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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aworldwide.com

从国际会计师公会获得全球认
可的资格认证 



有哪些好处?

概览

关于本课程
国际会计师公会的合格会计师在世界各地开展业
务，帮助从初创企业到全球运营的企业充分发挥
其潜力。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基础来自国际会计师
公会专业资格认证，这项资格认证旨在提供世界
一流的会计和商业技能。

这项资格认证涵盖所有核心会计和商业科目以及
关于职业道德的独立论文。完成课程后，您可以
成为合格会计师，准备在您选择的任何商业或财
务领域开启令人兴奋且多样化的职业生涯。

准入要求
如果您至少拥有2A或同等级别，您就可以在国际
会计师公会开启学习之旅。

国际会计师公会为之前的学习提供学分，因此如
果您拥有学位或其他相关资格，您可能有资格豁
免学习某些论文，从而更快、更轻松成为国际会
计师公会的合格会计师。

您可以在www.aiaworldwide.com上在线查看有
哪些豁免可用。

对您的好处: 
• 开发您的技能并成为合格会计师
• 职业及个人发展
• 改善职业前景

对雇主的好处:

• 知识渊博和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 战略思维和商业导向
• 有斗志和上进心的员工
• 新的见解和最新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选择国际会计师

学习支持
所有学生都在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注册，这
是一个完全整合的在线学习平台，让学生能够访
问一系列教育工具，且这些工具完全是为了让您
通过考试而设计。

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与BPP Learning Media
合作提供优质教学服务。所有资源均由学科专家
创建，学生可以访问练习册、讲座、实践问题、
研讨会和模拟考试，以支持您的学习。

学生还可以向经批准的学习服务提供商注册以获
得额外支持。

全球网络
国际会计师公会的专业资格认证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认可和尊重，为您提供在会计、财务和商业领
域担任各种角色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通过我们的全球网络，您有机会探索新趋势和寻
找新机会，且随着您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国
际会计师公会将支持您成为全球认可的专业机构
成员。

职业成长
获得国际会计师公会专业会计资格认证，可以证
明专业知识水平的提高及对雇主专业标准的承
诺，且可以提高您的职业和薪水潜力。为了表彰
您不断提高的技能和知识，我们在资格认证的每
个阶段都提供奖励:

• 完成基础级学习后获得 国际会计师公会会计
证书。

• 完成专业1级学习后获得国际会计师公会会计
文凭

• 完成专业2级学习后获得国际会计师公会高级
会计文凭。



专业2级

资格认证结构

专业1级基础级
基础级是单一单元，涵盖四个组成部分：

• 财务会计
• 管理会计
• 公司治理与审计
• 企业管理

考试：一项涵盖所有组成部分的单选题
和多选题在线考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

豁免：可用于先前学习。

专业1级涵盖五个科目：

• 财务会计和报告1
• 治理和审计原则
• 管理会计

• 会计师商业法
• 税务（英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版本）

考试：每门科目都有3小时的在线 考试。

豁免：可用于先前学习。

专业2级涵盖5  个学科，可以选择两篇论文*：

• 财务会计和报告2
• 保证和问责制发展（或伊斯兰版本）*

• 企业和财务管理*
• 道德和专业实践
• 多学科案例研究

考试：每门科目都有3小时的在线 考试。

豁免：不可用。



LEARNING OUTCOMES

基础单元

详情
学习选项：通过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在线
或通过经批准的学习服务提供商获得额外支

持。

持续时间：6-12个月，建议每周学习14小
时。

考试：一项涵盖所有组成部分的单选题和多选
题在线考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

奖励：国际会计师公会会计证书

组成部分
基础单元是国际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认证的入门
级课程，为学生提供核心会计主题的广泛基础知
识：

• 财务会计

• 公司治理与审计
• 管理会计
• 企业管理

• 会计理论及其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 公司治理和审计的基本要素

• 管理和成本会计的基本要素，如何将其应用
于运营控制，以及提供信息以协助管理决策

流程

• 企业管理和经理在企业组织中的作用。



学习成果

专业1级

论文详情
学习选项：通过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在线
或通过经批准的学习服务提供商获得额外支

持。

持续时间：大约12个月，建议每篇论文每周学
习8小时。

考试：对每篇论文进行3小时的在线考试。

奖励：国际会计师公会会计文凭

专业1级帮助您拓展专业会计学习的范围和深
度，包括以下论文：

• 财务会计和报告1
• 治理和审计原则
• 管理会计
• 会计师商业法
• 税务（英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版本）

• 了解一系列主题的税务立法及从事税务工作的
会计师的职责。

• 了解与会计相关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以及有能
力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

• 批判性地了解与成本管理和成本控制相关的问
题。

• 详细了解公司治理和审计的组成部分，以及有

能力将其应用于实践。

• 了解财务会计和报告的理论框架，并通过编制
和解释会计报表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



学习成果

专业2级

详情
学习选项：通过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在线或

通过经批准的学习服务提供商获得额外支持。

持续时间：大约12个月，建议每篇论文每周学
习12小时。

考试：对每篇论文进行3小时的在线考试。

奖励：国际会计师公会高级会计文凭

论文
专业2级是国际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认证的最后
阶段，以先前的知识为基础，且有能力处理专业
复杂和高要求的 情况。它包括以下论文，可以选
择 其中2篇*：

•
•

财务会计和报告2 
保证和问责制发展（或伊斯兰版本）*

• 企业和财务管理*
• 道德和专业实践
• 多学科案例研究

• 批判性地评估国际财务会计框架和报告，并
在评估报告要求时应用这些知识和专业判断。

• 展示、讨论和批判高级审计方法和技术，将
其应用于不同的情况。

• 确定组织的资本要求，批判性地了解财务资
源用途，并分析和评估运营决策的经济和财
务后果。

• 了解专业会计和商业活动中道德行为的重要
性，并应用适当的方法来识别、分析和解决
道德困境。



学习成果

多学科案例研究

详情
学习选项：通过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在线
或通过经批准的学习服务提供商获得额外支
持。

持续时间：结合专业2级的其他论文，大约12
个月，建议每周学习12小时。

考试：3小时的在线考试。

论文
案例研究是对您在整个资格认证过程中拓展和整
合知识、技术能力和其他技能的能力的评估，以
评估您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案例研究提供对较高的分析、整合和评价技能的
评估，与相当于大师级的资格等级评估保持一致

• 有能力整合和巩固在多个专业领域，如在财
务会计、审计、税务和管理会计领域发展

的、在其他专业论文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 有能力将这些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代表实际环
境的案例情境。

• 了解符合职业价值观、道德和态度的道德问
题。



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
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是完全集成的在线学习平台，可为您提供专业资格认证范
围内的所有论文的结构化学习计划。成就学院与BPP Learning Media一起设计学习
计划，使用了一系列教学和学习工具。

计划包括:
• 国际会计师公会教科书和推荐阅读
• 录制的结构化讲座，以期获得最佳效果
• 每篇论文的国际会计师公会学习和实践练习册
• 实践问题
• 导师反馈
• 分级检查点测试
• 现场专题研讨会
• 包含绩效反馈的模拟考试

在线学习/在线通过



对雇主的好处

雇主信息

培训
通过学习获得专业资格，让您能够培养与您所接
受培训相得益彰的知识深度。资格认证需要时
间，这使您能够充分了解新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工
作环境。

专业资格认证对个人有很多好处，不仅可以提升
您的职业前景和信心，而且为您的雇主带来诸多
好处。以下是雇主可能资助您获得国际会计师公
会专业资格认证的一些原因。

提升您的团队技能
国际会计师公会资格认证是在与各种企业和部门
协商后设计的，以确保我们提供雇主需要的财务
技能和知识。

通过提供能鼓励进步的认可资格认证，企业可以
吸引和留住员工，并为未来打造强大的企业。您
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培训内容，为员工提供
适合其角色和职责的培训。

• 知识渊博和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 战略思维和商业 导向型员工

• 有斗志和上进心的员工

• 获取新的见解和最新的思维方式
• 提高工作效率

• 提高员工忠诚度

• 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培养 和留住人才



联系我们

Next Steps

 
注册费用

注册和订阅费用：学生注册： 

65英镑 年度订阅：75英镑

豁免费用： 基础
单元：  250英镑 专业

1级：  每篇论文90英镑

国际会计师公会成就学院*
基础单元 950英
镑 专业1级:  1100英镑
英镑 专业2级:  1200英镑

*访问期限为12个月，包括考试报名

1. 注册网址：www.aiaworldwide.com/apply

2. 申请豁免先前的学习。

3. 开启成为合格会计师的旅程。

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任何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我们，我们的团队成员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

助。

即时聊天: www.aiaworldwide.com

电话 : +44 (0)191 493 0277

电邮 :  join@aiaworldw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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