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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報考步驟】 

Step 1 向 VMware 授權訓練中心現場購買認證卷 (Certification Voucher)  

<現場購買> 

VMware 培訓服務部                 電話:(02)8758-2804 

VMware 授權訓練中心： 

恆逸資訊全省教育訓練中心 (02)2514-9191分機 143 

(TP 國際網路認證學院)            (02) 2171-1706 

群環科技教育訓練中心 (02)2389-0808分機 1662 

Step 2   登錄 VMware (vmware.com/certification)需先獲取 VMware 授權。 

A. 登錄 vmware.com/certification，點選欲考試項目(如下) 

                       
B. 點選” Register for The Exam” 

 
C. 使用您的 MyLearn ID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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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D. 複製您的 VMware ID(您將需要此 ID 在 VUE 報名) 

 
E. 確認完成以上幾個程序，尚需等候大約 15 分鐘，等候系統確認之後即可至 Pearson VUE

預定考試。 

Step 3 到 Pearson VUE (www.pearsonvue.com/vmware) 認證中心的網站線上報名，

並約定考試時間及地點。 

             請確定您已經有 VCA 認證卷號，以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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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點選” Associat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Exam” 

 輸入您的姓名及” Candidate ID (請注意:Peason VUE報名註冊前需在 VMware授權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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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完成您的帳號設定，將可進行考試時間安排。 

 在”Pre-approved Exam”點選您的考試項目(假如沒有項目，表示您的 VMware授權流

程尚未完成) 

 
 查看全部資訊如沒有問題點選” Register for this Exam” 

           
 點選語言(如果您已經填入認證卷號，請忽略”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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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問題一、我應該在何處報名VMware認證考試？ 

    答: 第一步驟: 先至www.vmware.com/certification確定您希望報名VMware認證項目及檢查任何需求條件(如認證要求課 

                               程)。當您確定您要開始報名流程，請點選” 立即註冊”  聯結，這樣即可開始處理您的VMware考試授權。 

            第二步驟: 請至Pearson VUE(www.pearsonvue.com/vmware)認證中心的網站線上報名，並約定考試時間及地點。 

  問題二、為什麼我必須有一個VMware培訓(Mylearn)帳戶註冊在Pearson VUE？ 

      答: 為簡化認證考試報名流程，並提供單一的服務將您的培訓及認證的全部資訊集成在VMware及Pearson VUE系統。    

             所以當您準備開始報名VMware認證考試，您將需要一個VMware的培訓(myLearn)帳戶，開始考試報名的過程。 

            第一步驟: 先至www.vmware.com/certification確定您希望報名VMware認證項目及檢查任何需求條件(如認證要求課 

                               程)。當您確定您要開始報名流程，請點選” 立即註冊”  聯結，這樣即可開始處理您的VMware考試授權。 

            第二步驟: 請至Pearson VUE(www.pearsonvue.com/vmware)認證中心的網站線上報名，並約定考試時間及地點。 

  問題三、為什麼我每次報名考試，都需要我重填地址？ 

     答: 您每次報名考試被要求提供寄送地址，是為確保當您通過VMware認證考試，您的證書可以確時寄送至您府上。  

            請勿提供郵政信箱或是APO/FPO/DPO地址。以免延誤您證書抵達時間。 

  問題四、為什麼我報名考試需先經過授權程序？ 

     答: 從2013年7月19日開始，報名所有VMware 認證考試前皆需先授權。VMware在驗證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且檢查您 

            的認證先決條件已經滿足後，將自動授權您報名認證考試。Pearson VUE考試中心也將同步接收來自VMware可以 

            為您安排考試所需授權。 

  問題五、為什麼我需要在授權後尚需等待15分鐘才能開始安排考試？ 

     答: 因為系統處理需長達15分鐘，我們感謝您的耐心等候。如果超過15分鐘，您仍無法在Pearson VUE安排考試。     

            請連繫certification@vmware.com協助處理。 

http://www.vmware.com/certification
http://www.vmware.com/certification
mailto:請連繫certification@vm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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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六、為什麼我又有一個新的”Candidate ID”？ 

    答: 為了簡化認證考試報名流程，且提供給您單一服務系統，整合您的培訓及認證的歷史資訊。VMware 已經更新考    

            生考情追蹤系統，利用”Candidate ID”將可在 vmware.com/certification 及 Pearson VUE 系統作查詢。 

  問題七、我的認證號碼發生了什麼事？ 

    答: 我們將不再使用”Certification Numbers “如 00001 或 VCAPDCA-12345。如果您是曾經考過 VMware 認證的專家， 

            您會發現您原來的 VCP 認證號碼將成為您”Candidate ID”的最後一碼。 

  問題八、我在哪裡可以找到我的” Candidate ID”？ 

    答: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之後訪問 myPreferences 

            步驟一: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步驟二: 填入 MyLearn ID/ PW 

              
          步驟三: 點選 myPreferences 

           

問題九、我在哪裡可以找到我全部的 VMware 認證紀錄？ 

    答: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之後訪問 myTranscriptpage  

            步驟一: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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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 填入 MyLearn ID/ PW 

              
                步驟三: 點選 myTranscriptage 

 

                      

問題十、我在哪裡可以看到我已經被授權的考試列表？ 

    答: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之後訪問 Getting Started Page 

            步驟一: 您可登入 vmware.com/certification 

            
             步驟二: 填入 MyLearn ID/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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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認證考試步驟及常見問題 

 

 

 

             
               步驟三: 點選 Getting Started Page 

                  
 

問題十一、我能使用 VMware MyLearn ID 登錄 Pearson 

                     VUE(pearsonvue.com/vmware)嗎？ 

    答: VMware MyLearn 及 Pearson VUE 的帳戶跟密碼為分開兩組。 

 

問題十二、我還可以追蹤” Certification Numbers “ ? 

    答:  不行 

問題十三、我想要先考 VCP 考試之後在上課，請問我可以這樣做嗎? 

    答:  考生必須滿足所有認證的先決條件，才會被授權參加認證考試。 

問題十四、如果我的認證紀錄不完整(mylearn.vmware.com)，我應該怎麼做? 

    答:  如果您發現您的上課及認證紀錄不完整，可能是您有多個不同的帳號。請寄發信件至 certification@vmware.com        

             請註明您想保持 VMware 培訓帳戶相關的電子郵件，VMware 將為您合併您多個 myLearn 帳號。(如果您是 

             VMware Partner Network 會員，您需使用公司的電子郵件作為合併的最終的帳號，以便您的上課及認證紀錄可被 

             紀錄於 Partner Central 上) 

        合併多個帳號需求信件範本: 請寄至 certification@vmware.com 

        信件標題: Request to Merge VMware Training(myLearn) accounts 

       Account 1: 

       Email address: 

       Do you still have access to this eMail? 

       Candidate ID ( if applicable): 

       Account 2: 

       Email address: 

mailto:請寄至certification@vm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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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still have access to this email? 

       Candidate ID ( if applicable): 

       Which email do you wish to keep associated with your VMware Training(myLearn) account? 

 

      If you are VMware Partner, and would like to update the Training record on Partner Central (Kindly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Partner organization) 

問題十五、我收到兩個不同 emails 兩個不同 Candidate ID，我應該怎麼做? 

    答:  請寄發信件至 certification@vmware.com  ，請註明您想保持 VMware 培訓帳戶相關的電子郵件，VMware 將為您 

             合併您多個 myLearn 帳號。(如果您是 VMware Partner Network 會員，您需使用公司的電子郵件作為合併的最終的  

             帳號，以便您的上課及認證紀錄可被紀錄於 Partner Central 上) 

         

合併多個帳號需求信件範本: 請寄至 certification@vmware.com 

        信件標題: Request to Merge VMware Training(myLearn) accounts 

       Account 1: 

       Email address: 

       Do you still have access to this eMail? 

       Candidate ID ( if applicable): 

       Account 2: 

       Email address: 

       Do you still have access to this email? 

       Candidate ID ( if applicable): 

       Which email do you wish to keep associated with your VMware Training(myLearn) account? 

       If you are VMware Partner, and would like to update the Training record on Partner Central (Kindly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Partner organization) 

 

注意事項： 

1. 如果要確認考試報名是否成功，請到 VUE 網站 www.pearsonvue.com/vmware 或撥打 Pearson VUE 免

付費服務電話 0800-666-022   查詢有關事宜。 

2. 請提前 3 個工作天向 Pearson VUE 登記考試。若欲取消、更改或確認你的考試，請至少在考試前的 3

個工作天（星期一至星期五），台灣時間下午 4 點之前通知澳洲考試服務中心。如果沒有任何正當

理由而不出席考試，考生要負責考試的全部費用。  

3. 首次在 Pearson VUE 授權中心考試註冊的考生，會在第一次註冊考試時被要求提供英文個人通訊資

料，並取得一個考生代號。此代號將可用於報名各種國際專業考試，並可在國內外多個 Pearson VUE

授權考試中心參加考試。  

4. 考生在首次報名及註冊時所使用的英文姓名必須與護照上的名字一致，因為姓名將被印在未來所取

得的所有國際專業證照上，為避免產生身份確認的困擾，請事前多加確認。 

5. 舊考生在註冊考試時，僅須選擇上述任一種註冊方式並使用自己的考生代號即可參加報名註冊並參

加考試。 

 

Step 3 Pearson VUE 收件處理後，將 Email 一份考試確認書給您，如考試前未收到，

請向 Pearson VUE 詢問。 
 

mailto:請寄至certification@vm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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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於約定時間至測驗中心應試。 

＊ 請攜帶認證券、身份證及其他含照片之證明文件，需要雙證件。 

 

Step 5 題目均為英文，並以電腦作答。 
 

Step 6 領取證書 (約於考試日後 6-8 星期內收到) 

＊未收到證書之處理辦法 

(為避免重複寄送證書，限定於考試日後 8 個星期尚未收到證書者，使得申請) 

 請寄發 eMail 給 certification@vmware.com 

附上 MyLearn ID/認證課程上課日期/考試日期 

 

 

mailto:給certification@vmwa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