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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机考及笔试的区别，哪些课程可以参加机考 

• ACCA官方考试信息查询渠道 

• F1-F4机考中心查询及联系方式 

• F5-F9分季机考及P1-P7笔试考点查询 

• ACCA最新重要考试变化及时间点 

• F5-9分季机考考试架构 – 与笔考题型及分值分布一样 

• F5-9分季机考里的“种子题” 

• 考试相关注意事项 

内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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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A机考及笔试的区别，哪些课程可以参加机考 

F1-F4 On-demand 

随时机考 

• 随时可以预约考试 

• 自动判分，当时出成
绩 

• 与ACCA认可机考考
试中心预约考试即可
（可在ACCA中文官
网上查看“机考中心
F1-4”） 

• 均由客观题组成 

• 考试时长：2小时 

 

F5-F9 Session CBEs 

分季机考 

• 一年四次: 3月、6月、
9月、12月 

• 考完试后6周出成绩，
主观题部分由考官判
分 

• ACCA官方与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指定考点
（与F1-4随时机考考
点不同） 

• 在ACCA全球官网报
名预约考试 

• 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
成，3小时20分钟 

P1-P7 Paper Exam 

笔试 

• 一年四次: 3月、6月、
9月、12月 

• 考完试后6周出成绩，
主观题部分由考官判
分 

• ACCA官方与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指定考点
（与F1-4随时机考考
点不同） 

• 在ACCA全球官网报
名预约考试 

• 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
成，3小时15分钟 

备注：F6中国税法目前为6月和12月一年2次考试，均为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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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CA官方考试信息查询渠道 
（包含：考试信息、考点信息、考试时间、考试变化等最新消息） 

 ACCA全球官网：
www.accaglobal.com 

 ACCA中文官网：
cn.accaglobal.com 

 ACCA学员服务微信公众号：
accastuden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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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1-F4机考中心考点查询及联系方式 
查询路径1： 
登录ACCA中国官网 —— 学员 —— 学习、考试与免试 —— 机考中心F1-F4 
查询路径2： 
http://www.accaglobal.com/gb/en/student/exam-entry-and-administration/computer-
based-exams/on-demand-cbes/cbe-centre-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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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5-F9分季机考及P1-P7笔试考点查询 
查询路径：ACCA学员服务公众号 

 考前会通过ACCA学员
服务公众号向学员推送
全国考点信息汇总供参
考 

 

 最终考试地点请以准考
证为准 



© ACCA 

4. F5-F9分季机考及P1-P7考试报名方式 
路径1： 
登录myACCA ——左侧Exam Entry——Book Your Exam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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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5-F9分季机考及P1-P7考试报名方式 
路径2： 
登录ACCA全球官网 —— Students —— Exam Entry and Administration 
—— Plan and book exams —— Book Your Exam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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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5-F9分季机考及P1-P7考试报名方式 
路径： 
登录ACCA全球官网 —— Students —— Exam Entry and Administration 
—— Plan and book exams —— Book Your Exam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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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5-F9分季机考及P1-P7考试报名方式 
路径： 
登录ACCA全球官网 —— Students —— Exam Entry and Administration 
—— Plan and book exams —— Book Your Exams Now 

F5-9分季机考报名指引 

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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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CA最新重要考试变化及时间点 

F5-F9在2018年3月开始全面进行机考 

• 中国地区取消F5-F9纸质考试 

2018年9月开始首次SBL考试 

• P1P3考试将于2018年9月取消，由SBL考试科目取代P1和P3 

• 2018年6月为最后一次P1/P3考试 

• 2018年9月前将P1和P3两门都通过，可直接转换成SBL，无需再考
SBL 

• 若在2018年9月前只通过了P1或P3其中任意一门，则还需要考SBL 



© ACCA 

6. F5-9分季机考考试架构 –  
与笔考题型及分值分布一样 



© ACCA 

Section A: Objective test questions (OTs) 

Single short 

questions 
Worth 2 marks each Auto 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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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B: OT case questions 

5 objective test 

questions on 1 scenario 
Worth 2 marks each Auto 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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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 Constructed response questions  

 

• Using simple word 
processing and 
spreadsheet tools 

 

• Expertly marked by our 
team of examiners – all 
workings seen and 
assessed. 

 

• Simple and intuitive to 
use – you don’t need to 
be a computer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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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5-9分季机考里的“种子题” 

• F5-9分季机考卷面总分值为110分：
其中只有100分会算作有效成绩，
另外10分是种子题，不会计入最
终总成绩 

 

• 10分种子题可能是5道OT 

questions，或者是1道OT case

（由1个案例背景和5道OT 

questions组成） 

 

• 考生不会知道哪些问题是种子题，
所有卷面问题都需要认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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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证 

     考前2周在myACCA里下载； 

     仔细阅读，最终考场地址以准考证为准； 

     不要走错考场（区分机考及笔试考场）； 

     考试时请带准考证和带有照片的有效证件； 

     准时参加考试； 

 考试注意事项（扫描下方二维码） 

 ACCA 24小时全球客服： 

     +44（0）141 582 2000 

     students@accaglobal.com 

 对考试结果有异议（my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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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and-administration/exam-results/admin-

reviews.html 

8. 考试相关注意事项 

考试注意事项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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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好运！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