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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洲會計師公會 



歷史沿革 

1886年4月，16位公會創始人聚首墨爾本，討論會計行業未來的發展藍圖。自此，
帶著使命感與願景，澳洲會計師公會正式創立。在慶祝輝煌歷史的同時，我們對
於誠信、卓越、創新的承諾和堅持，讓我們在商業世界一直保持領先的地位。 



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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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創始成員在墨爾本召開首次創辦大會 

1953          公會正式走向國際, 任命駐倫敦與新加坡代表 

2002          開設北京辦事處,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2003          全球會員人數達到100,000 

2005          澳洲全面採用IFRS 

2006          認證項目開始推廣至澳洲以外的區域 

2014          全球會員人數再創新高至150,000 

2016          創立130週年紀念, 香港及馬來西亞辦事處60週年紀念 

 

會員人數 



時至今日，澳洲會計師公會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會計團體之一，擁有超過 150,000 名
會員，遍佈於全球120個國家和地區 

概述 

我們的願景 

• 以作為全球最佳的會員服務機構引領 

 

我們的目標 

• 致力於培養有志以專業會計技能為職業基礎的優
秀人才 

 

我們的會員 

• 26%的會員遍佈全球120個國家與地區，其中大
中華區擁有18,000名會員 

 

• 超過25,000名會員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
董事或企業主管等高級管理職務，平均年薪
222,400澳元，平均個人淨值1,639,910澳元  

 



  全球19個辦事處爲會員提供專業服務 

全球網絡 



    超過150,000名會員遍佈在全球120個國家和地區 

會員足迹 



 

 

加拿大 

• 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會(CGA Canada) 

• 加拿大管理會計師協會(CMA Canada) 

 

歐洲 

• 英國特許公共財務和會計師協會(CIPFA UK) 

• 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 

• 愛爾蘭註冊會計師公會(CPA Ireland) 

 

香港 

• 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 

 

印度 

• 印度特許會計師協會(ICA India) 

 

新加坡 

• 新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ISCA) 

 

斯里蘭卡 

• 斯里蘭卡特許會計師協會(ICA Sri Lanka) 

 

 

澳洲會計師公會是國際會計師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的創始成員之一，也是澳洲移民部授權的
會計技術移民評估機構 

推動國際會計合作   

澳洲會計師公會與以下國際會計團體簽署了互認協議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代表和維護會員利益 

 

    我們的做法 

 

澳洲會計師公會在影響會員所處市場的重大問
題、政策和法規方面發揮著領導作用。我們是
意見領袖，與全球主要市場的政策制定者、監

管者及廣大商界建立了牢固持久的關系。 

公共利益與行業 

澳洲會計師公會通過以下方
式，積極維護公共利益： 

 

• 維護會員權益 

• 確保全體會員遵守專業
行爲準則 

• 向那些爲公衆提供會計
服務的會員推廣最高行
業標準 

• 展示思想領導力，並有
效影響會計教育領域 

• 吸引想要從事以專業會
計技能爲基礎之職業的
優秀人才 



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 



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專業階段） 

共6科獲ISO9001認證的高質量課程 

 

必修課 

• 道德與治理 

• 戰略管理會計 

• 財務報告 

• 全球戰略與領導力 

選修課（選取其中兩科） 

• 高級審計與鑒證 

• 高級稅法 

• 財務風險管理 

• 當代商業課題 

考試特點 

• 選擇題與申論題結合 

• 課本 + 線上練習的自學模式 

• 開卷電腦全英文考試 

• 每年兩次考試機會（4月與10月） 

• 6年內完成 

• 平均通過率60% 



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 

在正式成為澳洲註冊會計師前，會員
需滿足3年實際工作經驗要求，其中包
含了以下四個領域的技能： 

 

核心競爭力模型 

• 技術 Technical  

• 商業 Business  

• 個人效能 Personal Effectiveness 

• 領導力 Leadership 

 

 



與企業僱主的合作 



認可僱主項目 

後續教育 

人才引進 

職業發展 

專業培訓 



全球有接近300家知名跨國和本地企業
成為了澳洲會計師公會認可僱主 

 

    我們的做法 

 

公會於2011年正式創立“認可僱主項目”，獲

頒該稱號的僱主在專業發展和內部培訓等方面均
擁有完善的機制，滿足公會對於會員後續教育的
要求，并體現對員工個人發展的重視和承諾。 

通過該項目，公會致力於幫助企業僱員獲得行業
領先的知識與技能，並提升澳洲註冊會計師資格
在業界的認可度。 

認可僱主項目 

澳洲會計師公會通過如下方
式，與僱主合作： 

 

• 僱員後續教育支持 

• 專業培訓 

• 通過核心競爭力模型為職
業發展提供指導 

• 人才引進與培養 

 

 



澳洲會計師公會認可僱主 

部分認可僱主 



澳洲會計師公會認可僱主 

部分認可僱主 



與大學及學術界的合作 



與大學及學術界的合作 

支持教育與
研究 

學生活動 

職業發展 

課程認證 



與學術界和大學建立長期互利共贏的
關係 

 

    我們的做法 

 

我們打造和交付優質的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並開
展更廣泛的交流和溝通工作，積極支持全球會計
教育。同時通過教育政策引導和研究項目，推動
思想領袖地位并鼓勵創新。 

支持會計教育 

澳洲會計師公會通過如下方
式，支持會計教育： 

 

• 課程認證 

• 透過全球研究透視計劃，
資助學術研究項目 

• 主辦高等教育和學術論壇 

• 贊助教學合作卓越獎 

 

 



課程認證 

全球有超過130家高校的700個學位課
程獲得澳洲會計師公會的認證 

 

    我們的做法 

 

通過嚴謹專業的認證流程，確保高校學位課程在
涵蓋公會所定義的關鍵知識領域的同時，其教學
質量符合公會對於培養未來職業會計師的要求，
以讓畢業生可直接進入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專業
階段的學習和考試。 

關鍵知識領域： 

 

• 財務會計 

• 管理會計 

• 金融學 

• 審計學 

• 商法與公司法 

• 稅法 

• 信息系統 

• 經濟學 

• 統計計量學 

 

 



課程認證的效益 

取得認證將有助提升學位課程的專業
認可度、實用度及全球知名度 

 

    我們的做法 

 

經認證的課程將被列入澳洲會計師公會官方認證
數據庫，通過開放式搜索讓全球用戶第一時間可
以了解到認證課程的資訊。認證課程的畢業生在
申請報考時即可自動獲得減免6科基礎階段課程
的評估結果。 

關鍵效益： 

 

• 認證課程畢業生可抵免澳
洲註冊會計師6科考試(基
礎階段)，并符合資格成為
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 

• 產學結合的最佳示範，提
升系所課程的專業認可度
及實用度 

• 提升系所的全球知名度，
凸顯招生優勢 

• 為院校獲得更多國際認證
或展示國際合作成果提供
例證支持 

 

 

 

 



澳洲會計師公會在台灣 



2015年，我們在台灣市場實現了
20%的增長，而我們的台北考場
則繼續為會員提供考試便利 



澳洲註冊會計師是考選部認可
的外國會計師證書，可獲得台
灣會計師考試4科的減免；我們
更與台灣各大會計師公會簽訂
了合作備忘錄與考試減免協議 



我們在台灣的認可僱主  

 



我們在台灣的認證大學 



 

 

 

 

 

關於澳洲會計師公會的更多資訊 
www.cpaaustralia.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