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考试协调员和考试中心的 ACT 国际考试常见问题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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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
问题 1：各个考试中心是否只能选择一个考试日？例如，各个学校可能难以在周五举行考试，因
为这是一个教学日。
回答：是。这将在考试中心组建流程中进行处理，考试中心根据当地需求和其可用性安排考试场
次。
问题 2：考试中心工作人员需要在考试现场监考多久？
回答：对于一个考试场次，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最短需要在考试现场监考 5.5 小时。一天中有两个
场次可供选择，分别为上午场和下午场，每个场次时长为 5.5 小时。上午考试场次为当地时间上
午 8:00 至中午 12:30。下午考试场次为当地时间下午 1:30 至下午 6:00。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需
要在考试场次开始前大约 30 分钟或更早时间到达。考试中心将选择如何聘用员工以及其希望的
人员配置管理范围。
问题 3：如果某考试中心还未准备好举行 ACT 考试，其是否可以在考试周期的后期再开始准
备？
回答：是。考试中心可以在考试中心组建流程中决定他们想要提供哪些考试。考试周期开始时还
没有准备好考试的考试中心可在其准备好后在考试周期的后期举办考试。
问题 4：考试中心需要什么类型的人员配置？
回答：我们现场需要一名考试协调员（协调考试地点运作），以及一名技术协调员（协助计算机
设置以及下载考试服务器和应用程序）。想要获取更多关于所需人员配置的信息，请参阅 《ACT
国际考试考试实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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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由于每次考试分为四场，两场在周五举行，两场在周六举行，同一考试协调员能否参与
四场考试的工作？
回答：是。如果考试协调员选择如此，他们可以为所有四场考试服务。

培训
问题 6：是否有针对考试实施的任何培训课程？
回答：是。ACT 在准备考试时提供手册和视频以供考试中心参考。培训视频可供技术人员观看，
需要 30 到 60 分钟完成。我们还安排了准备就绪测试，让管理员整体检查进行考试的各技术组
件，以及确认适当地设置了考试中心。
问题 7：要求的考场主管与考生的比例是多少？
回答：每 30 名学生要求配置一名考场主管想要获取更多关于人员配置要求的信息，请参阅
《 ACT 国际考试考试实施手册》。

考试地点规范和考试日政策
问题 8：是否必须为考生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
回答：否，这不是必须要求。
问题 9：考场需要哪些配置？例如，电脑间隔多远，如何摆放？
回答：座位安排必须尽量减少任何被禁止行为的可能性。在所有情况下，考生都应无法看到别人
的屏幕，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该配置必须遵循现行的 ACT 国际机考设施和座位要求。
问题 10：考生是否可以带自己的计算机参加考试？
回答：不可以，不允许考生使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为确保最高等级的考试安全性，考试考生使
用的计算机必须安全，并且由考试中心严格控制其配置。
如果学校为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而学生希望使用该设备进行考试，那么学生必须在该学校进行
考试，并且学校必须拥有该笔记本电脑的管理权限。如果学校对该笔记本电脑没有管理权，则无
论学生是否选择在该考点进行考试，都不能使用该笔记本电脑。
问题 11：是否允许使用草稿纸？
回答：否。为考生提供可擦白色书写板用于草稿书写（一面空白，一面有网格标记）。考试中心
将为每名考生提供一个白色书写板以及一支马克笔。
问题 12：备选考试的政策是什么？
回答：国际考试中心不提供备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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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诸如 GRE 和 TOEFL 的一些美国考试不允许考生在考试期间携带或配带任何类型的手
表。此政策是否适用于 ACT 国际考试？
回答：考生可以配带 ACT 考试条款和条件准许的手表。禁止佩戴任何带有录音、摄像头、互联
网、通信或计算器功能的手表（例如智能手表或健身手环）。考试期间，考生需要摘下手表放在
其桌上。考试中心还可能有考生必须遵守的额外规章。
问题 14：学生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器参加数学考试？如果可以，有哪些要求和/或限制？
回答：学生可以使用 ACT 计算器政策准许的计算器。请注意，考试期间不提供或不允许使用屏
幕计算器。
问题 15：考试的休息时间是多久？考试系统是否会在屏幕上自动计算休息时间？
回答：第 2 场考试后将有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第 4 场考试后将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针对继续
参加写作部分的考生）。系统将在屏幕上自动计算休息时间；且在休息时间结束之前，学生不允
许提前进行下一场考试。
问题 16：ACT 考试的开始时间应为何时？
回答：对于上午场，所有考生应在上午 8:00 前报到并准备好考试，下午场不应晚于下午 1:30。

技术
问题 17：是否需要监控和保留 30 天的录像？
回答：否。并非所有的考试中心都会使用视频监控。但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安全原因，一些机构
需要它。《ACT 国际考试考试实施手册》将提供有关监控和录像政策的具体信息。
问题 18：是否需要考场外的打印机？
回答：是。需要使用打印机。建议在考场外使用打印机，以避免让学生分心。
问题 19：是否需要硬线连接？
回答：是。多数考试中心目前需要硬线连接。
考生不足 30 人的考试中心支持使用 Wifi 进行考试。如果考试中心希望使用 WiFi，ACT 有考试中
心需要遵循的额外网络安全要求。
问题 20：整个考试期间，考试是否需要连接到互联网？
回答：否。考试中心需要连接到互联网，以便在考试之前下载考试内容，并在考试后发回响应。
只要本地网络连接不受影响，ACT 使用的系统能够在互联网中断期间继续进行考试。
问题 21：考试中心需要哪种类型的 IT 资源来支持在线考试？
回答：在考试前和考试当天，技术人员需要准备/做好检查。考试中心考试日期之前的准备就绪测
试将取决于需要设置的工作站数量，因此所需资源可能有差异。在准备就绪测试完成后，将自动
进行考试下载，并且只需技术人员在早上花几分钟便可完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T 国际
机考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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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是否有锁定的浏览器来确保在考试期间无法打开其他窗口？
回答：是。在线考试会使用锁定的浏览器。
问题 23：考试是完全基于浏览器的，还是需要一些其他软件？
回答：考试是基于浏览器的，但考试中心必须下载保护浏览器的软件。技术人员应仔细阅读要
求，以确保在每个考试工作站安装正确的软件和版本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CT 国际机考
技术要求。
问题 24：如果发生电力故障或用电紧缺怎么办？
回答：考试系统可以重新启动，并被设计为从考生中断的地方恢复和继续。有关技术和考试日支
持的信息载于以下刊物:
•
•

《ACT 国际考试考试实施手册》
ACT 国际在线考试技术要求

问题 25：如果电脑出现故障，是否会赋予考生额外的时间登录另一台机器？
回答：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考生的考试时间将会暂停，以便有足够的时间登录另一台计算
机。
问题 26：是否必须使用 19 英寸显示器？是否必须使用台式计算机？
回答：否，不必使用 19 英寸显示器，也不必使用台式计算机。最小屏幕尺寸要求为 14 英寸的屏
幕。有关最低硬件要求，请参阅 ACT 国际机考技术要求。
问题 27：考试期间，答案是否会自动保存？
回答：随着考试的进行，系统会保存考试问题和作文的答案。如果由于技术问题而导致考试中
断，考试可以重新开始，并且可以恢复而不会丢失任何考试问题的答案；且计时器将继续执行剩
余的考试时间。

特殊协调
问题 28：ACT 纸考特殊协调何时发送？
回答：所有请求，包括复议请求，必须在公布的首选考试日期的注册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请参阅
“要求的滞纳金”栏）。

注意：如果考生参加纸笔考试，并在延期报名期间内提交请求或复议请求，那么考试材料可能不
会在考试第一天前送达。其将在特殊考试期间内及时送达以供进行考试。
问题 29：需要特殊协调的学生如何延长 ACT 考试时间？
回答：获准在一次考试中（计时代码 6）延长百分之五十考试时间的学生可以参加在线 ACT 考
试。
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果需要进行多天考试，或者在线考试无法提供其他协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纸
考进行 ACT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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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0：需要特殊协调的学生如何在在线考试和纸考间做选择？
回答：在报名期间，学生将指出参加 ACT 的特殊协调需求。需要通过在单个场次中延长百分之
五十时间并在线参加考试的考生将直接在报名系统中安排考试日期和地点。需要其他协调的学生
将通过纸考进行考试。
问题 31：考生如何在国际 ACT 考试中申请协调？
回答：协调请求将继续由学校官员经考试无障碍和特殊协调 (TAA) 系统提交。所有的请求，包括
复议请求，必须在最晚注册截止日期之前经由 TAA 提交。

在线考试
问题 32：是否提供在线练习考试？
回答：是。请注意，在线考试和纸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考试形式的不同。因此，通过考生的
MyACT 帐户提供的备考材料将继续为学生提供出色的信息和练习，帮助他们为 ACT 做准备，无
论他们参加在线考试还是纸考。
问题 33：在线考试是否是基于 CAT（计算机自适应考试）的评估？
回答：否。国际 ACT 包括线性考试。每个学生看到的每个科目的问题数将与其他学生相同。

学生体验
问题 34：如果学生提前完成了一个考试部分，他们是否可以自行从一个考试部分转到另一个考
试部分？
回答：否。相同的科目部分将是 ACT 在线考试的一部分，并且所有考试部分都将计时。直到学
生目前测试部分的分配时间截止之前，学生将无法提前进行下一部分。
问题 35：学生是否可以跳过问题或回到之前的问题（在相同的考试部分）来检查或更改答案？
回答：是。学生可以在指定时间内跳过、检查或更改同一考试部分中的答案。
问题 36：在考试当天，屏幕上是否会先显示选择题分数，而不是稍后通过 ACT 网络帐户显示分
数？
回答：否。考试多项选择题部分的分数將在考试后大约两个工作日通过 MyACT.org 网络帐户提
供给考生。
问题 37：整个考试的最终分数何时公布，以及学生如何查看他们的成绩？
回答：成绩出来后，分数会在线发布并可使用考生的 MyACT 帐户访问。
•
•
•

在线参加 ACT 考试的学生，通常会在考试后的两个工作日后获得多项选择题分数。
写作分数通常在获得多项选择题分数后二到三周左右提供。
特殊考试分数通常会在考试日期后二到十周提供，具体取决于考试使用的特殊协调。

如果学生参加了写作考试，在添加其写作成绩之前不会正式报告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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