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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公認會計師介紹及國立台北大學會計系報考說明 

 

關於ACCA 

 

ACCA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是全球極具規模的國際專業會計組織，為全世界有志投身於

財務、會計以及管理領域的專才提供首選的資格認證。 

 

我們為全球 179 個國家的 208,000 名會員及 503,000 名學員提供支援，從僱主的技能需

求出發，為會員和學員的事業發展提供完善的專業服務。ACCA 透過全球 104 個辦事處

和中心，以及全球超過 7,300 家認可僱主，為員工的學習與發展提供高標準服務。本會秉

持對公眾的利益，提倡對會計業實施適當的監管，並進行相關研究，以確保持續提升會計

業的聲譽及影響力。 

 

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國際專業會計組織，ACCA 目前在中國擁有 25,000 名會員及

108,000 名學員，並在北京、長沙、上海、成都、廣州、深圳、瀋陽、青島、武漢、香港

以及澳門共設有 11 個辦事處。 

 

ACCA 自 1904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承著獨特的核心價值，即機遇、多元性、創新、誠信

和責任。我們深信，會計專才能夠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創造價值。ACCA 致力於培養

會計專才的專業能力，支持採納統一的國際準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與各行各業的僱主保

持一致，並且確信，ACCA 培養的是能夠為企業增值的會計專才。ACCA 讓來自不同背

景的有志之士都有機會進入財會行業，並且不斷創新、修訂並推廣我們的專業資格，滿足

學員和僱主的多樣化需求。 

 

更多關於 ACCA 的資訊，請瀏覽 

 

       
: 
www.accaglobal.com  www.facebook.com/ACCA.HongKong  
 
or 

 WeChat ID: ACCA_HK 
 

http://www.accaglobal.com/
http://www.facebook.com/ACCA.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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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ACCA會員，需要完成以下三個Ｅ（Exam考試；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Module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and Experience工作經驗） 

 

I. 考試 (Examinations) 

 

ACCA考試分為基礎階段與專業階段，共13科考試。本系之2018至2022年度畢業生可取

得豁免最多七科考試。列表如下： 

 
 

基礎階段 

 

知識應用單元 (2小時考試) 技能應用單元(3小時15分考試) 

 會計師與企業 (Accountant in 

Business) 

 管理會計 (Management 

Accounting) 

 財務會計(Financial Accounting) 

 公司法與商法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2小時考試) 

 業績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 

 稅務(Taxation) 

 財務報告 (Financial Reporting) 

 審計與鑒證 (Audit and Assurance) 

 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策略專業階段 

 

 
 
 

必修科目 自選科目(4選2) (3小時15分考試) 

 策略商業領袖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4小時考試) 

 策略商業報告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3小時15分考試) 

 高級財務管理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高級業绩管理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高級稅務 (Advanced Taxation) 

 高級審計與鑒証(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CCA 每年舉辦四次考試，分別為 3、6、9、12 月。學員每次最多可參加 4 科考試，每年

最多參加 8 科不同的考試。及格成績為 50 分(百分制)。基礎階段 9 科考試不設時限；專

業階段考試年限為 7 年, 從通過第一科策略專業階段考試之日算起。在７年內要完全策略

通過專業階段的必修科目及兩個自選科目的考卷，逾期一科需作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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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kill Module) 

在線上完成約 20 小時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課程 

(註: 建議在開始準備策略專業階段考試前完成此單元。內容切合並裨益考試。) 

 

III. 工作經驗 (Experience) 

 

 累積36個月相關工作經驗及 

 填報9個工作目標並由合資格的會計師加簽 

 
 

資格證書 

 

 會計與商業文憑(Diploma in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通過基礎階段知識應用單元三科考試，並於線上完成專業操守基礎課程(Foundations in 

Professionalism)。 

註：除卻免試，需最少應試一科 

 

 會計與商業高級文憑(Advanced Diploma in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通過基礎階段，技能應用單元六科考試，並於線上完成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課程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kill Module)。 

註：除卻免試，需最少應試兩科 

 

 ACCA資格 

通過策略專業階段必修科目及2科自選科目、於線上完成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課

程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kill Module)及完成36個月相關工作經驗及填報9個工

作目標並由合資格的會計師加簽。 

 
 

備試教材 

 

ACCA全球官網上有各種各樣豐富的考試資源,免費供學員準備考試。如考試大綱範圍，

出卷官指導文章，過去考題及參考答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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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免費備考資源 

 
 

http://www.accaglobal.com/gb/en/student/your-study-options/choosing-to-self-study.html#exam support resources
http://www.accaglobal.com/gb/en/student/exam-support-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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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同時可向認可之教材出版商(Approved Content Provider) 購買教材自修： 

 BPP Learning Media (www.bpp.com/acca)  

 Kaplan Publishing (kaplan-publishing.kaplan.co.uk) 
 

台灣考生可聯絡指定香港供應商 Bloomsbury 訂購以上的課本。請參閱優惠連郵費安排單

張。 

 
 

一般報考費用 

 

 報考ACCA應先支付一次性註冊費£79及年費£105。每個階段的考試費用不同，且逐

年調增，以2019年三月考季為例，各科基本費用如下(早鳥報名金額)： 

 

科目 金額 

基礎階段知識應用單元每科(電腦考試) 

基礎階段技能應用單元 

聯絡考試中心* 

£103 

策略專業階段 -策略商業領袖 £180 

策略專業階段 - 策略商業報告及自選枓目(每

科) 

£129 
 

職業道德與專業技能單元課程 £60 

 

 取得豁免之考試科目亦需繳交相若金額之免試費用。以上收費僅供參考,收費將以

報考時網上公告為準 
註：台灣考試辦理單位為英國文化協會。需收附加行政費 

 
 

加速認證計畫(Conditional Exemption)- 快人一步向未來僱主，顯示個人決心及專業能

力。較同期畢業生, 爭取更有利的就業機會。 

 

基礎階段的部份考卷豁免，一般為巳修畢完成認證相關課程的本科畢業生。但ACCA的加

速認證計畫Conditional Exemption (CE) programme容許同學，在修讀大學本科同時，可

登記成為ACCA學員並開始考未獲豁免的基礎考卷及策略專業考卷。快人一步向未來僱

主，顯示個人決心及專業能力。較同期畢業生, 爭取更有利的就業機會。 

同學畢業後，需提交書面證據 - 即正式畢業證書及成績單，確認修畢並通過抵免的相應課

程，方能落實確認考卷的豁免 (converting conditional exemptions to actual 

exemptions) 。 

 

申請考試前需先註冊成為ACCA學員。同學可以通過線上申請成為ACCA學員及報名考

試。申請成為學員應繳交以下資料 (若是中文版，需附正式英文譯本): 

 身份證明（護照／身份證或駕駛證的影本）。 

 証件相。 

 由校方簽署並蓋印的加速認證信(signed and stamped Accelerate Eligibility Letter) 。 

http://www.accaglobal.com/gb/en/qualifications/apply-now.html#start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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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登記時， 請註明居住地址為 Taiwan Region 

 

另備信用咭作網上繳交一次性的登記費之用 

 
另外, 台北大學限期優惠安排如下： 

 

ACCA為本系2018、2019畢業的同學開啟「加速認證計畫」(Accelerated Conditional 

Exemption Programme)，同時並減免部份費用： 

 學員需繳付註冊費£20。 

 在學期間豁免年費。(最多兩年) 

 豁免試費用每科£25。 

註：上述優惠限學員必須在畢業前應考第一次試，否則收費將根據標準價格計算。 

請聯絡學系辦事處申請章程 (在學証明及指定accelerate code) 。 

 

注意:2018、2019畢業的同學的代碼(Accelerate code)不一樣。留意以上優惠截止登記日

期。 

 

獎學金 

 

ACCA每年評選不多於兩位報考同學頒發TWD8,000獎學金。 

 

ACCA二維碼 

       
 

Your future    申請成為ACCA學員    

點擊此連結作在線申請 

 

歡迎查詢，請聯絡ACCA香港分會: 

電郵: hkinfo@accaglobal.com 

電話: 852-25244988 (全球熱綠，全年365天，24小時英語支援) 

         852-29731100  (香港辦事處熱線，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香

港公眾假期除外。) 

 

或透過  查詢  

 

免責聲明: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錯漏，均以官方所發英文版本為準。 

http://yourfuture.accaglobal.com/global/en/getting-started/apply-now.html
mailto:hkinfo@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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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計師考試科目減免 

 
取得ACCA資格後，在台灣只要再通過三科考試，即可取得台灣會計師證書。依照台灣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可獲得台灣會計師考試以下科目減免： 

 國文 

 中級會計學 

 高等會計學 

 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 

 

兼取得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碩士學位資格 

ACCA與倫敦大學合作提供專業會計碩士學位(MSc in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同學完成

ACCA基礎階段及兩科策略專業階段必修科目考試即取得倫敦大學入學許可，抵免一半學分及不

用IELTS 考試。在線上修習並通過以下三門課程即可同時取得ACCA準會員(Affiliate)資格及碩士

學位。 

 策略財務管理(Strategic Financial Management)  

 策略績效管理(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策略財務專題(The Strategic Financial Projec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axzmAAYjQ 
 

ACCA 與 澳洲及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 的策略聯盟 

 
ACCA與CA ANZ（澳洲及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於2016年6月宣佈建立策略聯盟，進一步為全

球會員增值。CA ANZ是全球知名的特許會計師組織之一，兩家機構的策略聯盟進一步擴大了雙

方的國際影響力，並將為其會員提供更豐富的資源。通過跨地域、跨領域的專業資源分享，此聯

盟將代表78.8萬名專業會計師和未來的財會專才發出更加堅定的聲音，這其中包括遍佈全球181

個國家的30.8萬名會員和48萬名學員。兩家機構有著共同的承諾，將積極應對財會行業以及我們

的會員時刻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並全力推動和支持會員的發展。 

 
兩家機構的會員可以申請獲得對方機構的會員資格。在滿足雙方機構申請標準的前提下，定居澳

洲和紐西蘭的ACCA會員將獲得邀請申請成為CA會員，CA ANZ會員將獲得邀請申請成為ACCA

會員，為全球廣大財會從業人員提供更寬廣的專業資格入門檻。通過結合雙方強大的全球網路，

現在和未來的ACCA會員將能享有更出色的事業發展。 

 

ACCA 與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CFA Institute) 簽署諒解備忘錄 

 
於2018年3月宣佈雙方同意現階段就持續專業發展(CPD) 、共同進行研究及合辦研討會等範疇上

進行合作。 

 
 
 

免責聲明: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錯漏，均以官方所發英文版本為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axzmAAYj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