
校，需要在高一開學就開始著手。
最多只能讀 20 周語言課程。






澳洲高中不接受『直接讀 12 年級』
可降讀申請重讀 11 年級，
或申請大學先修班(預科)。
最多只能配讀 20 周語言課程。

高二生 Y11

重讀澳洲 11 年級
相當台灣高二

高三生 Y12

台灣高三學生無緣讀澳洲高三，
可直接申請大學先修班(預科)或大一文憑課程。

溫馨小提醒：
申請 Y7-Y8 者：





小學畢業或正在台灣國中就讀者，需有一定的英語基礎 (雖然入學只需 5.0)，
申請時，最多只能配讀 20 周語言課程，
Y7 或 Y8，要求父或母陪讀，直系親屬可以做監護人。
若要報名寄宿中學，因為都是私立學校，需要加考 AEAS

申請 Y9-10-11 者：
 需有一定的英語基礎 (雖然入學只需 5.5)，



申請時，最多只能配讀 20 周語言課程
可選擇寄宿中學、或父、母、直系親屬監護至滿 18 歲、或住在教育廳指定的監護人住宿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