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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学术英语考试简介
PTE学术英语考试（PTE Academic）是一项基于计算机进行的标准化出国留学移民类英语语言考试，考试过程公平
公正，旨在评估考生的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4种主要语言技能。PTE学术英语考试可为高等院校、教育机构和政
府部门提供真实有效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帮助其精准客观地考量申请者的英语水平。使用PTE学术英语考试服务
需遵守本文规定的《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

插图：Lauren Rolwing

考试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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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咨询：请访问PTE学术英语考试官方网站的常见问题解答页面：
pearsonpte.com/faqs

●●

报名注册与考试日期查询：请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服团队
pearsonpte.com/contact

参加PTE学术英语
考试的6个步骤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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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访问pearsonpte.com，了解考试地点和报名费用。

报名注册和考试预约
访问pearsonpte.com/book，创建一个账户并预约考试日期。
详见第4页。

报名确认
缴费成功后，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确认函，邮件内容包含考点位置和相关注意事项等。

考试当天
我们将核实您的身份信息，并收集您的生物识别信息。
详见第8页。

关于成绩
通常考生可在5个工作日获取成绩。
我们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成绩单。
详见第13页。

成绩单发送
登录您的账户并查看成绩单。
您可以将成绩单无限次免费递送至任何院校或机构。

注意事项
●● 在预约考试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考生手册，包括第16页的《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
。
●● 如果您不愿意遵守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请勿报名注册考试、访问我们的网站和使用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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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前
报名注册：创建一个账户
访问 pearsonpte.com/book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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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您的账户

依照身份证件所示，准确输入您的个人信息。
●● 详见第9页。
●● 如果您的姓名只有一个词（既是名字又是姓氏），请在“姓氏”
（Last Name/Surname/Family

Name）栏目中输入该姓名。在“名字”（First Name/Given Name）栏目中输入句号。

请务必填写所有信息以免延误账户注册。

完成账户注册后，您将在2个工作日内收到一封包含登录详情的电子邮件确认函。

注意事项
●● 注册账户时，请使用罗马字符。
●● 考生注册时，必须使用与考试当天携带的身份证明文件上一致的姓名。请参阅pearsonpte.com/TestDay所示

的考生物品清单。如需了解报名使用的身份证件的相关要求和信息，请访问 pearsonpte.com/acceptable-id

●● 请使用有效、安全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收取账户登录详情和考试重要通知，包括获取成绩单的时间。完成注册

后请注意检查邮箱中的垃圾文件夹/订阅邮件文件夹，并准时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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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考试
获得账户登录详情后，请访问 pearsonvue.com/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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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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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选择“PTE Academic：PTE学术英语考试”（PTE Academic: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并点击“预约考试”（Schedule this Exam）。

回答PTE学术英语考试报名注册相关问题。

搜索附近考点并选择可注册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确认考试地点、日期和时间，同意《PTE学术英语考试的考试政策》（PTE
Academic Admission Policy），然后全额支付考试费用以确保完成考试预约。

考试预约完成！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确认函，确认考试当天的考点位置和相关注
意事项，请务必牢记。

注意事项
●● 预约考试时必须全额支付考试费用。如果未使用考试所在国/地区指定的货币付款，则不予处理您的注册或考试

服务请求，付款将被拒绝和/或退还。
●● 可以使用的付款方式有：信用卡（维萨卡®、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或日本国际信用卡®）或借记卡（仅限维

萨卡®或万事达卡®）。
●● 如果您使用的信用卡被拒绝，您的考试预约将不会被处理。请使用有效的付款方式重新预约考试。
●● 优惠券可用于抵扣考试费用。但不可用于支付改期费，且优惠券不可兑换为现金。
●● 完整的费用明细请访问pearsonpte.com/testcenters
●● 在考试前48小时预约，需缴纳临时预约费。
●● 预约成功后如果您在两个工作日内没有收到确认的电子邮件，请检查邮箱中的垃圾文件夹或订阅邮件文件夹。
●● 请注意查看电子邮件确认函，确保其中姓名与考试当天需要出示的身份证件所注明的完全一致。如需更改，

请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服团队pearsonpte.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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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退考或更改考试日期
您可以更改考试日期或申请退考：
●● 在线变更：请访问pearsonvue.com/pte，并登录到您的账户。
●● 电话变更：请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服团队（中国大陆地区的考生，请拨打400-881-1286）。
●● 咨询：home.pearsonvue.com/pte/contact

请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更改考试日期或退考，并且需要支付相关费用。
如果在预约考试后，您决定不参加PTE学术英语考试，您可以在距离考试日期14个自然日之前申请全额退款。您可以通过
联系您所在地的客户服务团队申请取消考试 pearsonpte.com/contact
如果您在考试日期前少于14个自然日而多于7个自然日申请取消考试，您将获得部分退款（已支付考试费用的50%）。
如果您在考试日期前少于14个自然日而多于7个自然日申请更改考试日期，您将支付50%的考试费用。
考试日期前7个自然日内取消考试或更改考试日期，恕不退款。
请注意：取消考试和更改考试日期政策不包括您的考试日期。

例如：如果您的考试定于10月25日周四

11日或11日之前取
消考试将收到100%
退款。

12日至17日之间取
消考试将收到50%
的退款。

18日至24日之间取
消考试将不会收到
退款。

考试日期

十月

10月11

12

13

14

在11日或11日之前
更改考试日期不收取
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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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在12日至17日之间更改考
试日期将支付50%的考试费
用作为转考手续费。

20

21

22

23

24

10月25

在18日至24日之间更改考
试时间将支付全部考试费用
作为转考手续费。

退款
对于您已注册并直接向培生支付的任何考试费用，是否予
以退款取决于：
A. 考生在预约考试日期前至少14天申请退考，
B. 因病无法参加考试（并且按照本考生手册要求提供

医学证明）。

是否属于因病改期的例外情况由培生全权●
决定
如果考生因生病在考试当天无法到场，培生或可同意一次
因病更改考试日期。我们或可同意减/免改期费用。请务必
在预约的考试日期的14个自然日之前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
服团队，届时将要求您出示医学证明。因病改期只可申请
一次。

残疾考生
PTE学术英语考试是一项基于计算机评分的考试。这说
明，在采用公平公正的电脑评分方式的同时，也存在技术
局限性，因此，我们无法完全满足每一位考生的需求。
培生会不断地评估考生的需求，并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
以满足考生的不同诉求，实现平等对待每一位考生的目
标。
●● 符合特定条件的考生可以申请特殊考试服务，但需在考

试前说明相关要求并得到培生的确认。
●● 欲申请PTE学术英语考试的特殊考试服务的考生，请访

问：pearsonpte.com/accommodations 填写专用申
请表。
●● 您必须在考试日期前的至少四周通过电子邮件将

如果您因健康问题无法参加考试，您并不会自动重新预约
或获得退款。

填写好的申请表提交至：
pltsupport@pearson.com

在考试日期前少于14天提出的任何申请将按前文收取取消
费用。

●● 应在预约考试之前提交申请表。

如果您在报名时使用优惠券支付考试费用，请联系您获得
或购买优惠券的分支机构。培生无法直接为使用优惠券支
付的考生进行退款。
如果使用信用卡/借记卡付款，任何退款都将退回到您支付
时使用的信用卡/借记卡或银行账户。
欲知完整的费用明细，请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服团队
pearsonpte.com/contact.

●● 需要批准的特殊考试服务包括：
●● 延长休息时间
●● 在考场内使用医疗器械
●● 放大电脑显示器上的字体
●● 注意：特殊考试服务仅适用于特定考点。

培生有权拒绝任何影响考试有效性或安全的特殊考试服务
申请。

考试变更
培生有权取消考试、变更考试日期、调整考试内容或考场
人数。如果培生取消或变更考试日期，我们将安排退款或
帮助您调整考试日期或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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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当天
入场
●● 考生务必在考试开始前30分钟抵达考点并签到。
●● 到达考场后，考生务必仔细阅读并同意《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规则协议》。考点工作人员将核查您的身份，进行手掌

静脉扫描并采集您的签名。
●● 请注意，当您完成电子签名即表示接受之前阅读的规则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 考点工作人员将解读考点的规章制度。
●● 个人物品必须存放在安全的储物柜中。考试完成前不能使用储物柜。

请观看：
考试当日须知
pearsonpte.com/testday

注意事项
●● 请在考试开始前30分钟抵达考场。如果在考试开始后超过15分钟抵达考点，考生将不能参加本场考试。
●● 如果在考试期间遇到任何问题，须及时向考点工作人员提出。考点工作人员将为您提供一个事件编号。您就相

关问题与我们的所有沟通，都将使用该事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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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件和生物识别数据
您必须出示有效的、未过期的护照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方可参加PTE学术英语考试。
●● 护照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必须与预约考试时使用的姓名完全一致。
●● 如果护照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已提交至签证机构，则必须在参加考试前申请取回，并于考试当天出示给考点工作人员。

如果没有护照
●● 请注意身份证件的要求，在某些国家/地区可使用除护照以外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在中国大陆地区参加PTE学术英

语考试，可使用由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的、未过期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pearsonpte.com/acceptable-id
安保措施和生物识别数据
●● 考点使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监控作弊行为、解决考试相关诉求并维护场所安全。

此类数据可以共享给当前正在处理您申请（包括PTE学术英语考试成绩）的政府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或者您指定的考
试成绩接收者。
欢迎阅读我们的完整隐私政策，了解我们会收集您的哪些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保护措施。
pearsonpte.com/privacy-policy
考试当天，培生将采集：
●● 考生照片
●● 手掌静脉扫描
●● 您在考点出示的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 考生口头自我介绍

注意事项
●● 考试当天务必携带身份证件。如果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预约时所用的姓名不符，或者您未能出示身份证件政策

中规定的护照或可接受的身份证件，则不得参加考试且考试费不予退还。
●● 必须出示身份证件的原件——不接受复印件（即使是经过认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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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规则
●● 进入考场之前，您将被要求阅读并签署《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规则协议》
，其中包括保密信息要求。
●● 不得携带个人物品入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品：
●● 手机、手持式电脑/电子记事本（PDAs）或其他电子设备（必须放入储物柜，并关机）
●● 宽度超过1厘米的首饰
●● 手表、钱包和手提袋
●● 帽子、书包和外套
●● 书和笔记本
●● 考点将提供储物柜以便于您存放个人物品，但对于个人物品的丢失、被盗或错放概不负责。除非必要（例如，在特定

时间服药），否则在完成考试并签字离场之前，考生不得打开储物柜。
●● 考生不得在考点内任何位置进食、饮水或吸烟。
●● 考生必须坐在指定座位上，不得干扰其他考生。
●● 考生不得向其他考生或考点工作人员请求、提供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帮助。
●● 考生不得在考试期间，包括休息时间内翻阅教材、笔记或任何其他学习材料。
●● 考生不得替他人代考，或安排他人为自己考试。
●● 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计算机。
●● 考生不得从考点复制任何试题或答案，亦不得出于任何原因与他人分享试题或答案。
●● 考试期间，完成“阅读”部分后有一段休息时间，考生可自行决定是否休息。
●● 考生如果要暂时离开考场且要回到考场继续参加考试，需在离开前完成手掌静脉扫描。
●● 考生在休息期间不允许离开考点，但可使用考场内的洗手间。

辅助用品
经考点工作人员检查并获得许可后，考生可将辅助用品带入考场。辅助用品包括：
●● 纸巾
●● 止咳药（须打开包装）
●● 用于支撑颈部、背部或受伤四肢的靠垫
●● 毛衣、运动衫或外套——如果衣物有口袋而您不愿脱衣检查，则需翻开口袋以示没有夹带物品
●● 眼镜和助听器
●● 颈部矫正器或颈圈（颈部受伤者佩戴）
●● 人体附着胰岛素泵

考生须自带辅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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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期间
考试开始
●● 考试开始前，考点工作人员将带您入场并分配计算机，该计算机带有耳机和内置麦克风装置。同时，我们还将提供可

擦除的记事本和笔，但在考试开始之前，您不能使用它们记录任何信息。
●● 考试开始之前，考生不允许在可擦除的记事本上书写。
●● 考点工作人员将为您登录计算机，您将看到屏幕上的保密提醒消息。
●● 屏幕上将指导您完成对设备的检查，以确保耳机和麦克风能够正常使用。然后您将开始考试。如有任何问题，须立即

举手并告知考点工作人员。

考试
●● 一些题目旨在测试您的英语听力能力。您将听到不同口音的各国英语使用者说话。考试期间不能重放视频/音频片段。
●● 一些题目旨在测试您的英语口语能力。
●● 系统会要求您对准麦克风讲话并进行录音。
●● 您只有一次机会作答，答案不能重新录制。
●● PTE学术英语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在正常会话语速和音量下的英语水平。
●● 如果考生的口语回答带有不自然的暂停/犹豫、词语/句子发音不准，或考生不遵守指示等情况，都将在评分中体现。
●● 一些题目旨在测试您的英语写作能力。
●● 您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英语语言（英式或美式）作答。
●● 此类问题有专门的答题时间。
●● 如果未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答题，请转到下一个问题。
●● 如有任何问题，请举手示意，在不干扰其他考生的前提下，考点工作人员会提供以下帮助：
●● 遇到影响/干扰自己考试的硬件或软件问题。
●● 在考试期间可擦除记事本被写满。考点工作人员会提供您一个全新的。请注意，考试期间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可擦

除记事本或笔带离考场。
●● 考点工作人员无法回答涉及考试内容的问题，请勿提出此类问题。

注意事项
●● 同场考生会与您同时答题，所以建议您在考试期间全程戴着耳机。
●● 建议考生在口语考试时按照自己平常说话的音量答题。请勿在考试过程或答题过程中大声喊叫或提高音量。
●● 完成答题后无法回到之前的问题修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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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休息
考生可自行选择是否休息
●● 完成第2部分阅读考试后，考生可自行选择是否休息10

分钟。计算机屏幕上将适时出现相应的提示。若需要
休息，请按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 考生如果要暂时离开考场且要回到考场继续参加考试，

需在离开前完成手掌静脉扫描。
●● 考生如果超过规定休息时间返回考场，超过的时间将从

考试剩余时间中扣除。即使不休息，休息时间也不会添
加到原有的考试时间当中。
●● 考生在休息期间不允许离开考点，但可使用考场内的洗

手间。
特殊休息
●● 允许但不鼓励考生进行特殊休息。
●● 欲申请特殊休息，请向考点工作人员举手示意。此时

考点工作人员会将您的考位设置为休息模式。离开期
间仍然计入考试时间，不作暂停。特殊休息时间将从
整体考试时间中扣除。
●● 您必须离开考场进行休息。返场时考点工作人员将恢

复您的考试。

完成考试
●● 完成考试后，必须向考点工作人员举手示意。考点工作

人员将来到您的考位并检查您的考试是否确已结束。
●● 离场时，您将在考点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开考场并通过

电子方式核实身份。
●● 将可擦除的记事本和其他材料交还考点工作人员后，您

将收到纸质确认单，表明已完成考试。请勿将物品留在
考位上。
●● 完成考试后，可以从储物设施中取走所有个人物品并离

开考点。

插图：Lauren Rol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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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之后
获取成绩单
培生的目标是在考试日期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公布成绩。成绩公布时您将会收到邮件通知，其中将详细说明如何查看成绩
单并指导考生将其转发给指定机构。
●● 成绩单将以PDF格式发布，一般机构仅接受通过培生的安全网站在线发送的成绩单。
●● 我们不提供成绩单验证服务，且不授权发布任何纸质成绩单。
●● 机构必须使用培生的电子平台验证PTE学术英语考试的成绩单。

查看成绩单
登录 pearsonvue.com/pte
点击“登录”（Sign In）按钮，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后，点击“查看成绩单”（View Score Reports）。
点击“查看”（View）按钮，查询您的相关分数。
成绩单以PDF格式显示。

请观看：
查看您的成绩单
pearsonpte.com/Accessingscores

将成绩单转发给相关机构
请务必通过培生的安全网站向指定机构发送成绩单，否则机构将无法看到您的成绩单。机构最长可能需要48小时才能完
成您的成绩单验证。您可以选择将哪份成绩单发送给指定机构查看。您可以将成绩单免费发送给不限数量的机构，但一
次只能同时发送至7个机构。

请访问 pearsonvue.com/pte，登录您的账户并按照说明操作：
点击“登录”（Sign In）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后点击“查看成绩单”（View Score Reports）。
点击“发送成绩单”（Send Scores）。
搜索欲接收成绩单的机构。
成绩单一次最多可以免费发送至7个机构。
当机构出现在“收件人”（Recipient）
，选项中时，请在相应的框内打勾。
点击“下一步”（Next），查看成绩单发送摘要。
再次点击“下一步”（Next），然后点击“提交成绩单”（Submit Order）即可完成发送。
特殊情况
●● 如果您出于移民目的参加PTE学术英语考试，在首次设置账户、预约考试或之后的任何时间，都可设置“代为自动发送

成绩单给相关政府部门”。
●● PTE学术英语考试成绩单自考试之日起两年内有效。有效期过后无法在培生的网站上查看成绩单。
●● 如果您在在2年前参加的PTE学术英语考试，澳大利亚内政部和新西兰移民局可以申请向培生查询您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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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解读
PTE学术英语考试采用与全球英语水平测试标准（Global Scale of English, GSE）一致的10-90分的评分机制。PTE学术
英语考试成绩单包含总分（Overall score）、沟通技能分（Communicative skills scores）和语言运用技能分（Enabling
skills scores）。

PTE Academic

Test Ta ker, Ex a m p le

Test Taker Score Report
Example Test Taker

1

总分

PTE123456789

Date of Birth:
Country of Citizenship:
Country of Residence:
Email Address:

06 January 1980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pltsupport@pearson.com

Registration ID:

123456789

Test Date:
Test Centre Country:
Test Centre ID:
First-Time Test Taker:

13 September 2016
United States
00001
Yes

Report Issue Date:
Scores Valid Until:

18 September 2016
13 September 2018

23200678

基于考生在考试中的整体表
现进行评测，分数反映考生
真实的英语语言能力。

Test Taker ID:

Overall Score: 56

2

沟通技能
基于考生在每道题目上的表
现，综合评判考生听力、阅
读、口语和写作4项语言技能
的能力。

The overall Score for the PTE Academic is based on the test taker’s performance on all items in the test. The scores for Communicative Skills and
Enabling Skills are based on the test taker’s performance on only those items that pertain to these skills specifically. As many items contribute to
more than one Communicative or Enabling Skill, the Overall Score cannot be computed directly from the Communicative Skill scores or from the
Enabling Skill scores. The graph below indicates this test taker’s Communicative Skills and Enabling Skills relative to his or her Overall Score.
When comparing the Overall Score and the scores for Communicative Skills and Enabling Skills,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re is some imprecision
in all measurement, depending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interpreting PTE Academic scores please refer to Interpreting the
PTE Academic Score Report which is available at www.pearsonpte.com/pteacademic/scores.

Skills Profile
Communicative Skills

语言运用技能
基于考生在相关语言运用技
能题目上的表现，考查考生
的语法、口语流利程度、发
音、拼写、词汇和书面写作
的能力。

Listening

51

Reading

69

Reading

Speaking

47

Speaking

Writing

74

Writing
Enabling Skills

Enabling Skills

3

Overall Score

Communicative Skills

Listening

Grammar

70

Grammar

Oral Fluency

37

Oral Fluency

Pronunciation

47

Pronunciation

Spelling

61

Spelling

Vocabulary

74

Vocabulary

Written Disclosure 61

Written Disclosure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2

46

50

54

Score Scale

58

62

66 70

74

78

82

86

90

Score Report representation right may differ from current score reports.

NOTE TO INSTITUTIONS: This score report is not valid unless authenticated on the PTE Academic Score Report
Website: www.pearsonvue.com/ptescores.

请注意：
●● 考生只能通过培生的安全网站提交成绩单。
●● 成绩单示意图（上图）可能与实际成绩单不同。
●● 欲详细了解PTE学术英语考试成绩单各项说明，请查看《PTE学术英语考试成绩指南》pearsonpte.com/ScoreGuide

请观看：
查看您的考试成绩单
pearsonpte.com/Accessing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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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和成绩复议
重考政策

申请成绩复议

如果您对已经获得的成绩不满意，可以再次参加考试。
您可以：

如果您对自己的PTE学术英语考试成绩不满意，可以申请成
绩复议。在此之前应注意：

●● 您可在上次考试成绩单揭晓后立即预约下一场考试。

●● PTE学术英语考试是一项基于计算机评分的考试，整体

●● 两次考试需间隔5天或以上。
●● 一次只能预约一场考试。
●● 考试次数不受限制。

分数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 仅通过口语作答和开放式书面作答的题目可申请成绩复

议。
●● 分数变化的可能性虽小，但复议后，考生的分数可能提

高也可能降低。
●● 如果分数发生变化，将以成绩复议后得出的分数为准，

之前的分数作废。
●● PTE学术英语考试只能针对最近的一次考试的成绩申请

一次成绩复议。
请注意：如果考生已经预约了下一场考试，则不能申请成绩复议。
考生如欲申请成绩复议，必须在收到成绩单后的14个自然日内联系报名所在地的客服团队。成绩复议的费用请询客户服
务团队。无论总分、沟通技能分或语言运用技能分中任何一项分数发生变化，都将全额退还成绩复议的费用。

插图：Nathalie L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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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
条款与条件
1) 一般规定
A. 此条款与条件
（即《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

件》）构成培生集团（英文名称Pearson Education
Ltd，文中所述“培生”、“我们”、
“我们的”或“我公
司”均指本公司）与在我公司或我们全球任一附属公
司报名注册PTE英语学术考试（以下称“PTE学术英语
考试”）的考生（以下所述“考生”、“您”或“您的”
均指考生）之间订立的合同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
不时更改或修订《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
件》。考生通过电话或网络完成PTE学术英语考试注
册过程时，必须同意《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
条件》。

B
.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以及《PTE学术

英语考试考生手册》
（简称“手册”）构成培生与考生
之间订立的完整协议。您承认，没有依赖本人或其他
代表培生的人员提供的任何声明、承诺、陈述、担保
或保证，且这些声明、承诺、陈述、保证或担保未在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或《手册》中
列出。
2)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手册
A.

本《手册》包含适用于PTE学术英语考试的详细规章
制度。预约参加PTE学术英语考试时，您须按要求确
认已阅读并理解本《手册》。

B. 您同意，如违反本《手册》
“考试当天”一节的说明，

考点工作人员可向培生报告，而我们可能会采取相
应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拒绝您进入考点参加PTE学
术英语考试，或考试成绩作废。
3) 隐私保护
A. 在注册、预约和考试过程的各个阶段，培生将收集

您的个人数据。届时将以安全的方式收集、传输并
存储您的所有个人数据，且此类数据仅用于隐私声
明中所述的目的，隐私声明详见我们的官方网站
pearsonpte.com/privacy-policy
4) 保密政策
A. 考生不得将试题和答案的副本带离考点，不得与他

人分享任何试题或答案，包括将试题和答案用于学
习指南或练习等任何非商业性用途。
5) 取消政策
A. 依照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手册》中的相关规定，

您可以取消考试和/或更改考试日期。
B. 若培生合理判断您参加考试的目的不纯或意图不

当，培生可取消您已经报名注册的PTE学术英语考
试。对此唯一的补偿措施是退还已支付的被取消的
考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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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发生超出培生控制范围的事件，包括不可抗力，

培生可在临时通知的基础上取消考试和/或更改考
点。对此唯一的补偿措施是退款或提供改期服务。
6) 责任限制
A. 培生不限制或不排除因其疏忽或其雇员或代理人的

疏忽或欺诈、虚假陈述而导致的死亡或人身伤害的
责任。
B. 在不违反上述第6 (a)款的前提下，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最大范围内，无论属于合同、侵权（包括过失）或其
他方面，培生在任何情况下对您不承担以下责任：
（i）在PTE学术英语考试或您参与的考试方面，因
培生的行为或疏忽而导致的任何业务损失、利润损
失或机会损失，或任何间接或后果性损失；或（ii）考
点、考点工作人员或代理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C. 除非另有法律规定，对您产生的任何所有其他费用

或损失，培生可承担的全部责任不超过您就相关考
试向培生支付的金额。
D. 在合理控制范围之外，如果我们未能履行或延迟履

行与提供PTE学术英语考试相关的任何义务，我们有
权合理延长履行相关义务的时间。
7) 一般规定
A. 此处的条款与条件，以及我们发给您的注册确认书

和《手册》的内容，共同构成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
与我们订立的完整合同。我们可能会不时修订《PTE
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条件》。若有任何重大变
更，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您提供给我们的电
子邮箱。
B. 若具备相应职权的主管部门判定
《PTE学术英语考试

考生条款与条件》的任何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无效、非
法或不可执行，则此类条款、条件或规定将在判定涉
及的程度范围内与其余条款、条件和规定分割，其余
内容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保持有效。
C. 若我们未能严格履行
《PTE学术英语考试考生条款与

条件》下的任何义务，或者未能行使我们享有的任何
权利或补救措施，均不构成放弃此类权利或补救措
施，亦不免除您应履行的相关义务。我们对任何违约
行为的弃权不构成对任何后续违约行为的弃权。
D. 除另有规定外，此处条款与条件以及我们与考生之

间有关培生的合同将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进
行解释。

补充条款与条件
如果您已报名注册到以下国家或领地参加考试，则适用下
列补充条款（并取代《条款与条件》中的任何冲突条款）。
澳大利亚
我们的命题和测评服务带有的保证在《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
法》（Australian Consumer Law）下不可排除。您有权就
重大考试事故要求重考或退款，并要求赔偿其他合理、可预
见的损失（以我们在《条款与条件》中所列的责任限制条款为
准）。即使考试服务质量不合格但不构成重大考试事故，您
也有权要求重考或退款。
《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下的任何索赔应提交至：
Pearson Australia Group Pty Ltd
707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8
Australia
培生依照《1998年联邦隐私法》（the Privacy Act 1998
(Cth)）
保护您的隐私权。您的数据将传输到澳大利亚境外的
英国、美国、菲律宾以及您指定为成绩接收地的任何其他司
法辖区，但所有传输均符合《1988年联邦隐私法》的规定。
此处条款与条件受维多利亚州相关法律的管辖。
香港
培生在收集、使用、转移和存储您的个人数据时遵守《个
人数据（隐私）条例》（第486章）（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PDPO）– 简称“条例”）的规定。培生
在香港以外的培生附属机构或办事处可以访问任何此类个
人数据。这意味着您的个人数据可能无法得到与其在香港
时同等或相似的保护程度。注册培生学术英语考试，即表示
您同意将自己的个人数据转移到香港以外地区。出于会计
或合规目的，特定个人数据可能还需转交香港主管部门以
及培生聘用的审计师、保险公司或银行机构。
您可以访问上文第3条中提到的《培生个人信息收集声
明》
，也可以登录 www.pearsonpte.com/privacy 查看中
文版，并确认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相关内容。
代替上述第7（d）条，此处条款与条件应依据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关法律进行解释和管辖。
中国大陆
培生严格遵守涉及个人数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培生在中国
大陆以外的培生附属机构或办事处可以访问任何此类个人
数据。这意味着您的个人数据可能无法得到与其在中国大
陆时同等或相似的保护程度。注册培生学术英语考试，即
表示您同意将自己的个人数据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
特定个人数据还可能出于会计或合规目转交主管部门以及
培生聘用的审计师、保险公司或银行机构。您可以访问上
文第3条中提到的《培生个人信息收集声明》，（也可以登录
www.pearsonpte.com/privacy 查看中文版，并确认您已
阅读、理解并同意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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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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