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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中心 

問題 1：各個考試中心是否只能選擇一個考試日？例如，各個學校可能難以在週五舉行考試，因
為這是一個上學日。 

回答：是。這將在考試中心組建流程中進行處理，考試中心根據當地需求和其可用性安排考試場
次。  

問題 2：考試中心工作人員需要在考場監考多久？ 

回答：對於一個考試場次，考試中心工作人員最短需要在考試現場監考 5.5 小時。一天中有兩個
場次選項可供選擇，分別為上午場和下午場，每個場次時長為 5.5 小時。上午考試場次為當地時
間上午 8:00 至中午 12:30。下午考試場次為當地時間下午 1:30 至下午 6:00。考試中心的工作人
員需要在考試場次開始前大約 30 分鐘或更早時間到達。考試中心將選擇如何聘用員工以及其希
望的人員配置管理範圍。 

問題 3：如果某考試中心還未準備好舉行 ACT 考試，其是否可以在考試週期的後期再開始準
備？ 

回答：是。考試中心可以在考試中心組建流程中決定他們想要提供哪些考試。考試週期開始時還
沒有準備好考試的考試中心可在其準備好後在考試週期的稍後時間舉辦考試。 

問題 4：考試中心需要什麼類型的人員配置？ 

回答：我們現場需要一名考試協調員（協調考試地點運作），以及一名技術協調員（協助電腦設
置以及下載考試伺服器和應用程式）。想要獲取更多關於所需人員配置的資訊，請參閱《 ACT 
國際考試考試實施手冊》。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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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由於每次考試分為四場，兩場在週五舉行，兩場在週六舉行，同一考試協調員能否參與
四場考試的工作？ 

回答：是。如果考試協調員選擇如此，他們可以為所有四場考試服務。 

培訓 

問題 6：是否有針對考試實施的任何培訓課程？ 

回答：是。ACT 在準備考試時提供手冊和影片以供考試中心參考。培訓影片可供技術人員觀看，
需要 30 到 60 分鐘完成。我們還安排了準備就緒測試，讓管理員整體檢查進行考試的各技術元
件，以及確認適當地設置了考試中心。 

問題 7：要求的考場主管與考生的比例是多少？ 

回答：每 30 名學生要求配置 1 名考場主管想要獲取更多關於人員配置要求的資訊，請參閱
《 ACT 國際考試考試實施手冊》。 

考試地點規範和考試日政策 

問題 8：是否必須為考生提供安全的存儲空間？ 

回答：否。這不是必須要求。 

問題 9：考場需要哪些配置？例如，電腦間隔多遠，如何擺放？ 

回答：座位安排必須儘量減少任何被禁止行為的可能性。在所有情況下，考生都應無法看到別人
的螢幕，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該配置必須遵循現行的 ACT 國際電腦化考試設施和座位要求。 

問題 10：考生是否可以帶自己的電腦參加考試？ 

回答：否。不允許考生使用自己的個人電腦。為確保最高等級的考試安全性，考試考生使用的電
腦必須安全，並且由考試中心嚴格控制其配置。  

如果學校為學生提供筆記型電腦，而學生希望使用該設備進行考試，那麼學生必須在該學校進行
考試，並且學校必須擁有該筆記型電腦的管理許可權。如果學校對該筆記型電腦沒有管理許可
權，則無論學生是否選擇在該考點進行考試，都不能使用該筆記型電腦。 

問題 11：是否允許使用計算紙？ 

回答：否。為考生提供可擦白板用於計算（一面空白，一面有網格標記）。考試中心將為每名考
生提供一個白板以及一支白板筆。 

問題 12：候補考試的政策是什麼？ 

回答：國際考試中心不提供候補考試。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international-cbt/facility-and-seating-requir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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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諸如 GRE 和 TOEFL 的一些美國考試不允許考生在考試期間攜帶或配帶任何類型的手
錶。此政策是否適用於 ACT 國際考試？ 

回答：考生可以配帶 ACT 考試條款和條件准許的手錶。禁止佩戴任何帶有錄音、相機、網路、
通信或計算機功能的手錶（例如智慧型手錶或健身手環）。考試期間，考生需要摘下手錶放在桌
上。考試中心還可能有考生必須遵守的額外規章。 

問題 14：學生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計算機參加數學考試？如果可以，有哪些要求和/或限制？ 

回答：學生可以使用 ACT 計算機政策准許的計算機。請注意，考試期間不提供或不允許使用考
試螢幕的計算機。 

問題 15：考試的休息時間是多久？考試系統是否會在螢幕上自動計算休息時間？ 

回答：第 2 場考試後將有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第 4 場考試後將有 5 分鐘的休息時間（針對繼續
參加寫作部分的考生）。系統將在螢幕上自動計算休息時間；且在休息時間結束之前，學生不允
許提前進行下一場考試。 

問題 16：ACT 考試的開始時間應為何時？ 

回答：對於上午場，所有考生應在上午 08:00 前報到並做好準備，下午場不應晚於下午 1:30。 

技術 

問題 17：是否需要監控和保留 30 天的錄影？  

回答：否。並非所有的考試中心都會使用錄影監控。但是，出於各種不同的安全原因，有些機構
可能需要它。《ACT 國際考試考試實施手冊》將提供有關監控和錄影政策的具體資訊。 

問題 18：是否需要考場外印表機？ 

回答：是。需要提供印表機。建議在考場外使用印表機，以避免讓學生分心。 

問題 19：是否需要硬線連接？ 

回答：是。多數考試中心目前需要硬線連接。  

考生不足 30 人的考試中心支援使用 Wifi 進行考試。如果考試中心希望使用 WiFi，ACT 有考試中
心需要遵循的額外網路安全要求。 

問題 20：整個考試期間，考試是否需要連接到網路？ 

回答：考試中心需要連接到網路，以便在考試之前下載考試內容，並在考試後回傳。只要當地網
路連接不受影響，ACT 將使用一個系統，以便在網路中斷時繼續進行考試。 

問題 21：考試中心需要哪種類型的 IT 資源來支援綫上考試？ 

回答：在考試前和考試當天，技術人員需要準備/做好檢查。考試中心考試日期之前的準備就緒測
試將取決於需要設置的工作站數量，因此所需資源可能有差異。在準備就緒測試完成後，考試下
載將自動進行，並且只需技術人員在早上花幾分鐘便可完成。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ACT 國際
電腦化考試技術要求。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unsecured/documents/Terms-and-Conditions.pdf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unsecured/documents/ACT-calculator-policy.pdf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international-cbt/technical-requir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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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2：是否有鎖定的瀏覽器來確保在考試期間無法打開其他視窗？ 

回答：是。綫上考試會使用鎖定的瀏覽器。 

問題 23：考試是完全基於瀏覽器的，還是需要一些其他軟體？ 

回答：考試是基於瀏覽器的，但考試中心必須下載保護瀏覽器的軟體。技術人員應仔細閱讀要
求，以確保每個考試工作站安裝正確的軟體和版本號。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ACT 國際電腦化
考試技術要求。  

問題 24：如果發生電力故障或用電緊缺怎麼辦？ 

回答：考試系統可以重新開機，並被設計為從考生中斷的地方恢復和繼續。有關技術和考試日支
援的資訊載於以下刊物： 

• 《ACT 國際考試考試實施手冊》 
• ACT 國際線上考試技術要求。 

問題 25：如果電腦出現故障，是否會賦予考生額外的時間登錄另一台機器？ 

回答：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考生的考試時間將會暫停，以便有足夠的時間登錄另一台電腦。 

問題 26：是否必須使用 19 英寸螢幕？是否必須使用桌上型電腦？  

回答：否，不必使用 19 英寸螢幕，也不必使用桌上型電腦。最小螢幕尺寸要求為 14 英寸。有關
最低硬體要求，請參閱 ACT 國際電腦化考試技術要求。 

問題 27：考試期間，答案是否會自動保存？  

回答：隨著考試的進行，考試問題和作文的答案將被自動保存。如果由於技術問題而導致考試中
斷，考試可以重新開始，並且可以恢復而不會丟失任何考試問題的答案；且計時器將繼續執行剩
餘的考試時間。 

特殊協調 

問題 28：ACT 紙考特殊協調何時發送？ 

回答：所有請求，包括覆議請求，必須在公佈的首選考試日期的註冊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請參閱
「要求的滯納金」欄）。  

注：如果考生參加紙筆考試，並在延期報名期間內提交申請或覆議申請，那麼考試材料可能不會
在考試第一天前送達。其將在特殊考試期間內及時送達以供進行考試。 

問題 29：需要特殊協調的學生如何延長 ACT 考試時間？  

回答：獲准在一次考試中（計時代碼 6）延長百分之五十考試時間的學生可以參加線上 ACT 考
試。 

符合條件的學生如果需要進行多天考試，或者綫上考試無法提供其他協調的情況下，可以透過紙
筆考試進行 ACT 考試。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international-cbt/technical-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secured/documents/ACT-Intl-CBT-AdminManual.pdf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international-cbt/technical-requirements.html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international-cbt/technical-requirements.html
https://global.act.org/content/global/en/products-and-services/the-act-non-us/regis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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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0：需要特殊協調的學生如何在線上考試和紙考間做選擇？  

回答：在報名期間，學生將指出參加 ACT 的特殊協調需求。需要透過在單個場次中延長百分之
五十時間並綫上參加考試的考生將直接在報名系統中安排考試日期和地點。需要其他協調的學生
將透過紙考進行考試。  

問題 31：考生如何在國際 ACT 考試中申請協調？ 

回答：協調請求將繼續由學校官員經考試無障礙和特殊協調 (TAA) 系統提交。所有的申請，包括
覆議申請，必須在延期註冊截止日期之前經由 TAA 提交。  

線上考試 

問題 32：是否提供線上練習考試？  

回答：是。請注意，線上考試和紙考之間的唯一區別是考試形式的不同。因此，透過考生的 
MyACT 帳戶提供的備考材料將繼續為學生提供出色的資訊和練習，幫助他們為 ACT 做準備，無
論他們參加線上考試還是紙考。   

問題 33：線上考試是否是基於 CAT（電腦自我調整考試）的評估？ 

回答：否。國際 ACT 包括線性考試。每個學生看到的每個科目的問題數將與其他學生相同。 

學生體驗 

問題 34：如果學生提前完成了一個考試部分，他們是否可以自行從一個考試部分轉到另一個考
試部分？ 

回答：否。相同的科目部分將是 ACT  線上考試的一部分，並且所有考試部分都將計時。直到學
生目前測試部分的分配時間截止之前，學生將無法提前進行下一部分。 

問題 35：學生是否可以跳過問題或回到之前的問題（在相同的考試部分）來檢查或更改答案？ 

回答：是。學生可以在指定時間內跳過、檢查或更改同一考試部分中的答案。 

問題 36：選擇題考試分數是否會在考試當天就會公布，而不是稍後透過 ACT 網路帳戶公布分
數？ 

回答：否。多項選擇題部分的分數將在考試後大約兩個工作日透過 MyACT.org 網路帳戶提供給
考生。 

問題 37：整個考試的最終分數何時公佈，以及學生如何查看他們的成績？ 

回答：成績出來後，分數會在線上發佈並可使用考生的 MyACT 帳戶瀏覽。 

• 線上參加 ACT 考試的學生，通常會在考試後的兩個工作日後獲取多項選擇題的分數。 
• 寫作分數通常在獲取多項選擇題分數後二到三週左右提供。 
• 特殊考試分數通常會在考試日期後二到十週提供，具體取決於考試使用的特殊協調。 

如果學生參加了寫作考試，在添加其寫作成績之前不會正式報告總成績。 

https://my.act.org/account/signin?location=https://my.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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