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

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内容

第一部分：ACCA资格免试政策

第二部分：免试申请表格填写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第四部分：免试教学和学习支持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1. 大纲 – 学员是否学习了 ACCA 相关科目的所有内容

2. 考核 – 学员是否参加了和 ACCA 考试水平相当的考核

3. 规则 – 学员必须做到什么才能通过相关科目并给予毕业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1. 大纲对比

2. 考核对比

3. 小测试

4. 出卷参考资料

5. 抄袭



1. 大纲对比

1.1 MPACC项目相关科目需要涵盖 ACCA 科目的 80%以上

1.2 教学大纲中有三个层面的内容:

• 主要能力 - 学员在完成该科目后应具备的能力，表述高度浓缩精简

• 具体大纲 - 明确该科目具体涵盖的内容

• 学习指南 - 细致地说明学员在参加该科目考试前所应达到的具体的能力层级

1.3 MPACC项目具体的教学大纲和 ACCA 相关科目的大纲对比



1.2A 主要能力

• 据IFAC国际教育准则框架 , 会计教育的总体目的是培养有能力的专业会计师。

• 专业会计师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及职业价值，道德及态度。

• ACCA 对能力的层级分三层：

第一层：知识及理解（ Level 1: knowledge and comprehension）

第二层：运用及分析（ Level 2: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第三层：综合及评估（ Level 3: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1.2 B/C 具体大纲及学习指南
学习指南中分别标注了该科目对每一
项能力要求达到的具体层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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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DACCA动词及对应要求 （您也可以参考考官报告）

https://www.accaglobal.com/an/en/student/sa/study-skills/intellectual-levels.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an/en/student/sa/study-skills/verbs-fundamentals.html
https://www.accaglobal.com/gb/en/student/exam-support-resources.html


1.3 MPACC核心课程与ACCA科目匹配关系

ACCA科目 MPACC核心课程 所需提交资料

业绩管理（PM）
管理会计理论及实务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申请表格，试卷样卷

财务报告（FR）
财务会计理论及实务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申请表格，试卷样卷

审计与鉴证（AA）
审计理论及实务

Aud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申请表格，试卷样卷

财务管理（FM）
财务管理理论及实务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申请表格，试卷样卷

ACCA科目 MPACC选修课程

税务（中国）（TX（CHN））
中国税制

China Taxation
无需提交资料

税务（英国）（TX（UK））
英国税制

UK Taxation
无需提交资料

* 如果科目及大纲有调整，需要通知ACCA



2. 考核对比

A. 理论和实践的平衡度 （ balance of practice and theory）

B. 考试及其他考核方式中问题的风格和标准 (style and standard of questions)

C. *大纲的主体内容及 ACCA 考核重点应已涵盖 (coverage of core syllabus areas)

D. 考试题型及分数分配 (structure and mark allocation) 

PM TX (UK) TX (CHN) FR AA FM

**Section A (客观题） 30 30 30 30 / 30

**Section B（客观案例题） 30 30 / 30 30 30

Section C（主观题） 40 40 70 40 70 40

* ACCA考核重点是否已经涵盖由ACCA总部鉴别

** 客观题通常由选择题等构成，以体现难度；客观案例题由几道客观题共同组成，共享一个案例



2. 考核对比

E. 考核的时间应与 ACCA 考试相一致 ，共计 3 小时

 可由不止一次考试组成，每次考试的时间不应少于 1.5 小时

F. 考核应为英语及闭卷考

G. 期末书面考试的成绩应在该科目成绩占比至少 50%

I. 试卷封面必须包括科目名称（且与申请表/学生成绩单中一致）及学校名称



3. 小测试 A

问题1：考试时间仅为2小时 (E)

问题2：试卷必须为英文 (F)

XXXX大学



3. 小测试 B

问题：试卷封面必须包括科目名称及学校名称 （I）

XXXX大学



3. 小测试 C

问题1：试卷必须为英文 （F）

问题2：考试题型及分数分配不符合 （D），题型单一，难度不够



3. 小测试 D

问题1：考试题型及分数分配不符合（D），题型单一，难度不够

问题2：理论和实践不平衡（A），纯概念题，题型单一，难度不够

XXXX大学

问题 3：考试时间仅为2小时 (E)



3. 小测试 E – 关于客观题

问题1: 考核方式的标准不符合 (B)，题型单一，难度不达标

问题2. 考试题型及分数分配不合理（D），分值过大



3. 小测试 F – 关于AA (客观案例题30/主观题70)

问题:考试题型不合理（D），因为AA仅有客观案例题，没有客观题。



3. 小测试 G – 关于主观题

问题:考核方式的标准不符合 (B)。因

为主观题设置无案例背景，形同简答题，

难度不符合。



3. 小测试 H – 关于期末书面考试的成绩应在该科目成绩占比至少 50%



4. 出卷参考资料

• 样卷（Specimen exam）

• 历年考题（Past exam paper）

• ACCA 认可出版商的练习册 (BPP/KAPLAN Revision kit)

不得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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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考试试卷抄袭

5.1 抄袭的概念

5.2 抄袭的类别

5.3 抄袭的后果



5. 考试试卷抄袭

ACCA不允许未经授权复制或翻译ACCA官方出版的试卷、

样卷、练习等材料；任何复制或翻译行为都是对ACCA知

识产权的侵犯。

所以学校在提交试卷之前一定要避免出现抄袭行为，需

保证所有试卷内容都为原创。



5. 考试试卷抄袭

1. 总部查重系统将识别出所有抄袭的内容

2. 百分比代表重复率

3. 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抄袭来源



5.1 抄袭的概念

• 一般意义上：指窃取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包括完全照抄他人作品和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形式或内容的行为

• ACCA界定：是指 a) 文字表达上面的完全（或部分）相似，b)也包括对理
念的窃取。在MPACC认证中，包括仅替换数字和交易发生的财政年度等。



5.2 抄袭的类别

• 文字抄袭（上述 a）和理念抄袭（上述 b）

• 以下情况不属于抄袭, 例如：

a) 每个Section相同的要求描述相同

b)  会计科目相同（除整片会计科目外）

c)  选项序号相同

d)  千分位 (‘000) 的表示相同



5.2 抄袭的类别 – 文字抄袭

说明1：选项内容完全雷同

说明2：序号选项相同，不算抄袭



5.2 抄袭的类别 – 文字抄袭
说明2：Section要求描述相同，不算抄袭

说明1：题目内容完全雷同



说明1：仅替换了财政年度

5.2 抄袭的类别 – 理念抄袭

说明3：仅替换了金额，而题干的主体基本不变

说明2：仅替换了交易发生日期



5.2 抄袭的类别 – 理念抄袭
说明1：仅替换了财政年度

说明3：仅替换了金额，而报表
的整体结构基本不变

说明2：仅替换了交易发生日期

说明4：相同的千分位 (‘000) 表
示不构成抄袭



说明1：仅替换案例中母子公司名称

5.2 抄袭的类别 – 理念抄袭

说明2：仅替换案例中的数据，其余题目主体

完全雷同



• 对于合作院校：抱着侥幸的心理，只会耽误申请的进程。

• 对于ACCA：在新政策下，一旦有抄袭情况的发生（无论上述哪一

种），ACCA将仅允许两次申请。

5.3 抄袭的后果



问题？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内容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第三部分：免试试卷出题规则
	1. 大纲对比
	1.2A 主要能力
	1.2 B/C 具体大纲及学习指南
	1.2DACCA动词及对应要求 （您也可以参考考官报告）��
	1.3 MPACC核心课程与ACCA科目匹配关系
	2. 考核对比
	2. 考核对比
	3. 小测试 A
	3. 小测试 B
	3. 小测试 C
	3. 小测试 D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3. 小测试 G – 关于主观题
	Slide Number 19
	4. 出卷参考资料
	  5. 考试试卷抄袭
	  5. 考试试卷抄袭
	 5. 考试试卷抄袭
	5.1 抄袭的概念
	5.2 抄袭的类别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