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生爱德思
报名指引
更新：2020年7月
此文件仅适用于个人报考考生
介绍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SRS报名系统是一个在线注册平台，提供给个人考生（18岁以上）和未成年考生（18岁以下）的家长/监护人，帮助他们完
成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培生爱德思考试注册。
个人考生的报名流程可能因国家而异，具体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当地环境和法规。

流程

登录网站

选择考季

这份指引将指导您完成：
1. 选择考季及考试科目
2. 完成在线报名
3. 选择付款方式及付款

联系我们：
北京：
电话：+86 (0)10 8591 9429
传真：+86 (0)10 8591 9111
电子邮箱：UKexams.beijing@britishcouncil.org.cn
上海

电话：+86 (0)21 8017 6307
传真：+86 (0)21 8017 3299
电子邮箱：UKexams.shanghai@britishcouncil.org.cn
广州

电话：+86 (0)20 8510 3053
传真：+86 (0)20 8510 3111
电子邮箱：UKexams.guangzhou@britishcouncil.org.cn
重庆

电话：+86 (0)23 6399 7246
传真：+86 (0)23 6399 7200
电子邮箱：UKexams.chongqing@britishcounci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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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信息填写

将科目放入购物车

付款

报名步骤：
步骤 01: 点击进入报名网站 https://schoolexams.britishcouncil.org
请注意：本报名网站需通过谷歌浏览器（Google Chrome）登录操作

步骤 02: 登录或注册账号
•

点击 Log in

•

已有账号: 请输入注册邮箱及密码登录。

•

新用户: 点击“Sign Up” 创建账户
请注意：本网站只允许18岁以上成年人注册账号及操作报名，如您未满18岁，请让您的家长/监护人为您操作报名。

o 填写个人信息 (注册人信息, 18岁以上成年考生或者18岁以下未成年考生家长/监护人信息)
First Name：名
Last Name：姓
Email：邮箱
Date of Birth：生日
Password：密码（密码需由字母数字组成，至少包含一个数字及字母）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
o 阅读并接受账户注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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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您将收到一封标题为 “Account Activation” 的邮件。 若长时间未收到，请检查垃圾邮件。
o 打开邮件，点击正文处链接后将跳转至激活账号页面。
o 点击“Log In”将跳转至报名系统登录页面。
步骤 03: 选择考试国家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中国”并点击“Continue”

步骤 04: 选择考试类型

•

Awarding body：选择 “Edexcel”

•

Session：选择报考考季，如November 2020

•

Qualification Level：选择“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或 International GCSE或GCE”

•

Location：选择考试城市“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或 Chongqing”

•

Subjects：选择考试代码及合并成绩代码。 合并成绩代码请参考科目信息附录。

•

点击“Search”

•

确认报考科目及单价后点击 “Add to basket”

•

再次确认报考科目及单价后点击“Proceed to Basket”

请考生在报考过程中留意页面上方该考季的时间窗口信息，下图为2020年10/11月考季示例：

开放报名

特殊安排申请截止

标准报名阶段截止，该日
期之后的报名将产生第一
阶段晚报名费用。

步骤 05: 确认科目及考费
•

请注意核对考试科目及总价，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付款

•

如需添加考试科目，请点击“Add Another Exam”

•

如需删除考试科目，请点击“Remove”

•

确认无误，结算请点击“Register and pa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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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晚报名截止，该
日期之后的报名将产生第
二阶段晚报名费用。

第二阶段晚报名截
止，本场考试报名全
部截止。

步骤 06: 考生信息

•

18岁以上个人考生，如为自己报名，选择 “Myself” 选项

•

填写下列必填信息（考生本人信息）
o Title: 称谓
o First (given) Name(s): 名，这一项只填名即可
o Last Name：姓
o Email：电子邮箱
o Date of Birth：出生日期
o Gender：性别
o English native language：英语是否为母语（未知/是/否）
o Address： 居住地址
o City：城市
o State ：州（非必填）
o Post Code：邮编 （非必填）
o Country： 国家
o Telephone & Mobile： 座机或手机号码（为方便与考生联系，请务必填写）

•

家长/监护人为18岁以下考生报名，选择”Child” 选项，选择需要报考的孩子。您可添加多位孩子。

•

填写下列必填信息
o Relationship to the child: 与孩子的关系
o Your contact number: 家长的联系方式
从Title开始，填写孩子（考生）本人信息，内容与以上18岁以上考生一致。

非常重要
如家长/监护人为18岁以下考生报名：
ESG for Pearson Edexcel

•
•

请阅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儿童保护条例
请确认考生的离场方式：您是否同意考生在考试结束后自行离开考场？
o 若选择“Yes I give my permission”表明同意考生自行离场，确认无误请点击 “next”
o 若选择“No I want to specify who will pick them up”表明考生将有人接送离开考场，并需要填写接送人信息，接送人需为成年人。
o 若选择“The child will be over 18 at exams day” 表明考生到考试日时已成年。

步骤 07: 考生证件

•

Identification Document：证件类型 （考试当天需携带此证件参加考试，且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o Passport：有效护照
o National Identity Card：有效身份证
o Other：其他

•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Number：证件号

•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Expiry Date：证件有效期

•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Issuing Authority：发证机关
o 护照：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Exit & Entry Administration
o 身份证: 公安局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

Name of any representative / agent：机构或学校名称（非必填）

步骤 08: 报考科目及UCI编码

•
•

您是否已经参加过Edexcel考试。如参加过, 须勾选 “Yes”并填写UCI编码。如未参加过，请选择“No”。
(UCI- Unique Candidate Identifier是一组13位编码，考生可以通过往期的准考证及成绩单中查询到该编码)
考生报考科目将被全部列在此页面，请再次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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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知悉考试须知及提交报考申请
•
•

仔细阅读考试须知并勾选“I have rea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点击“Accept T&Cs”

完成此步骤后，您的报名信息将被登记到系统中，如您在下一步未成功完成付款，将无法继续报名相同科目，必须联系我们。如您未确认
报名，或未准备付款，请不要确认此步骤
步骤 10: 支付考费

•
•
•

确认考费金额的有效时限。
选择“Pay online”。目前本系统仅支持支付宝扫码付款，请提前准备好支付宝APP。
点击“Continue”

•
•
•

使用支付宝扫码付款，付款有效期为80分钟。
如您扫码后未及时完成付款，可在80分钟之内在支付宝账单内找到付款记录并继续付款。
如您扫码未成功或者付款已过期，请联系我们。
支付宝扫码支付成功后，系统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付款确认，在此期间请不要点击“back”按钮或者关闭/刷新页面。

步骤11：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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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付成功后您将收到系统自动确认，请再次确认您报名的科目信息正确，报名确认信也将会发送到您的注册邮箱。
您将在考前2-3周收到考试安排确认邮件，包括考试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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