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學生、家長和輔導員的 ACT® 國際電腦化測驗常見
問題解答
問題 1：ACT® 何時開始採用電腦化考試（基於電腦的考試）模式？
回答：計劃於 2018 年 9 月向國際考生舉行首次 ACT 電腦化考試。

問題 2：在 2018 年 9 月電腦化考試啟動後，是否可以選擇進行紙考？
回答：不可以。ACT 電腦化考試將是美國以外（包括加拿大）的學生在 ACT 國際考試日參加考
試的唯一選擇。

問題 3：許多學生擔心他們不會在電腦化考試中獲得好成績，因為他們之前從未參加過電腦化考
試。ACT 會提供模擬電腦化考試的練習機會嗎？學生應如何為 ACT 電腦化考試進行練習？
回答：在五月，ACT 發佈了基於電腦模式的定時和非定時的模擬考試，以便國際學生可以積累一
些電腦化考試經驗。點按此處嘗試一下模擬考試。.
務必注意的是，ACT 電腦化考試和紙考模式之間的唯一區別是舉行考試形式的不同。ACT 考試
本身不會改變。
因此，ACT 官方備考指南 (The Official ACT Prep Guide)、ACT®線上備考系統 (ACT® Online
Prep)、ACT 備考 (Preparing for the ACT)，以及 ACT 官方合作夥伴（如 ACT 學生之旅）提供的
官方授權準備課程等考試準備材料，將繼續為學生提供有用的資訊和練習，幫助學生為 ACT 考
試做好準備，無論他們參加電腦化考試還是紙考。在許多地點，ACT 還將提供免費線上資源
ACT® Academy™，它可根據線上診斷結果為類比練習和資源提供個性化建議。

問題 4：ACT 是否打算減少考試次數？
回答：否。事實上，隨著在 2018 年 9 月推出 ACT 電腦化考試，我們計劃將考試場次從 5 次增
加到 24 次，具體取決於地點。在某些情況下，容納能力要求我們每天或每個考試期間僅可舉行
一個考試場次。在您報名 ACT 考試時，報名註冊系統將為您顯示您可以參加哪些場次考試。
ACT 致力於在盡可能多的國家提供我們的考試，並且提供盡可能多的考試日期來幫助國際學生實
現他們的教育目標，與此同時維護考試的安全性以及保持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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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國際電腦化考試是否等同於在美國舉行的紙考？各學院將如何比較它們？
回答：是。ACT 電腦化考試和紙考模式之間的唯一區別是舉行考試形式的不同。分數體系保持不
變，並將繼續使用現行的 1-36 分數範圍。有效分數將以現行同種方式提供給大專院校和招生顧
問。根據 ACT 的判斷，參加電腦化考試的學生不不應期待分數提交截止日期產生任何不同。
自 2015 年以來，ACT 考試已在美國針對各州和各區考試採用電腦化考試進行。為了收集兩種模
式（電腦化考試和紙考）之間差異和潛在實施問題相關的資訊，ACT 於 2014 年和 2015 年在執
行考試環境（參與的考生獲得可向大學報告的分數）下進行了可比性研究。
四個多項選擇考試均採用了等化方法論以便調整模式間各分數的任何差異，這樣該研究就可以與
那些進行 ACT 紙考考生的分數進行比較了。
伴隨著對這些結果的擴展，ACT 正在進行額外的研究，確保計畫在美國境外進行的電腦化考試中
分數的可比性。這些研究的結果將於這些研究完成後發佈。

問題 6：透過國際電腦化考試取得的成績對各大學來說是否具有同等的價值？他們將如何對比電
腦化考試成績與美國紙考成績？
回答：是。ACT 電腦化考試分數與紙考分數具有同等價值，各大學將平等看待兩者。自 2015 年
以來，ACT 已經向我們合作夥伴大學展示了電腦化考試或紙考成績的可比性。正在採用這些結果
進行其他研究以支援在研究完成時將發佈的分數可比性。考試分數將繼續使用現行的 1-36 分數
範圍，這是各大學在考慮入學候選學生時目前使用的分數範圍。

問題 7：ACT 電腦化考試分為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有多少問題？
回答：電腦化考試與紙考模式完全相同。ACT 考試具有相同的四個內容部分，將繼續測試英語
（75 個問題）、數學（60 個問題）、閱讀（40 個問題）和科學（40 個問題），以及可選的寫
作部分（1 個問題）。

問題 8：新的模式將如何處理特殊需求？
回答：ACT 致力於提供可以為所有學生（包括殘障學生）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和公平考試體驗的高
品質評估。因此，ACT 將繼續為符合條件的學生處理特殊需求。學生將繼續與當地學校官員合作，
透過我們的考試無障礙和特殊需求系統 (TAA) 申請處理可以解決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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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國際上（包括加拿大）有殘障的學生如何參加帶有延長時間的 ACT 考試？
回答：於 2018 年 9 月開始，ACT 開始在國際上（包括加拿大）提供 ACT 電腦化考試。所有的
考生都將可以採用 ACT 電腦化考試獲得無障礙功能，包括回答器、回答遮罩、鍵盤導航、分割
線閱讀器、放大器和光筆。此外，符合資格的考生可以一個考試場次期間採用計時碼 6 或延長
50% 的的時間來進行電腦化考試 ACT。
那些要求任何時長的延長時間（包括一個考試場次期間 50% 的延長時間）或其他電腦化考試均
無法滿足的協調的符合資格的學生，可以參與 ACT 紙考。

問題 10：殘障學生如何在電腦化考試和紙考間作選擇？
回答：在報名期間，該學生將指出參加 ACT 的協調需求。此外，符合資格的考生可以一個考試
場次期間採用計時碼 6 或延長 50% 的的時間來進行電腦化考試 ACT。在此之後，學生將收到通
知，選擇於考試中心進行電腦化考試或於其家庭學校進行紙考。若該學生選擇了進行電腦化考試
計時碼 6（延長 50% 的時長），那麼該學生將在報名註冊系統內自行安排他們的考試日期和地點。
若學生選擇紙考，那麼將如當前一樣，考試安排將在 TAA 系統內進行。
請注意：該電腦化考試僅適用於那些可以參加在一個場次延長 50% 時間考試的學生。而其他的
協調將經由紙考提供。

問題 11：學生如何要求對 ACT 國際考試進行協調？
協調請求將繼續由學校官員經考試無障礙和特殊協調系統 (TAA) 提交。所有的請求，包括覆議請
求，必須在延期註冊截止日期之前經由 TAA 提交。

問題 12：為什麼 ACT 將紙考模式改為電腦化考試？目前的紙考是否有什麼問題？
回答：否，目前的紙考沒有任何問題。但是，ACT 電腦化考試將為考生提供個人化、安全、靈活
的體驗。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加考試，也為了以更快的速度提供分數，ACT 正在轉變為紙考
模式。儘管目前的紙考沒有問題，但 ACT 的使命是繼續尋找更佳滿足其客戶需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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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 ACT 為什麼要於考試全球開始採用電腦化？是否會在美國舉行電腦化考試？
回答：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加考試，也為了以更快的速度提供分數，ACT 正在轉變為紙考模
式。儘管目前的紙考沒有問題，但 ACT 的使命是繼續尋找更佳滿足其客戶需求的方法。ACT 自
2015 年春季以來一直在美國境內向參加州或地區考試計劃中考試的學生提供電腦化考試，參加該
計劃的所有學生都在學校利用上課時間參加 ACT 考試。州和地區可以選擇電腦化考試模式或紙
考模式。

問題 14: 我是否能在我的常用考試中心或家鄉的高中參加電腦化考試？
回答：尚無法提供可以舉行 ACT 電腦化考試的考試中心最終名單。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
ACT 將搭配利用具備舉行 ACT 電腦化考試技術能力的現有考試中心，以及新的商業考試中心。
考試中心的最初名單將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發佈。隨著越來越多的考點可用，我們預期在今年
內增添更多的中心。

問題 15: 學生何時能夠得知分數？
回答：參加 ACT 電腦化考試的學生會在考試後的兩個工作日內得知多項選擇考試部分的分數。
得知可選的 ACT 寫作考試部分的分數將需要比此更長的時間，因為作文仍將由兩名經過專業培
訓的評分員進行評分。我們預計寫作分數將會在考試後兩到三周返回。

問題 16：ACT 是否可以幫助難以找到考試名額學生尋找考試中心？
回答：可以，如果您有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ACT 客戶服務部。我們的代表將為有具體報名
和排程問題的人員提供幫助。電子郵件表格可在此取得：
https://www.act.org/content/act/en/contact-act.html.

問題 17：2018-2019 學年的報名費用是多少？
回答：在 2018 - 2019 考試週期期間，無寫作的 ACT 考試收費為 150 美元。帶有寫作的 ACT 考
試，費用將為 166.50 美元。其中仍包括將分數發送給考生所選擇的四個機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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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8：成績是否會自動發送到各個大學/學院？
回答：就像現在一樣，分數將被發送至考生選擇的學院和大學。如果學生授權將其分數發送給他
們在報名過程中列出的特定大學，那麼這些分數將在評分完成時自動發送。考生可在 ACT 考試
完成的後的 24 小時內登錄報名註冊系統對其分數所要發送的機構進行更改。

問題 19：ACT 電腦化考試的考試時間是否與目前的紙考時間相同？
回答： 電腦化考試的考試時間與目前的紙考考試時間相同。英語為 45 分鐘，數學為 60 分鐘，
閱讀 35 分鐘，科學為 35 分鐘。如果參加了可選的寫作考試，學生將有 40 分鐘的時間來完成這
一科目。休息時間也將密切遵循紙質考試模式：在前兩場考試之後，學生在繼續進行第三場和第
四場多選考試場次之前將會有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若他們選擇參加寫作考試，學生將在科學考
試之後擁有五分鐘的時間去上廁所或去喝一些飲品，之後再開始寫作考試。每一位考生均在其各
自工作站上進行單獨的計時，且計時器會在每次休息之後自動開始。

2018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