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AT International Testing System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 

一、 關於我們 

     艾岱承襲著我們對教育的感恩和理解而產生。我們深知從來沒有所謂的完美評

估，但艾岱了解學生個人從而幫助學校針對學生的特點進行更全面的輔助。學校不再

需要在教室裡花費大量的時間慢慢了解學生，試圖找出如何最好地幫助該學生以及該

學生已經知道的知識。艾岱讓學生和學校從第一天開始就建立緊密的關係，並且一路

協助，支持學生的在校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艾岱正是學生“卓越開始的地方”。 

 

二、 艾岱國際綜合素質評測概述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簡稱艾岱)是由艾岱國際教育聯合國際學術考試委員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 Academic Syndicate，簡稱IEAS) 共同研發的一系

針對青少年群體的綜合評測考試,旨在用高質量的教育產品服務於全球學生和學校。

通過引用先進的人臉識別和人工智能技術，考察應試者個人綜合能力以及性格特點。

此高效創新的全計算機考試，受到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世界

各國上千所精英中小學共同認可，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權威的青少綜合評測專業考

試。艾岱國際評測系統以綜合的評測板塊為學校和個人提供最全面的學術及性格評

測，學校可以對每個學生有的放矢，體現更多的人文關懷，為學校的教學結果提供有

力保障，更為孩子的未來綜合素質培養奠定基礎，與全球各國的院校一起關愛幫助孩

子成長。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的責任及使命 

     對獨立的學生個體進行全面評估，以輔助提高所有學校教學質量，入學率，更重

要的是學生個體的學習效率。在全球範圍內為學生提供的診斷類型的評估，保持評測

的卓越性，公平性和可靠性 

 

三、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核心價值觀 

●因材施教 

    艾岱致力於準確評估學生水平及其個體特點，知識掌握以及學習技能，以便學校全

方面觀察學生來確定其優勢和需要改進的領域，建立適合孩子的學習目標從而激發每

位學生的潛力。 

●貫徹全球學術標準化和一致性 

 通過全球學術大綱的融合作為艾岱測試體系基準，外部權威學術部門的驗證和橫向

對標工作，艾岱測試內容將滿足全球追求卓越教育的學生和學校的需求。 

●現代評測融合現代科技技 

    艾岱將使用最新技術來確保測試安全性。通過先進的人臉識別系統進行身份驗證。

在以大數據為推動力的世界中，艾岱通過數字平台對學生進行測試，致力於保證測試

的準確度。 

●持續性的改進與創新 

    艾岱的核心價值觀是專注教育的投資，研究和發展。通過不斷提高人性化的測試過

程，智能的測試平台來保證高質量，高準確度的評測結果。 

●優質教育 

    艾岱由教育者創建。為教育者提供服務。作為一家獨立的公司，艾岱將努力通過鑽

研學術，輔助學生全面發展和進步來回報教育。 



 

 

 

 

四、 艾岱國際考試權威性認證 

外部質量監管機構-雪梨大學 

    雪梨大學教育評估與檢測中心隸屬於澳大利亞雪梨大學。評估中心在教育測量、評

估和心理評估領域的提供能力建設、學術探究、課程和諮詢等方面提供專業指導，是

行業中的領軍機構。評測中心的工作重點與艾岱國際考試 

●體系高度重合：  

※ 發展教育評估的理論和模型，以改進不同教育環境中的形成性和終結性評估 

※ 評估不同類型的測驗方式如何影響學習和學習系統的有效性 

※ 探索新評估技術在測試設計、分發、管理和結果交付方面的影響和機會 

※ 構建和驗證認知和非認知結構的測量量表 

※ 在不同的教育評估環境中研究效度和信度的概念 

※ 探索心理測量學如何改變教育和評估以及它如何影響終身學習 

※ 指導本地和國際學生在教育測量、評估和心理測量領域的研究生學習。 

      評測中心的創始人Tognolini教授，同時作為艾岱國際評測系統學術專家組的核心

人物，指導艾岱國際評測系統圍繞目前教育評估行業中最先進的教育評估理論創立艾

岱考試的核心理念。雪梨大學教育測量與評估中心於2020年6月對艾岱考試體系的數

學和英語測試進行了全面的質量評估和鑑定，並確

定我們的試題均符合艾岱課程架構，可作為有效學

術評估考試。 

     雪梨大學的專業評測團隊對於艾岱考試的設計理

念給予高度的肯定，尤其對於艾岱評測的綜合素質

的設計理念十分認同。在外部質量監管的權威保障

下，艾岱在目前教育評測市場以優質的產品力聞

名。 



 

 

 

五、 全球認證 

●澳大利亞 

    教育學習與評估協會（ELAC）成立於澳大利亞悉尼，以支持澳大利亞和海外教育

機構通過改進和創新的評估來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成績。 

    ELAC作為獨立顧問組織的作用是製定和或改進教育評估，以確保適合所有學生使

用。 ELAC與艾岱主要技術專家在內的教育專業人員網絡合作，對於艾岱考試提供全

面認證。所有項目審閱者都是專家級的校長和或學校領導級人員。 

 

●加拿大 

    來自加拿大梅里克維爾的哈斯金斯教育諮詢公司（HEC）是一家私人諮詢公司，其

獨立審查並為加拿大課程中的數學和英語測試材料做出貢獻。 HEC使用目前在安大

略省公立學校系統中工作的專家教師團隊來確保艾岱考試的有效性。 

 

●美國 

    Success＆Co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阿倫敦。 Success＆Co的團隊專門從事ESL，

K-12教學，課程寫作和“共同核心課程”知識。這些老師已獲得賓夕法尼亞州的認

證，並且在編寫數學課程和遠程學習和特許學校的英語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六、 關於國際學術考試委員會 

    國際學術考試委員會（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 Academic Syndicate，簡稱

IEAS），該委員會由來自各國頂尖權威、教育經驗

豐富學術專家們組成，他們活躍於各國的專業教育領

域。由IEAS委員會研發的評測題目，秉承的原則旨

在考察應試者的邏輯思維和腦力發展，以智育為基

礎，持續深化新時代的青少年綜合評測，精準落實中

小學教育體系，緊密銜接國內外中小學課程標準，貼近學生現實生活及實際認知，試

題精心擷取素材，科學的體現了素質教育的全面育人理念。 

 

七、 艾岱國際考試体系學術成員 

●ACADEMIC & INTEGRITY COUNCIL (AIC)學術誠信委員會 

●Dr. James Tognolini 艾岱資深學術顧問 

    ■現任雪梨大學教育評估中心總監 

    ■莫道克大學哲學心理學博士 

    ■莫道克大學教育評估碩士 

    ■西澳大學教育學學士 

    ■Tognolini教授 前培生評估與報告高級副總裁 

   ■前新南威爾士大學教育考試中心主任 

Tognolini教授在行業內悠著50年以上教育和評估經

驗。作為雪梨大學教育評測中心的創始人以及艾岱學術團隊的核心顧問，Togonili教

授綜合現代評測理論賦予了艾岱評測更加專業的學術理論。擺脫傳統老舊的水平評測

理念，不以單一的分數作為指導，而是真正的從各個方面對於學生的學習情況作出監

測，從而更好服務於教學活動和教學措施。艾岱評測從測到量，依賴於強大的數據庫

對於學生的表現做出更加客觀地評價。 



 

 

 

  ● Dr. Patrick Pheasant 澳大利亞教育評測質量

檢測中心首席執行官 

     ■雪梨大學語言哲學博士 

     ■新南威爾士大學變革管理碩士證書 

     ■南昆士蘭大學TESOL教育碩士 

     ■昆士蘭科技大學文學學士 

     ■ 雪梨大學英語教學中心主任 

作為行業的先驅者，Pheasant博士為艾岱的市場

競爭力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Pheasant資深擁有25年以上的教育和外語教育經驗，作

為現澳大利亞教育評測質量檢測中心的首席執行官，將最前沿的評測理念引入到艾岱

評測的實施中來。 

 

●Dr. Aleksabdr Voninski     新南威爾士國際大

學創始人 

     ■ 南加州大學高管教育博士學位 

     ■ 澳洲研究生管理學院碩士證書 

     ■雪梨大學國際法學碩士 

     ■ 漢密爾頓學院文學學士 

     ■筑波大學前日語教學研究員 

     ■在教育領域超20年經驗 

    Alek是澳大利亞的教育行業諮詢公司Edified高級合夥人，專業提供戰略服務諮

詢，解決方案和以結果為導向的項目亞太地區。十年以來，他擔任過國際的高級職

位，新南威爾士大學以及在澳大利亞和中國的研究小組中擔任了多年的高級營銷職

務。 Alek以自身在行業中的教育產品推廣經驗，將艾岱帶向國際化平台，為艾岱考

試搭建國際化的交流平台。 



 

 

 

●Ms Alison Taylor 

   ■ 納維塔斯大學國際關係執行總經理 

   ■ 新南威爾士大學商科碩士學位 

   ■ 悉尼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博士 

   ■ 曾任麥考瑞國際集團執行董事 

   ■ 曾任新州TAFE 國際業務總監 

   ■ 澳大利亞公司董事協會研究生會員 

Taylor女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教育部門專家擁

有20多年的經驗，具有管理國際，職業和在線教育運營的丰富經驗。 Taylor女士為

艾岱的在線考試系統提供行業內最優質的資源，指導並推廣艾岱在線考試的先進理

念，為廣大的合作夥伴提供優質的交流平台。 

 

   ● Mr Scott Spragg   

       ■Amerigo現任全球首席招生官，   

       ■Navitas北美市場營銷副總裁  

       ■格里菲斯大學商業學士學位 

       ■曾就職於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 

       ■ 曾在中國創立外資媒體製作公司 

  ■擁有十多年教育行業經驗 

Spragg先生是Amerigo Education的創始團

隊成員之一。在此之前Scott曾擔任Navitas

大學的市場與招聘副總裁。斯科特（Scott）以前曾在中國生活，學習和工作，在澳

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任職，並創立了最早的一個中國的外資媒體製作公司。 Scott帶

領艾岱團隊，服務於一線的教育合作夥伴，對於教育服務理念有著深刻的理解，在艾

岱考試的考生招生推廣方面，Spragg先生為艾岱搭建了強有力支持。 



 

 

  ● Ms. Heidi Reid  現艾岱學術總監 

     ■南昆士蘭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南昆士蘭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臥龍崗大學教育學碩士 

     ■西安大略大學文學學士 

     ■澳大利亞公司董事會會員 

    Reid女士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香港

的國際教育領域工作了20多年。她目前是

NEAS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成員。 Reid女士在澳大利亞國際教育協會任職，是國際教育

業內的倡導者和活躍的發言人。 Reid女士帶領艾岱的學術組教師團隊，鑽研國際上

英語教學，數學教學以及科學教學的教學理念。不斷打磨艾岱評測的核心產品，從學

術層面為艾岱考試保駕護航。 

 

八、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優勢 

 綜合性 

     艾岱根據級數為6個階段。對於學校來說，艾岱成績不局限於語言這個但一方面，

更是一份全面的學生解讀。艾岱測試英語語言能力，數學，邏輯思維以及學生基礎科

學知識儲備。除此之外，還有針對學生的性格自我評估，向學校提供學生在溝通，冒

險和共情式溝通等方面的性格特點。艾岱考試的成績單以全球課程為基準。使得學校

不僅可以觀察學生水準在全球範圍內同年齡人比較下的所處位置，而且還可以通過觀

考生當場考試的視頻來面對面了解學生。每位學生在英語口語部分與人工智能對話並

且全程錄下，學校可在成績單中觀察學生當時的反應和回答。這不僅是學生英文聽力

和口語方面的水平檢測，更使得學校能夠在更客觀的環境中查看每個學生的學習態

度，行為舉止和能力展現。 

 

 



 

 

 安全性 

     考試環境的整體安全性對於艾岱考試的可靠性至關重要。艾岱致力於保障測試環

境的安全性和公允性。進入考試前，學生需要進行兩層身份檢查。通過使用最新的安

全面部識別軟件對所有學生進行臉部掃描，並要求考試中心對學生的的官方證件（護

照或官方政府ID）進行審查和驗證。在測試過程中，系統會隨機進行二次，三次身份

識別登陸。這是為了確保參考考生的身份準確度。為了使學校能客觀的觀察學生，學

校可以觀看學生考場錄相視頻。艾岱測試系統，網站和數據庫都保存在高安全性服務

器上，並使用最新技術進行備份和保護，以確保不會出現數據洩露或外部人士改變結

果的機會。學校有獨立的端口登陸查看學生成績，從而保證考試成績的真實可靠。 

 

 公平性 

     艾岱測試具備大量題庫並且隨機提取。學生不會在兩次考試中接受相同的測試題

目。考試每三個月全面更新一次，因此內容始終保持最高時效性並且與當下學校教學

高度關聯。 

     艾岱國際入學考試模擬考題及培訓資料可幫助學生做好準備，使考試不存在“未

知”的地帶，力求準確體現考生的真實水平。公平安全至關重要，我們向學校提供保

證，只有註冊參加考試的學生才能在考試當天參與考試，絕不存在額外幫助、援助或

不公平。艾岱國際入學考試官網上為學生提供模擬測試和考題各板塊指導，指導考生

如何準備考試的每一環節。隨著艾岱的發展和繁榮，將有越來越多的免費以及非免費

的材料可供學生用來準備考試。 

 

 高效性 

艾岱考試可以輕鬆便捷的經由艾岱官網以及合作院校進行預訂。考試測試結果在48

小時內（工作時間）可獲得，學生可在線查看測試結果，並根據成績快速做出入學申

請。學生的註冊和預約考試過程是快速、方便和可靠的。 

學生註冊以及預約考試的過程非常便捷，高效以及安全，艾岱希望讓整個過程變得盡

可能簡單。 

 



 

 

 

高品質 

    艾岱考試將測試提交給考題組專家和學術與誠信諮詢委員會進行嚴格審查，以確保

測試水平適合全球學生的年級和年齡。學術與誠信諮詢委員會由多個國家的專家組，

旨在指導考試發展戰略和國際化教育方向。 

 

九、 艾岱國際評測系統學術研究 

    英國國家課程、美國共同核心課程、澳大利亞國家課程和安大略課程這四種國際課

程互相結合，共同塑造了全面理想的艾岱國際評測系統。為了使艾岱能夠在目標和結

果方面滿足課程的要求，包括基本聲

明、畢業生綜合素質、國家資格或專業

認證的需求，這些課程中的共同點將反

應到艾岱考試當中。艾岱課程的創建將

參考各個國際課程間的相似之處，適用

於對全球各個教育體系下的學生進行評

估。 

 

 

 

 

 

 

 

 

 

 



 

 

 

    艾岱專注於教育的研究與開發，於2020年委託C. Amelia Davis博士與我們一起完

成四個國際課程的共同教育體系。 

C. Amelia Davis, Ph.D.教育研究教授 

   基礎課程教育研究教授C.Amelia Davi於2012年

在田納西大學獲得了教育心理學和研究專業的博

士學位。她還同時擁有教育和TESOL（對外英語

教學）教育碩士學位。 C.Amelia Davi教授的研

究的方向集中於教育的定性研究，尤其是關於青

少年教育和道德實踐的教學策略。另外，她還對

有關學生群體中成人基礎教育的假設和知識主張

有著深入研究。她熱衷於定性研究方法論，包括

批判民族志、表演民族志、敘事和話語分析。 

 

十、 艾岱國際的社會責任與奉獻 

     艾岱國際教育有幸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將企業盈利的5％致力於全球兒童教

育，力爭每一個孩子都有安全用水、食物、醫療保健以及公平的教育機會。七十多年

以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直竭力促進和保護全球範圍內的兒童權利，其工作範圍廣

泛且意義深遠，在政治舞台上擁護每個孩子的權利。

在戰爭、自然災害和貧窮地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

供食物、醫療保健、安全用水和庇護住所，以確保兒

童安全。艾岱國際教育長期參與公益事業、關注參與

並改善兒童教育！攜手更多公益組織，貢獻艾岱的一

份力量！為維護地球上的每一名兒童的權利，我們將

永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