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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数量破历史纪录 (2009年3月20日) 深受中国及世界各地信

赖和欢迎的雅思考试已经诞生20年了！凭借其沟通为本的考

试理念、广泛的国际认证、人性化的考试系统等特点，雅思

考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语考试之一。雅思考试已经获得

了超过6000家教育机构、政府、企业及职业团体的认可并将

其作为英语交流能力的有效凭证。每年在126个国家，超

过500个考场举办超过一百二十万场考试，全球平均每30秒便

举行一场雅思考试。在中国，2008年考生总数超过26万，再

破历史纪录。 3月20日下午，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大陆作为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运作)在北京召开“你好，中国！你好

，明天！”-2009年国际教育峰会暨雅思考试20周年庆典。峰

会邀请了雅思考试其他两家主办方--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

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的官员、主要留学目的国使馆官员

以及经济学人驻华代表探讨当今的国际教育形势。会议还特

别安排了一场主题为“金融危机对国际教育市场的影响”的

小组讨论会。在晚上举行的庆典上，隆重推出“雅思考

试--20年20人”的环节，来答谢20年来对雅思考试做出特殊贡

献的个人。本次峰会将作为雅思考试20周年全年庆祝活动的

启动仪式。 展望2009年，雅思考试的工作重心将是与广大考

生和社会分享所取得的成就。雅思考试的中文官方网

站www.chinaielts.org 已于3月20日正式开通，为中国的雅思考

生提供最新的考试资讯以及了解雅思考试的平台。3月20日，



主办方还推出了“雅思之路”免费在线学习课程 (Road to

IELTS)， 为每一位报考雅思考试的考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

在暑期，主办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英语学习公益大课

堂’系列活动，旨在为有意向参加雅思考试的大众提供更多

的支持，同时教授英语学习的正确方法。与此同时，雅思考

试主办方将一如继往地关注广大考生需求，在华北、华东及

华南地区开设新考点并在全国增加考位以方便更多的考生参

加考试。 英国文化协会总裁Martin Davidson说：“我很荣幸

能见证中国这20年来的发展和变化。对于我们英国文化协会

来说，给中国年轻人机会让他们变成世界的一份子，是我们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峰会的发言者包括(按发言顺序)

： #8226. James Shipton, 英国文化协会，考试部中国业务总监

#8226. 总数超过26万； #8226. 大部分考生仍为考虑出国学习

硕士课程的学生； #8226. 申请去其他国家的考生将继续增加

，比如美国 5. 2009年培训类阅读试题的变化 #8226. 根据澳大

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英国移民局的建议进行了局部调整

#8226. IELTS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first became operational, and globally managed by the British

Council, IELTS Australia and Cambridge ESOL.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

统)开始投入运作，国际上由英国文化协会， 剑桥大学考试委

员会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开发署三方共同合作、管理。 1995

#8226. Immigration offices from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tart to use IELTS as language requirement for immigration. 加拿大

、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移民局均采用IELTS作为其移民申请的

语言要求。 2001 #8226. Over 200,000 candidates sat for IELTS test



world-wide. In China, candidature number reached 57,000. 全球考

生数超过200,000, 中国考生数突破57,000。 2003 #8226. IELTS

official website www.ielts.org was launch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candidates and teachers. IELTS全球官方网站

www.ielts.org 正式上线。 #8226. New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the

Writing Test became operational from January 2005. 2005年1月，

写作部分推出新的评分标准。 #8226. Computer-based IELTS

test is introduced in a few countries world-wide. 雅思考试的机考

模式在全球一些国家推出。 2006 #8226. IELTS global

recognition system launched. IELTS全球认可机构搜索引擎启动

， 方便考生查询认可机构及分数要求。 #8226. To make IELTS

Band Score more informative, half-band for writing and speaking

introduced. 雅思考试引入写作、口语的半分制， 更加精确和

客观地反映考生英语水平。 2008 #8226. Including the Ivy League

schools, there are over 2,000 institutions in the US that recognise

IELTS. 获得8所美国常青藤联盟名校的认可， 共有超过2000所

美国院校认可雅思成绩。 &#8226. More than 1.2 million

candidates sat IELTS globally and the candidature in mainland

China reached over 260,000. becoming the leading English test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or overseas study, work and immigration. 全

球超过1,200,000考生参加雅思考试， 中国考生数超过260,000

。雅思考试成为留学， 海外就职和移民类英语考试的领跑者

。 更多信息，请联系： 王垠 公共关系官员 电话：86(10) 6590

6903 转 236 E-mail：wang.yin@britishcouncil.org.cn 欲获取有关

全球认可度、考试详情和全球考试中心网络的信息，请登

录IELTS考试网站www.ielts.org。中国考生还可以登陆中国教



育部考试中心的网站http://ielts.etest.edu.cn 报名IELTS考试。 

英国文化协会致力于通过提供教育机会和源于英国的创意思

想连通世界人民，并建立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持久关系。英国

文化协会在北京的办事机构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上

海、广州和重庆的办事机构是英国驻该地区总领事馆的文化

教育处。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在中国的更多活动，请登陆网站

：www.britishcouncil.org.cn 相关链接：1月雅思考试网友机经

汇总月刊 百考试题特别推荐雅思新手入门指导 2009年3月雅

思考试最新信息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