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考試協調員和考試地點的 ACT® 國際電腦化考試常
見問題解答
有關考試中心的問題
問題 1：各個學校是否能只選擇一個舉行日？例如，各個學校可能難以在週五舉行考試，因為這
是一個教學日。
回答：是，這將在考試中心組建流程中進行處理，考試中心安排的考試場次取決於當地需求和考
試中心是否可用。學生僅可以註冊開放的考試場次。

問題 2：監考人員需要監視現場多久？
回答：監考人員監視現場的最短時間為 5.5 小時，最長時間為監視全天考試。考試中心可以選擇
如何聘用員工以及其希望的管理範圍。

問題 3：何時提供具體的電腦化考試地點？
回答：ACT 將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報名開始時公佈電腦化測試地點。 如果您正在組建一個考試
中心，請儘快聯絡 ACT，但是要知道我們總是對我們的考試中心列表進行更新和添加。

問題 4：如果某考試中心還未準備好舉行 ACT 電腦化考試，其是否可以在考試週期的後期再開始
舉行？
回答：是。請注意，從 2018 年 9 月開始，美國境外將不再設立紙考考試中心。考試中心可以在
考試中心組建流程中決定他們想要開放哪些電腦化考試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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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對於目前沒有電腦室的中心，他們的學生可以在哪裡參加電腦化考試？
回答：學生線上報名參加 ACT 考試時，可以選擇考試中心。考試中心是在考試中心組建流程中
獲得批准的，我們已經完成當中了第一輪批准。該列表將於 2018 年 7 月報名開始時公佈。如果
學生在尋找考試中心時有困難，他們應使用下方表格聯絡 ACT：
https://www.act.org/content/act/en/contact-act.html.

問題 6：中心需要什麼類型的人員配置？
回答：相較當前，人員配置要求不會有顯著變化。我們確實需要有一名技術協調員在現場協助電
腦設置以及下載考試伺服器和應用程式。

問題 7：由於每次考試期間分為四場，兩場在週五舉行，兩場在週六舉行，同一考試協調員是否
可參與四場考試的工作？
回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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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是否有舉行電腦化考試的任何培訓課程？
回答：是。ACT 在準備電腦化考試時，將手冊和影片放在一起以供現場參考。技術人員的培訓將
透過培訓影片進行，培訓時間應在 30-60 分鐘之間。我們還安排了考試準備工作，包括管理員預
備技術元件以舉行考試，以及確認適當地設置了考試地點。

問題 9：是否還是由 1 名考場主管監考 25 名學生？
回答：是的，人員配置將與目前的配置類似。

考試地點規範和考試日政策
問題 10：我們是否必須提供有腳輪的座椅和軟席座椅？
回答：座位安排將嚴格遵守當前的 ACT 座位安排政策和規章。可以使用腳輪和軟席座椅，但是
不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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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1：是否必須為考生提供安全的存儲空間？
回答：否，這不是舉行 ACT 電腦化考試的必備條件。

問題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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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至關重要。在考試中心組建網站上，考試中心可以參考詳細的要求。

問題 13：學生是否可以帶自己的電腦參加考試，指導原則有哪些？
回答：不可以，不允許學生使用自己的電腦。為確保最高等級的考試安全性，學生考試使用的電
腦必須安全，並且由考試中心嚴格控制其配置。每個考試中心都會提供 ACT 電腦化考試的電腦。
對於電腦化考試方式，ACT 必須在考試中心提供的電腦上進行，並且具有管理許可權。學生不能
擁有設備的管理許可權。

問題 14：是否允許學生使用紙張計算數學和科學題目？如果允許，誰負責提供紙張？
回答：可以，草稿紙可以以可擦白色書寫板的形式出現，一面是空白的，一面是有網格標記的。
考試中心每次考試將會為提供一個白色書寫板以及一支馬克筆。如有需要，學生可在其考試中心
索取額外的白板紙。

問題 15: 准考證是否會無紙化（即在登入考試之前需要在電腦螢幕上）？
回答： 此次將不會透過報名系統生成准考證。學生應計畫攜帶認可的帶照片的證件以被允許進行
考試。

問題 16：在電腦化考試模式下，後補和考試選項變更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
回答：從 2018 年 9 月開始，國際考試中心將不會在提供備選考試。隨著電腦化考試的開始，在
國際考試中心進行考試的學生將能夠看到報名系統的即時容量。按時報名截止日期將與以往大致
相同。現在非美國考試可以延期報名，截止日期將在考試日的前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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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7：一些美國考試如 GRE 和 TOEFL，不允許學生在考試期間攜帶或配帶任何類型的手錶。
此政策是否也適用於參加電腦化考試的學生？
回答：學生可以配帶 ACT 條款和條件准許的手錶。禁止任何帶有錄音、攝影、網路、通信或計
算功能的手錶（例如智慧手錶或健身手環）。考試中心還可能有額外的規章，考生必須遵守。

問題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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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准許的計算機。請注意，考試期間不提供或不允許使用電腦螢幕上
的計算機。

問題 19：對於 ACT 紙考，第 2 節考試後有 10-15 分鐘的休息時間。那麼，ACT 電腦化考試的
休息時間有多少分鐘（10 或 15 分鐘）？考試系統是否會在螢幕上自動計算休息時間？
回答：電腦化考試休息時間將嚴格遵循紙考休息時間。第 2 場考試後有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且第
4 場考試後有 5 分鐘休息時間，休息時間會在螢幕上自動計算。考試系統將在螢幕上自動計算休
息時間且直到休息時間結束之前學生不會被允許提前進行下一場考試。

問題 20：ACT 電腦化考試的所有考試部分是否應與 ACT 紙考的所有考試場次的開始時間相同？
回答：目前，上午場的報到時間不應晚於上午 8:00，下午場的報到時間不應晚於下午 1:30。

有關技術的問題
與電腦設置無關的考試中心技術
問題 21：是否需要 DVD/CCTV 監控和 30 天的錄影保留？
回答：並非所有的考試中心都會使用 DVD/CCTV 監控。但是，出於各種不同的安全原因，一些
機構需要它。監考流程與目前使用的流程非常相似。CBT 考試管理手冊將提供有關監控和錄影政
策的規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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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2：是否需要考場外的印表機？
回答：需要能使用印表機。建議使用考場外的印表機，以減少學生分心。
與考試舉行和管理相關的技術
問題 23：是否需要有線連接？
回答：目前需要有線連接。ACT CBT 目前設計為透過有線網路傳輸，目前不支援 wi-fi。如果考
試管理合作夥伴希望使用 wi-fi， ACT 有其他的網路安全要求且考試合作夥伴將需要遵守這些
要求。
問題 24：整個考試期間，考試是否需要連接到互聯網或斷開連接？
回答：考試地點需要連接到網際網路，以便在考試之前下載考試內容，並在舉行考試後發出回應。
只要區域網路連接不受影響，ACT 將使用一個系統，以便在網際網路中斷時繼續進行考試。
問題 25：在考試期間，如果網際網路速度非常緩慢或者斷網，有哪些規章適用？（例如，如果發
生這種情況，考生的考試是否可以從上午場改到下午場，或者考試由週五改為週六？）如果網速
緩慢，已經完成的回答是否會丟失？
回答：考試將透過使用本地網路（而不是網路連接）的本地電腦下載和提交。互聯網的速度只影
響下載考試所需的時間。如果發生網路中斷的情況，考試中心應聯絡技術支援團隊尋求指導。如
果發生例外情況（例如電力故障或疏散情況），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考試時間，這些情況將根據具
體情況進行審查。

問題 26：考試中心需要哪種類型的 IT 資源來支援電腦化考試？
回答：在考試前和考試當天，需要由技術人員進行準備/做好檢查。CBT 考試地點考試日期之前
的考試準備工作取決於需要設置的工作站的數量，因此所需資源可能有差異。在考試準備工作完
成後，考試的下載將自動完成，技術人員只需在早上花幾分鐘進行整理以完成準備工作。

問題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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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鎖定的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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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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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試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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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29：如果發生電力故障或用停電怎麼辦？
回答：該系統可以重新開機，並被設計為從學生中斷的地方恢復和繼續。該系統可以重新開機，
並被設計為從學生中斷的地方恢復和繼續。
有關技術和考試日支援的資訊將在《管理手冊和技術指南》中提供。

問題 30：如果電腦出現故障，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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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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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是否必須使用 19 英寸顯示器？如果是，可以決定是否可以用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
腦。是否必須使用桌上型電腦？
回答：否。19 英寸顯示器和桌上型電腦並不必要。ACT 目前正在進行研究，以確定可以使用的
最小螢幕尺寸。此次，要求使用 14 英寸的螢幕。在螢幕尺寸較小的情況下，ACT 項目的內容可
能不易讀，這將使學生無法發揮最佳水準。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ACT 繼續評估技術需求，並做出調整，使 ACT 能夠在各種數位設備之間
盡可能靈活地進行管理。

問題 32：考試期間，答案是否可以自動儲存？如果出現任何技術/電子問題，特定場次的考試是
否會立即恢復而不會丟失任何答案？
回答：隨著考試的進行，考試回答和作文將被儲存。如果由於技術/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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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試問題的回答，同時提供剩餘的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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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特殊需求的問題
問題 33：ACT 紙考特殊需求是否會比現在要早一些時間發送？
回答：特殊需求的申請方式與當前考試流程使用的方式一致。所有的申請，包括覆議申請，必須
在首選考試日期的最後截止日期之前提交。不過，請注意，如果考生在延期報名視窗內，以紙筆
考試的形式進行考試，並提交了申請或覆議申請，那麼考試材料可能不會在考試第一天前送達。
他們將在特殊考試視窗內及時到達以進行考試。

問題 34：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國際殘障學生如何延長參加 ACT 考試的時間？
回答：於 2018 年 9 月開始，ACT 開始在國際上提供電腦化考試 ACT，包括加拿大。學生在一次
考試中（計時碼 6），或者是參加機上 ACT 考試或者是參加紙考考試，被批准延長 50% 的時長。
符合條件的學生如果需要進行多天考試，或者電腦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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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35：殘障學生如何在電腦化考試和紙筆考試間做選擇？
回答：在報名期間，該學生將指出參加 ACT 的協調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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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學生選擇了電腦化考試執行計時碼 6
（延長 50% 的時長），那麼該學生將在註冊系統內自行安排他們的考試日期和地點。如果學生
選擇紙筆考試，將與他們的學校進行安排，與目前做法相同。
請注意： 該電腦化考試僅適用於那些可在考試場次能延長 50 % 時長的學生。而其他的協調將經
透過紙筆考試提供。

問題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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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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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ACT 電腦化考試的一般問題
問題 37：ACT 何時為電腦化版本考試提供練習/考試準備/模擬考試，供學生練習並進行適應？
回答：在五月， ACT 發佈了電腦化的定時和非定時的模擬考試，這樣國際學生就可以獲得一些
電腦化考試的經驗。點擊此處嘗試一下模擬考試。
請務必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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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 the ACT)（免費線上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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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明學生為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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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加拿大是將改為透過電腦化模式舉行 ACT，還是繼續使用紙考模式？
回答：加拿大將改為電腦化考試模式。不屬於美國領土的任何地點都將透過電腦進行 ACT 考試。

安全性
問題 39：美國是否有任何大規模的電腦化考試安全問題？ACT 是否想過如何解決此風險？
回答：與紙考一樣，電腦化考試也面臨考試安全問題。ACT 的考試安全專家意識到這些威脅，並
持續努力確保安全舉行 ACT 電腦化考試。

問題 40：2018 年國際電腦化考試是否是基於 CAT（電腦適性考試）的評估？
回答：否，2018 年國際考試不是 CAT。2018 年國際評估是線性電腦化考試。每個學生看到的每
個主題的問題數量與其他學生相同。

考試中心的報酬
問題 41：電腦化考試的付款模式是否會改變？
回答：目前正在制定有關報酬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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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2：報酬是否保持不變並根據考試場次有所增加？
回答：目前正在制定有關報酬的規範。

學生體驗
問題 43：考試是否分部計時作答，或者學生是否可以自行從一個考試轉到另一個考試？
回答：ACT 電腦化考試將由相同的學科部分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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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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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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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在線上電腦化考試模式下，是否會於考試當天先顯示選擇題（不含寫作部分）考試分數，
而不是稍後透過 ACT Web 帳戶顯示分數？
回答：不會。在考試的兩個工作日後，多項選擇部分的考試分數將透過 ACT 學生帳戶提供給
學生。

問題 46：最終分數（選擇分數 + 寫作分數）何時公佈，以及學生如何查看成績？
回答：在學生參加考試的兩個工作日後，多項選擇部分的考試分數透過 ACT 學生帳戶提供給學
生。寫作分數一旦完成就會在網上公佈，我們估計非美國考生將在考試後兩到三周內收到他們的
寫作成績。在添加寫作分數之前，分數報告不會正式發布。

問題 47：許多學生前往其他國家和城市參加考試，擔心考試中心的網路和工作站出現無法預料的
故障。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他們是否可以在考試當日或第二天立即參加 ACT 電腦化考試補考，
以便他們安排預訂酒店或返程車票？
回答：不，不會立即提供電腦化考試補考。ACT 將遵循當前使用的重新考試或重新安排政策。因
此，ACT 將在 2018 年 9 月考試日之前與各中心進行考試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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