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註冊會計師介紹及報考說明
BECOME A CPA - BE HEARD, BE RECOGNISED

關於澳洲會計師公會
成立于 1886 年，澳洲會計師公會(以下簡稱“公會”)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會計團體之一，也是國際會計師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的創始成員之一 ，發展至今已經有 129 年的悠久歷史，在 119 個國
家擁有超過 155,000 名會員。在其强大的澳洲會員網絡基礎上，會員的網絡日益國際化，其中三分之一的會員
分布在澳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公會總部設立在澳洲墨爾本，目前已在三大洲 19 個國家及地區設立了辦事處，包括澳洲各大城市、香港(特設
台灣事務部與澳門事務部)、北京、上海、廣州、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紐西蘭及英國等，成爲廣受尊敬的
國際組織。公會也是澳洲移民部授權的審理澳洲會計師技術移民申請的評估機構。
公會的願景是提供全球認可的專業會計資格，協助會員成爲舉足輕重的商界領袖。公會的主要角色是通過提供
教育、培訓及技術建議來支持會員，以保持會員的專業水平，爲他們的專業發展增值及提升會員的認可性及地
位。

為什麼要選擇澳洲註冊會計師?







澳洲註冊會計師證照全球通行，除在澳洲和紐西蘭是法定執業資格外，與世界 9 大會計師團體享有互認安
排；同時也是台灣考選部認可的”外國會計師證書”，可申請抵免台灣會計師 4 科考試;
澳洲於 2005 年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使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的全球適用性更廣、相關性更高;
完成澳洲註冊會計師考試，有機會獲全球 50 多所大學 170 多門專業碩士或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學分豁免;
課程採用開卷電腦考試，全球平均通過率 60%-70%; 課本加在線自學模式，更靈活安排考試與工作時間;
無需出國，在台北就可以參加考試;
澳洲會計師公會認證課程的畢業生可獲得 6 科基礎考試的減免，更快捷考取證照;
享有全球 19 個辦事處的服務支持及 15 萬 5 千會員的網絡。

国际認可
澳洲會計師公會與世界各地許多首屈一指的會計組織擁有緊密聯繫，這使得澳洲注册會計師證照具有很高的國
際認可度。這些合作可確保您更加便利地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工作。通常情况下，您可以按照我們與各組織
簽訂的”互認協議(MRA)”申請會員資格，或者根據”合作備忘錄(MOU)”獲得相關課程的減免或持續專業發展教育
(CPE)小時數的互認。
互認協議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會
加拿大管理會計師協會
英國特許公共財務和會計師協會
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愛爾蘭註冊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印度特許會計師協會
新加坡會計師協會
斯裏蘭卡特許會計師協會

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馬來西亞會計師協會

合作協議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澳門註冊會計師協會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柬埔寨國家會計委員會
柬埔寨註冊會計師和審計師協會
越南會計師和審計師協會
越南註冊會計師和審計師協會

台灣會計師考試科目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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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註冊會計師可獲得台灣會計師考試以下科
目的抵免：





國文
中級會計學
高等會計學
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

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結構
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包括基礎階段(Foundation Exams)及專業階段(CPA Program)的考試共 12 科，其中專業階
段包括 4 科必修課與 2 科選修課。配合專業階段考試，課程設有實際工作經驗要求的部份，學員須累積最少 3
年受指導的(Mentorship)相關工作經驗。不同學歷及工作背景的人士，在通過個別評審後，可從不同的起點開
始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

F1 經濟與計量學
F2 會計基礎
F3 商法基礎

基礎階段
Foundation

F4 商業財務

100% 單選題

Exams
F5 財務會計與報告

共6科

F6 管理會計

必修

P1 倫理與企業治理

70% 單選題

P2 財務報告

30% 申論題

P3 戰略管理會計
P4 全球戰略與領導力

專業階段

20% 單選題
80% 案例分析

CPA Program
E1 審計與鑒證

共6科
選修
選擇其中兩科

E2 澳洲稅法
E3 財務風險管理
E4 當代商業課題

100% 單選題

澳洲註冊會計師考試特點








6 年內通過 6 科專業階段考試(基礎階段不限時間)，并累計 3 年相關工作經驗（不限工作地點，企業類型與
規模，只要求全職相關專業經驗），即可成為澳洲註冊會計師;
一年兩個學期的考試報名機會，第一學期的考試報名在 12 月至 1 月，考試安排在 4 月，第二學期的考試
報名在 6 月至 7 月，考試安排在 10 月;
以英語爲學習和考試語言，原版教材由公會提供，包含在考試費中，從澳洲直接宅配至考生手中;
專業階段每科 3 小時 15 分鐘的開卷電腦考試，可攜帶教材及任何紙質輔助材料進入考場（不可攜帶電子
設備）;
會員可在全球多達 300 個考點參加考試，其中台灣區考生可選擇台北(信義區)考點;
全球考試平均通過率爲 60% - 70%;
强大的在線平台（包括學習輔助材料、自測題、討論問答專區等）幫助考生順利通過考試。

澳洲會計師公會會籍分類
澳洲會計師公會有 3 層會籍，分別是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ASA]，澳洲註冊會計師[CPA (Aust.)]及澳洲資深註冊
會計師[FCPA (Aust.)]。
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 [ASA]
凡持有公會認證的學位或在公會認可的僱主就職便能申請成爲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而不具備公會認證學位的
人士，或在非認可僱主就職，在完成全部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基礎階段考試 (Foundation Exams)後，亦可申請
成爲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
澳洲註冊會計師 [CPA (Aust.)]
凡持有學士以上學位的公會會員，幷符合于 6 年內完成澳洲註冊會計師課程的專業階段及累積 3 年實際工作經
驗之要求後，便可申請成爲澳洲註冊會計師 [CPA (Aust.)]。
澳洲資深註冊會計師 [FCPA (Aust.)]
澳洲資深註冊會計師要在財務、會計或商業諮詢領域具備 15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而其中 5 年需出任高級管理
職位。
監管守則
所有會員必須遵守公會的法規、附例、會員守則及嚴格的監管制度。所有公會會員須完成每 3 年合共最少
120 小時，每年不少于 2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教育(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認證大学快速通道
一般情況下，申請人需完成學業，取得學位證并通過評估后，才可獲得澳洲註冊會計師基礎階段考试的減
免，并進入專業階段學習。澳洲會計師公會現面向合作大學的認證系所，特別推行可提前報考專業階段的”快
速通道”：





在校大四學生就可以報考專業階段;
從 6 科專業考試里選擇最多兩科報考：Ethics & Governance + 選修課任選一;
有機會申請考試獎學金;
畢業時需補充相關學歷證明材料，完成入會手續。

報考流程





向澳洲會計師公會索取申請表格，提交報考材料并交費;
10 個工作日內收到確認郵件及賬號;
登錄賬號選擇考試時間與考點;
2-3 個禮拜內收到課本，開始備考。

認證課程大四學生

認證課程畢業生（包括往屆系友）

減免科目

6 科基礎考試

6 科基礎考試

考試科目

Ethics & Governance

6 科專業考試

兩科選修里任選一科
報考材料



填寫完整的申請表格






相關費用

考試費

學位證書
成績單
身份證明 (護照、身份證、駕照等任
兩種附有照片的證件)
填寫完整的申請表格

申請費
會員費
考試費

如何報考
敬請聯絡澳洲會計師公會台灣事務部邵先生 (Max)索取申請表格，并將所有申請材料(如有英文版，請提供)的彩
色掃描件 email 寄至: Max.shao@cpaaustralia.com.au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Max 台灣手機 +886 952 272 086 或郵箱 Max.shao@cpaaustralia.com.au

如何交費
目前只接受信用卡(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交費，請在申請表格中填寫信用卡資料，我們將對隱
私資料進行保密。

認證課程畢業生報考優惠



AU$ 145 一次性申請費減免
AU$ 290 首年會員費減免

合計節省 AU$ 435 (約台幣 10,000) – 此優惠必須通過公會台灣事務部申請，不適用於官網在線申請

2016 年第二學期日期與費用 (專業階段)
日期
考試報名開始

2016 年 6 月 20 日

考試費早鳥優惠截止日

2016 年 7 月 19 日

考試報名最后截止日

2016 年 8 月 1 日

考試週

2016 年 10 月 15 日– 30 日

考試成績公佈

2016 年 11 月 7 日

費用

申請費（一次性）

AU$ 145

會員費（半年度）

AU$ 145

考試費（每科）

AU$ 1,170

考試費（早鳥優惠）

AU$ 1,020

更多資訊
請登錄 www.cpaaustralia.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