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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计算机考试 
FAQ  Computer-Based Testing 

 

哪里有计算机考试中心？ 
Where are the 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 centres located? 

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LCE）与第三方测试供应商一起提供计算机考试中心。在世界各地

的许多国家都有考试中心。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会在计算机考试中心参加考试吗？ 
How will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ill be taking the exam at a CBT centre? 

大部分的考生都会在计算机考试中心参加考试。但在世界的有一些地方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考试

中心容纳所有的国际哺乳顾问认证考试的考生。在这些地方，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CLE）

会提供纸笔考试地点。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参加纸笔考试的考生，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CLE)

会通知你。 
 

 

去年，我参加了计算机中心的考试，但我的一个住在同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的朋友参加了纸

笔考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Last year, I took the exam by CBT but a friend of mine who lives in another city in my country took the exam by paper and pencil. Why 
did that happen? 

在某些情况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考试中心考试容纳所有国际哺乳顾问

认证考试的考生。计算机考试供应商可能在某一个大城市为所有的参考者提供考试，而在另一

个城市则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CLE）有必要在没有足够计算机

考试中心的都市里提供纸笔考试。 

 

 

计算机考试中心会提供我考试所需要的所有设备吗？ 
Will the CBT centre provide all the equipment I need for the exam? 

是的，该中心将为您提供所有考试所需的设备和材料。 

 

 

我将如何知道我即将参加考试的计算机考试中心的地点？ 
How will I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CBT centre where I will take the exam? 

一旦你在计算机考试CBT中心预约成功，一封确认电子邮件将会发送给你。这封电子邮件将包

含您预约的计算机考试中心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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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与计算机考试中心预约时，我需要支付费用吗？ 
When I make my appointment with the CBT centre, will I need to pay a fee? 

不需要。你在预约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我在计算机考试中心的预约是下午两点，而我同事的预约是上午9点。为什么我的预约会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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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考试中心为许多不同机构提供考试。在你预约参加考试的地方，国际哺乳顾问认证考试

不是唯一在计算机考试中心参与的考试。每个计算机考试中心会根据考试所需的时长来安排预

约。一些考生将在今天上午开始考试而其他考生将晚一点开始考试。 

 

 

当我到达计算机考试中心时，会遇到什么？ 
What can I expect when I arrive at the CBT centre? 

计算机考试中心将和你一起进行2种不同方式的身份识别，至少其中一种识别方式必须参照你

的照片。当你到达计算机考试中心，考试中心主管会对你进行登记注册，检查你的身份证明和

拍取你的照片。另外，考试中心主管会让你将个人物品存放在指定的带锁的柜中。此外，请注

意，你可能会被要求证明你的口袋是空的。考生因为肢体骨折打了石膏也会受到检查，考生的

纹身也会受到检查。在某些情况下，考生可能会被要求摘掉首饰或其他装饰品。请理解这些措

施是考试中心安全程序的一部分。 

 

 

我可以在不同的计算机考试中心重新预约吗？ 
May I reschedule my appointment for a different CBT centre? 

重新预约在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CLE）规定的容许预约的期间之内是可以的。 

 

 

我要何时到达计算机考试中心？ 
What time should I arrive at the CBT centre? 

请在你预约时间的30分钟之前到达。 

 

 

如果我迟到了，会发生什么？ 
What will happen if I am late for my appointment? 

如果你迟到了，将不能参加考试，也得不到任何考试费用的退款。 

 

 

如果考试当天有紧急情况，不能赴考怎么办？ 
What if I have an emergency on the day of the exam and cannot make my appointment? 

请立即联系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CLE），告知情况细节。根据情况的性质，你可能需要

提供文件，支持你的紧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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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考试中心带水或零食吗？ 
Will I be allowed to bring water or a snack to the test centre? 

你可以把瓶装水和/或小点心带到计算机考试中心，但是你需要将水和零食，连同你的钱包，

背包，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一起放在指定的柜子里。请询问考试中心主管，在哪里你可以吃东

西和喝水。 

 

 

为什么我在考试时，不能带一瓶水？ 
Why cannot I not keep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while taking the exam? 

因为液体会损坏键盘和电脑其他零件。所以，你在考试座位上不能带水。 

  

 

我可以休息一下，去洗手间吗？ 
Will I be allowed to take a break to use the restroom? 

可以的，你可以休息一下，去洗手间。但在考试中，不会给你任何额外的时间来弥补你所用的

时间。当你从洗手间回来时，考试中心主管必须重新接纳你到考试房间。 

 

 

考试时长是多久？ 
How long will I be given to take the exam? 

一般来说，考试是4个小时。但是，如果有特殊健康/医疗需求，额外的时间将会被给予。 

 

 

我被允许回去检查那些我已经读过和/或回答过的问题吗？ 
Will I be allowed to go back and review questions that I have already read and/or answered? 

可以的。你被允许在每一部分的考试中检查问题。如果你的考试被划分为一个部分，你可以查

看任何你希望检查的问题。如果您的考试被划为两部分，因为某些特殊健康/医疗需求，你只

能够检查在每一单独部分的考试中的问题，即，一旦你已经提交了第一部分的考卷，这些问题

将不能再进行检查。 

 

 

我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计算机考试。你能告诉我怎么办吗？ 
I’ve never taken an exam by computer. Can you tell me what to expect? 

国际哺乳顾问考试机构（IBLCE）的计算机考试供应商会提供关于如何参加考试的教程与实践

考试，这将使你熟悉如何考试。该教程与考试实践不是特别关于国际哺乳顾问认证考试，但它

会让你很好地了解到如何进行考试。请注意，本教程将不能运行在Macintosh计算机上。 

 

 

在考试当中，当我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使用我的手机吗？ 
Will I be allowed to use my mobile phone when I take a break during the exam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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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禁止在休息时使用手机。休息是你考试的一部分，在休息时使用你的手机是要被开除

出考试的。考生信息指南指出：“在考试中不允许使用诸如手机等电子设备。考生在考试过程

中发现持有或使用该设备将被开除，同时他的考试成绩将作废。这条规则没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