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5 – F9机考常见问题列表 
 

我们就目前收到 F5-9 机考的常见问题整理了解答，希望加深大家对 F5-9 机考的了解和信心！

你可以在 www.accaglobal.com/examchanges 找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机考功能 

学员是否能在考试中查看他们的答题进度？ 

学员在考试最后一道题目的界面上点击“Next”，会显示“Review”界面。可以让学员看到每一道题

目的答题状态，他们也可以挑选一些考题重新回答。考试各部分的总结界面将会对考试下一部分

的内容进行总结。 

 
 

 

学员是否可以在考试中使用剪切，复制和黏贴功能？ 

学员可以在同一个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答题区域中或者在草稿纸（Scratch Pad）中使用剪切，复

制和黏贴功能。但是请注意你无法从一个答题区剪切，复制或黏贴至另一个答题区，也无法从草

稿纸至答题区完成这些操作。 

 

http://www.accaglobal.com/examchanges


    

 
 

学员是否可以在主观题答题区使用键盘快捷键？  

可以，学员可以在 F5-F9机考指导文件（F5-F9 Guidance to CBE）中找到详细的可供使用的

键盘快捷键。 

 
 

学员如何获取电子草稿纸 (Scratch Pad)？ 

点击顶部工具栏的草稿纸按钮即可获得电子草稿纸。电子草稿纸只有学员选择了才会显示。但该

功能不建议使用。考场上会提供纸质草稿纸。请注意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草稿纸上的任何回答都

不会进行判分。 

 
 

学员如何知道主观题的总数量和要求（以及每个要求的分值）？ 

每个部分的总结界面会确认总共有多少道主观题（比如说 2 道或者 3 道）以及每道多少分值。在

题目的上方会提示有多少个要求和案例/问题相关。 



 
能否插入行或列并且调整高度和宽度？ 

可以，这个问题和文字处理题型有关。该项操作可以通过工具栏表格的菜单完成。 

 

 

因为学员比较倾向用 T 字账户编制现金流量表，因此能否在 F7 的机考中放置 T 字账户？ 

就像在纸质考试中一样，学员可以选择任何布局来陈列他们的运算过程。在要求用电子表格来完

成现金流量表的题目中，可以用 T 字账户来陈列运算过程 

 

在真实的考试中是否会弹出窗口提示你没有查看整个的屏幕等？在考试中学员会否被这些屏幕干

扰？ 

是的，真实考试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设计旨在帮助学员确保在跳转至下一道题目之前，他

们阅读了整个试题和答题框，所以窗口弹出目的是提醒学员。 



 

 

能否删除主观题中预先设定格式的答案？如果它们不小心删除了，学员该怎么办？ 

学员可以删除主观题中预先设定格式的答案，但是可以点击“Reset”按钮将答题区域重新恢复至原

始设置，将会显示空白的预先设定格式的答案。他们也可以使用“Undo”功能恢复无意中删除的内

容。 

 

机考辅助/备考支持 
参加机考的学员是否在考场会获得一份纸质的考题？ 

不会，所有的题目都会显示在屏幕上。但是，如果学员有需要的话，会发放给学员一份草稿纸做

简单的运算。 

 
 

整场考试中都会提供计时器吗？ 

计时器在屏幕上呈现考试的时长。计时器将会出现在考生阅读考试操作指导期间，一旦阅读考试

操作指南的时间到了或者学生点击跳转至第一个考试屏，计时器将自动开启。考试计时器将会在

整场考试中出现在屏幕上。 

 
 

学员可否将自己的计算器带入考场？ 

可以，就像纸质考试一样学员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器，但是该计算器不能具有储存或者显示文本

的功能。 

 
 

如果在考试中出现影响考试运行的任何技术问题（停电等），该怎么办？ 

和我们的纸质考试一样，当影响考试的情况出现应急和例外政策将会启用。考试将会采用“脱机”

形式，因此限制了技术故障。 

 
 

ACCA有哪些关于 F5-F9 机考的资源？在哪里可以找到？ 

 ACCA认可的学习教材（Approved content materials），包括课本和其他资源 

 ACCA全球官网 http://www.accaglobal.com/my/en/student/exam-support-resources.html 

（选择 F5-9 相关科目） 

 模拟考试/样卷（Specimen exam） 

 额外的案例主观题（Extra word processing and spreadsheet practice questions） 

 主观案例题答题区（Constructed response workspace） 

http://www.accaglobal.com/my/en/student/exam-support-resources.html


 其他学习资源，如考官指引，技术文章，自学指南等（examiners’ guidance, technical 

articles, self-study guide, etc.） 

 机考视频以及分科机考视频 

 机考概况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zg3NzM5Ng==.html 

 分科目考试视频： 

   F5 机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NjQyOA==.html 

   F6 机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Nzc4OA==.html 

   F7 机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ODQ4NA==.html  

   F8 机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OTU2NA==.html 

   F9 机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1MDQ2MA==.html 

 F5-F9 机考指导文件（F5-F9 Guidance to CBE ） 

 F5-F9 机考常见问题（F5-F9 常见问题列表 ） 

 F5-F9 复习卷及其指南文件（Revision Tests and its Guidance Document ） 

 ACCA 考试专家手机软件（Exam Expert APP, iOS 系统, 安卓系统） 

 ACCA学员服务公众号（微信搜索 ACCA_China 或直接扫描以下二维码） 

 
 
 

样卷（Specimen Exam）和主观题工作区（constructed response workplace）能否被下载脱

机使用？ 

不能。样卷的操作需要互联网连接，目前只能在 ACCA 的官网上运行。 

 
 

学员如何报名 2016 年 12 月及以后的考季？ 

学员可以通过新的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考，学员可以在台式电脑，平板电脑和移动设备上进行考

试报名。点击 http://www.accaglobal.com/uk/en/student/exam-entry-and-administration/enter-

an-exam.html进行报名。新的 F5-F9 考试报名系统不仅供学员报考 2016年 12 月考季，还可预

订次年 3 月考试。但是如果学员 12 月考季参加纸质考试，依旧通过现有系统预订报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zg3NzM5N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NjQy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Nzc4OA==.html
javascrip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U0OTU2NA==.html
javascript:;
https://cn.accaglobal.com/ueditor/php/upload/file/20161020/F5-F9%20Guidance%20to%20CBE.pdf
https://cn.accaglobal.com/ueditor/php/upload/file/20161024/F5%20-%20F9%20Revison%20Tests.zip
https://cn.accaglobal.com/ueditor/php/upload/file/20161024/F5-F9%20Revison%20Tests%20Guidance%20Document.pdf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exam-expert-mobile/id990951698?mt=8
http://cn.accaglobal.com/App/com.ACCA.ExamExpert_1_3_2b.apk
http://www.accaglobal.com/uk/en/student/exam-entry-and-administration/enter-an-exam.html
http://www.accaglobal.com/uk/en/student/exam-entry-and-administration/enter-an-exam.html


  

 
 

答题及判分要求 
学员是否必须按照顺序完成考试的 A，B，C 三个部分？ 

在考试中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后翻阅考题。此外，在真实的考试中导航功能允许学员直接

跳转到考试任何一个部分中他们想要回答的考题。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后翻阅考题，并且

在考试的任何时刻修改他们的答案。 

 
 

在客观测试题“填空题”（fill in the blank）中，拼写和正确使用符号等有多重要？ 

填空题会被自动判分，因此该类题型仅适用于填入整数的题目，所以无需学员输入完整的词汇。 

 
 

在客观选择题的“热点题”（Hot spot）中，“X”要放置在哪里才算正确？ 

只有当“X”触碰到代表正确答案的图形的任何一个部分才会给分。比如说，在决策树上，答案用一

条直线来呈现；只要“X”触碰到正确答案的那条线条的任何一个部分就会给分，但是如果“X”同时

触碰到了两个可能的答案将不予给分。如果答案是一个特别的点，比如在一个图形上，学员应尽

可能的将“X”放置在离精确的点靠近的位置，但是该题目的编写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误差范围允许“X”

放置的位置略偏离该点。 



 
 
 

在多项选择题中只要求 2 个答案的时候而学员却选择了 3 个答案，将会如何判分？ 

 系统将会判定为错误的。在题目中我们经常使用大写符号强调选择多少个答案，例如“下面哪两

个…”所以如果比要求多选或者少选都不会给分。 

 
 

在判断题中，如果学员同一道题目既选择了“True”也选择了“False”会怎样判分？  

系统将会判定为错误的。 

 
 

阅卷老师能否看到学员在电子表格中的运算过程？ 

可以，阅卷老师可以看到电子表格中的所有内容包括单元格中的公式。 

 
 

对于保留两位小数是否有明确的说明？是否有正确答案的范围允许四舍五入的差异？ 

题目会明确的指出保留几位小数，答案将会设定一个范围从而允许多种方式表述正确答案。 

 
 

考试中考纲的每一个部分各占多少比重？机考题目的构成是否有任何的规则？ 

ACCA不会公布考纲的比重。公布的考纲描述了主观题中将会被测试的主要领域，学员应该假设

每一场考试都会广泛的覆盖考纲，就如同样卷中呈现的那样。对于机考题目的编写和呈现ＡＣＣ

Ａ有非常详细的规则，但 ACCA不会对外公布这些规则。 

 
 



客观题总共有 7 种题型。是否意味着每一次的考试都会包含这 7 种题型？ 

考试不一定包含所有 7 种题型。 

 
 

机考/笔考差异对比 

 
F6 在机考中有哪些地区的税法考试可供选择？ 

目前 F6 的机考仅提供英国税法的考试。F6 考试中其它地区税法仍采用纸质考试的形式。 

 
 

为什么在机考中会使用不同的客观题题型，而在纸质考试中仅使用单项选择题，这是不是就意味

着机考会更难一些？ 

鉴于判分系统运作的方式，纸质考试中我们只能使用单项选择题。认为其它类型的客观题比单项

选择题要难的看法，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也有一些例子呈现单项选择题比其它类型

的题目要困难，ACCA有严格的程序和方式来保障纸质考试和机考难度的一致性。我们提供机考

并提供广泛的题型是因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以更贴近工作场景的方式测试学员。 

 

机考和纸质考试是否需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学习方式？ 

纸质考试和机考的学习成果是一致的。在授课过程中纸质和机考学员的知识点讲授应该没有区别。

但是在复习和冲刺阶段，我们建议学员务必要加强练习，熟悉考试题型和功能等。 

 
 

为何纸质考试和机考的考试时间会有所不同？ 

ACCA考试发展程序相当广泛，以确保考试的适用性。对于机考来说，机考的格式可以省去很多

时间，提高答题的效率。因此为了确保纸质考试和机考难度程度相当，机考将测试 3 小时而纸质

考试将进行 3 小时 15 分钟，但是会在考试开始之前提供 10 分钟让学员阅读操作指南界面。考试

会在 10 分钟后自动开始，但是学员可以在这段时间的任何时刻提前开始考试。只要考试开始，

计时器将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考试将自动结束。 

 
 

这就意味着学员可以在任何时刻开始考试，但直到考试结束（包括考试时间和 10 分钟的考试操

作指南阅读时间）后才能离开考试中心。学员只需要点击“Help”按钮，可在考试期间的任何时刻

阅读考试操作指南。 

 
 

除了考试时间之外，纸质考试和机考有什么不同？ 

在 2016 年 9 月和 12 月考季的机考考题和纸质考试完全一致。但从 2017年 3 月考季起纸质考试

和机考的学员在考试中将会收到不同的考题。但纸质考试和机考测试的学习目标和试卷结构是一

致的。每一种模式都会有相同的考试格式。 

 



唯一不同的是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在纸质考试中，学生仅需要在客观测试部分回答单项选择题，

然而在机考中还可以利用其他类型的题型，比如“拖放题”和“填空题”。 

 

在主观答题区域，参加机考的学员将使用电子表格和文字处理功能完成作答，有的题目会在答题

区域提供预先谁定的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