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ACCA為您 
創造無限可能！ 
  

今天就登記ACCA 
www.accaglobal.com/applynow 
 
 
台北大學 – 2018 11月 

 

 

http://www.accaglobal.com/appl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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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加速認證計畫(Conditional Exemption) 
快人一步，向未來僱主爭取更有利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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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以通過線上填寫申請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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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登記時， 請註明居住地址為 Taiwan Region 

另備信用咭作網上繳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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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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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證明(簽署加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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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開始 

Please visit :https://www.accaglobal.com 

Click on the ‘Apply now’ button on the right hand menu as per below 
screenshot. 

 

登記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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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重點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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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點選 “Taiwan region”並提供
台灣地址作登記之用. 

登記重點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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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填上相關的加速認證碼
the ‘Accelerate code” ，認證
碼列印在學校證明書上 

Accelerate Eligibility Letter. 

Registration code should be 

input into this field and 

‘Apply code’ selected, this 

will then validate the code 

and present a validation 

message (this will enable 

the relevant payment 

options) 

登記重點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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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ons calculator ( 查詢扺免計算機)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help/exemptions-calcula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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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ons calculator ( 查詢扺免計算機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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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ons calculator ( 查詢扺免計算機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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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ons calculator ( 查詢扺免計算機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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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登記    £79 

• 基礎階段考卷 (考試費或豁免費)  

 知識應用單元(3張)   £76   每張考卷(x3) 

 技能應用單元(6張)   £108 每張考卷(x6)  

   £876 (9張考卷)      

• 專業階段考卷 

 策略商業領袖單元              £190 

 策略商業報告單元   £136 

 選修單元(2張)   £136 每張考卷(x2)   

      £598 (4張考卷) 

• 專業道德及技能單元   £60 

• 總共     £1,613 (13張考卷) 

           (約新台幣 63,000) 

• 年費     £105 

以上費用作每年更新，參考網頁公佈為準 

2019年3月份標準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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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Offer to 台北大學 (2018-2019會計系畢
業生費用優惠) 

Accelerate 

Programme  

優惠價 

正價 節省了 

首次登記 GBP20 GBP79 GBP59 

年費 豁免在學年費 

(最多兩年) 

每年GBP105 (大四) GBP105 

(大三) GBP210  

豁免費用 

(AB,MA,FA,LW, 

PM,FR & AA) 

抵免費優惠
GBP25@ 

(共7張) 

 

AB,MA,FA: GBP76@ 

LW,PM,FR &AA: 

GBP108@ 

GBP485 

共節省了 £754  
(約新台幣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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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必須在畢業前應考第一次考試，否則收費將根據標準價格計算 

  通過考試同學,並有機會領取獎學金-金額高達新台幣8,000 
 
 
 
 ^將根據匯率浮動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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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學習支援的便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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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guideacca


 認可出版教材    官網備考資源 

BPP  

 

 

 

 

Kaplan 

• 考試大綱與學習指南 

• 考試團隊指導 

• 應試文件 

• 自學指南 

• 樣卷 

• 歷年考題 

• 模擬測考 

• 技術性文章 

• 考試公式和運算表 

• 其他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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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ACCA考試同時提升英語能力 
englishforACCA.bppuniversity.ac.uk 
 

BPP大學為ACCA考生而設的
網上英語學習單元，課程針對
ACCA考試而編訂，滿足考生
不同程度的需要。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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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hkinfo@accaglobal.com 

 www.accaglobal.com  

 

 

歡迎透過 

查詢有關ACCA專業會計資格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