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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電腦化測驗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Computer-Based Testing 

 

電腦化測驗中心所在位置在那裡? Where are the 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 centres 

located? 

IBLCE與第三方考試承辦單位簽訂合約提供電腦化測驗中心，承辦單位在世界許多國

家設有考試中心，在中國即有很多個中心。 

我要怎麼知道我是否會在電腦化測驗中心接受考試?How will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ill be 

taking the exam at a CBT centre? 

大部分的應考者會在電腦化測驗中心接受考試，包含中國及台灣。IBLCE 會提供紙筆

測驗給沒有足夠的電腦化測驗中心容納 IBLCE 應考生的地方，如果您是需要接受紙筆

測驗的應考生之一，IBLCE將會通知您。 

電腦化測驗中心會提供所有我考試所需要的配備嗎?Will the CBT centre provide all the 

equipment I need for the exam? 

是的，中心會提供所有您接受 IBLCE考試所需要的配備與用品。 

我要如何知道我接受考試的電腦化測驗中心之位置?How will I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CBT 

centre where I will take the exam? 

一旦您在電腦考試中心完成登記預約，您將會收到一封確認信件，這封信件的內容會

包含您被安排的電腦化測驗中心之位置。 

當我與電腦測驗中心登記預約時，我需要付費嗎?When I make my appointment with the 

CBT centre, will I need to pay a fee? 

不需要，您在進行預約時不需要繳交任何費用。 

我的電腦考試中心預約時間是在下午 2點，但我同事的是在早上 9點，為什麼我的預

約時間這麼晚?My CBT centre appointment is for 2:00 PM but my colleague has a 9:00 AM 

appointment. Why is my appointment so late in the day? 

電腦考試中心為很多不同的機構提供考試，IBLCE考試不是您被安排接受考試的電腦

考試中心提供唯一的考試，每個電腦考試中心會依據預約的考試時間長短來規劃運作

時間及安排預約，有些 IBLCE的考生會在早上開始考試，而其他考生會在比較晚的時

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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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到達電腦考試中心時，我會需要做什麼?What can I expect when I arrive at the CBT 

centre? 

您應該要攜帶兩張身份證件（雙證件）到電腦考試中心，且至少其中一張要有您的照

片。當您到達電腦考試中心，您將需要向考試中心的監考員註冊，您的身份證件將會

被檢查，同時將替您照相。此外，您的個人物品必須置放在監考員分配之上鎖置物櫃

內。同時，請注意，您可能會被要求證明您的口袋是空的。若因為肢體骨折而有石膏

的考生以及有紋身的考生可能會被要求要檢查。有些考生會被要求要移除珠寶或其他

飾品。敬請了解這些措施都是標準考試中心安全程序的一部分。 

我可以跟不同的電腦考試中心重新預約我的時間嗎?May I reschedule my appointment for a 

different CBT centre? 

重新預約是可以的，只要是在 IBLCE指定的日期且預約的時間還有空缺。 

我應該在什麼時間到達電腦考試中心?What time should I arrive at the CBT centre? 

請規畫在您預約考試時間 30分鐘前到達。 

如果我比我預約時間晚到達會發生什麼事?What will happen if I am late for my appointment? 

若您遲到了，您將會被撤銷應試資格及喪失所有要求退還考試費用的權利。 

如果我在考試當天發生緊急事件導致無法依照預約出席呢?What if I have an emergency on 

the day of the exam and cannot make my appointment? 

請盡速與 IBLCE聯繫，並說明有關您的緊急事件之細節，依據您的情況，您可能需要

提供能夠證明您所發生之緊急事件的相關文件。 

在考試過程中，我可以喝水或吃點心嗎?Will I be allowed to have water or a snack during the 

exam? 

您可以攜帶罐裝水和（或）小點心到電腦考試中心，但您必須將水及點心與您的錢包、

背包、手機及其他個人物品一起放在您被分配的置物櫃中，有關您可以進食或喝水的

地方，請詢問考試中心的監考員。 

  

為什麼我不能攜帶罐裝水到我進行考試的地方?Why can’t I keep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while taking the exam? 

液體會損壞鍵盤及其他電腦配備，所以您不能攜帶水到您考試的座位。 

我可以在考試中間休息使用洗手間或進食點心嗎? Will I be allowed to take a break to use the 

restroom or have a snack? 

可以。您可以休息使用洗手間或吃點心，您將不會有額外的考試時間彌補您休息使用

掉的時間，當您從洗手間或吃點心回來後，必須由考試中心監考員讓您重新進入考試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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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有多少時間可以進行考試?How long will I be given to take the exam? 

通常考試會進行 4個小時，然而，如果有特殊安排需求或特殊醫療需要，將會提供額

外的時間，增加時間的需求必須要在您的考試申請表中詳細描述。 

我可以回到我已經讀過和（或）回答過的題目再重新檢查嗎?Will I be allowed to go back 

and review questions that I have already read and/or answered? 

可以，您可以在每一個考試階段重新檢查該階段的題目，只要是在同一個階段內的題

目，您可以重新檢查所有您想要看的題目；如果您的考試題目是因為特殊安排需求之

需要而被分成兩個部分，您將可以重新檢查每個部分的題目。也就是說，當您提交了

第一部分後，就不能再檢查該部分的題目。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電腦化考試，您可以告訴我會發生什麼狀況嗎?I’ve never taken an 

exam by computer. Can you tell me what to expect? 

IBLCE的電腦化測驗中心承辦單位有提供個別指導及考試練習，可以幫助您熟悉如何

瀏覽考試，個別指導及考試練習並非針對 IBLCE考試內容，但它會讓您知道電腦考試

會遇到的情形。請注意個別指導不會使用麥金塔電腦提供且是以英語進行。 

在考試進行中的休息時間，我可以使用手機嗎? Will I be allowed to use my mobile phone 

when I take a break during the exam administration? 

不行，在休息時間使用手機是禁止的，休息時間是您考試的一個部分，在休息時間使

用手機會造成喪失考試資格。在考生訊息指南中指出「在考試期間不可使用任何電子

產品，像是手機。考試期間若發現考生持有及/或使用這樣的設備，將會撤銷其應試資

格，且考試結果將不被計分，此規定部會有任何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