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8分季机考学习资源汇总 –学习资源（适用于 2017年 12月考试） 

资源名称 在学习的哪个阶段使用？ 如何使用该项资源？ 
如何获取资源？

（点击图片链接） 
您需要知道的其他信息？ 

练习资源 – 线上资源 

在线样卷 可以多种方式用于学习、

复习和考前冲刺阶段 

充分利用在线样卷便于学员熟悉机考题型，功能键和

判分标准，体验真实的机考环境。 

 

由 ACCA考试团队编写，可作为一套完整的模考习题或练习资源，也可

用于熟悉机考功能。客观题和客观案例题由系统自动判分，主观题将提

供详细的解答和判分标准。 

历年真题 可用作复习和考前冲刺阶

段的练习资源 

建议学员结合在线样卷共同使用，全方位应对各种题

型，强化答题技巧，获得更多真实的考试体验 。 

 

ACCA以在线机考形式发布 2016年 9月和 12月整套考试真题，自

2017年起仅提供 Part C的主观题。 

注意：已经发布在网站上的历年真题（及其答案）不会因为考纲或准则

的变化而进行更新。 

额外的主观题

（即 Part C的

主观题） 

可用作学习、复习以及考

前冲刺阶段的练习资源 

通过课后自行练习，强化学员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

（即 Part C的主观题）的答题技巧 。 

 

这些额外的主观题旨在让学员对文字处理及电子表格题型多加练习。 

主观题工作区 适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学员可以结合认可教材出版商的练习册或其他主观题

习题资源自行练习，熟悉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答题。  

 

主观题工作区包含空白的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工具，但须在线使用，但

不具备保存和打印功能。 

分步练习(主观

题工作区练习) 

(PDF)  

建议在学习阶段初期使

用，对缺乏电脑经验的学

生比较适用 

根据学员自身对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工具的熟悉程

度，自行分步练习。 

 

共 2份 PDF文档，分别用于熟悉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工具的使用，不针

对特定科目。旨在指导学员掌握机考输入方法并熟悉功能键。每一步骤

都有清晰的指示和截图。 

BPP/KAPLAN 

2017年 12月

考季学习支持

包 

可用于复习和考前冲刺阶

段  

客观题部分由系统自动判分，主观题部分可参照在线

答案自行判分，是检测学习成果的重要资源。 

 

BPP资源包括: 

a) 2套练习测试，覆盖考试大纲的不同内容，测试格式接近 ACCA的

真实考试。  

b) 1套机考模拟考题，经过 ACCA考试团队的审核 

由 BPP Learning Media发布，免费适用于 2017年 12月考季。 

 

KAPLAN资源包括 1套机考模拟考题，经过 ACCA考试团队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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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 在学习的哪个阶段使用？ 如何使用该项资源？ 
如何获取资源？

（点击图片链接） 
您需要知道的其他信息？ 

练习资源 – 线下资源 

练习测试

（Practice 

tests）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尤

其是复习阶段  

 

可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部分或全部重要考点，尝试在

模拟机考的环境下回答问题 。答案经保存后可交由老

师判分及点评，也可以和其他学员相互判分并进行讨

论。  

习题紧扣考试大纲中的重要考点，由包含客观题的交互式 PDF和主观题

的 Excel文件组成。可作为线下机考练习资源，但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

机考环境。 

主观题从 ACCA样卷和已公布的历年真题中选取。  

复习测试

（Revision 

tests） 

 

可用于复习阶段或者考前

冲刺阶段  

 

复习测试为一套完整的习题，可以作为课后练习或模

拟考试，尝试在类似于机考的环境下回答问题 ；答案

保存后可交由老师判分及点评，也可以和其他学员相

互判分并进行讨论。  

该测试包含客观题的交互式 PDF和主观题的 Excel文件组成，可作为线

下机考练习资源，但不能全面真实的反映机考环境。 

 

历年真题主观

题（2016 年 12

月考季） 

可用作学习、复习以及考

前冲刺阶段的练习资源 

学员可以尝试在类似于机考环境下回答问题，且可以

保存答案交由老师判分及点评，也可以和其他学员相

互判分并进行讨论。 

 

可作为线下机考主观题练习资源，但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机考环境。 

a)  F6（UK），F7和 F8的练习内容已经根据最新的考试大纲和准则

进行更新； 

b) 部分 F6（UK）和 F7 的主观题案例可以进行编辑，但学员无法在

真实的考试中将案例中的信息复制并黏贴至答题区。 

额外的主观题 

（即 Part C的

主观题） 

可用作学习、复习以及考

前冲刺阶段的练习资源 

学员可以结合其他上述线下资源熟悉和强化文字处理

和电子表格功能。 

 

可作为线下机考主观题练习资源，但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机考环境。 

a) F6（UK），F7和 F8的练习内容已经根据最新的考试大纲和准则

进行更新； 

b) 部分 F6（UK）和 F7 的主观题案例可以进行编辑，但学员无法在

真实的考试中将案例中的信息复制并黏贴至答题区。 

视频/直播资源 

机考考试建议

直播（可收看

回放） 

可用于复习阶段或者考前

冲刺阶段  

学员可以在复习以及考前冲刺阶段收看该直播（可收

看回放），直播将针对样卷进行解析，传授主观题

（文字处理工具和数字表格）答题技巧和通过分季机

考的必备考试技巧。 
 

由 Fazeela Gopalani主讲，她是 ACCA中东地区教育事务主管，ACCA

资深会员，曾经教授过 ACCA报表类科目。 

如果错过了直播，完成注册可以收看录播。 

分季机考支持

视频 

可用于开始学习分季机考

之初 

建议学员在正式开启分季机考学习之初完成该视频的

观看，全面了解分季机考。 

  

该视频主要介绍机考环节的考题结构、判分标准以及学员可能会遇到的

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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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 在学习的哪个阶段使用？ 如何使用该项资源？ 
如何获取资源？

（点击图片链接） 
您需要知道的其他信息？ 

考试技巧视频 可用于学习阶段初期和/或

复习阶段初期  

观看分季机考科目的考试技巧视频是通过机考的必备

资源。 

 

考试技巧视频旨在向学员演示在机考中如何充分利用电子表格和文字处

理工具，适用于所有考试。 

习题解析视频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观看详细的习题解析过程，熟悉掌握解题思路。  

 

这些视频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制作，旨在对历年真题和样卷进行全面的技

术性解析，向学员提供有用的考试技巧。 

“How to” 视

频 

可用于学习阶段初期和/或

复习阶段初期 

帮助学员熟悉考试中用到的功能键。 

 

该资源包含一系列短视频，旨在展示如何利用机考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

的一些主要功能键。 

备考 CBE视频 可用于考前冲刺阶段 通过视频了解考前准备、考试流程、考试时间、考试

须知和其他实用建议，帮助学员在正式进入考场之前

做好充好的准备。 
 

除了考前准备之外，该视频同时推荐了重要的练习资源，助学员一臂之

力。 

F5-F9分季机

考系列讲座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该系列讲座助力学员熟悉各项机考功能操作，同时在

备考各阶段适时充分地利用各项机考资源对学员备考

尤为重要。系列讲座直播视频可以在后期需要时查看

回放。 
 

该系列讲座共分为 4个部分： 

1. 机考概览：概述机考总体变化，包括在线报名及机考中心等重要信

息； 

2. 机考考试技巧：通过实操几道真实的考题，感受机考优势； 

3. 机考功能：介绍机考重要的功能键，一起体验主观题工作区，分享应

对各种题型的实用建议； 

4. 机考学习资源：介绍各项重要的练习资源和机考视频，其中也包括线

下资源，在不连接网络的情况下也可以练习机考习题； 

 

其他辅助性资源 

BPP英语课程 可以用于整个学习阶段以

及整个复习阶段  

强烈建议学员在课余时间学习相关科目的英语课程，

强化与 ACCA学习和考试紧密相关的英语词汇、语法

以及专业性表述。 

 

该课程是 BPP为 ACCA资质的每一科目（P1-P7）度身定制的专属英语

语言课程， 目前包括近 70个模块，每个模块约 1小时。课程的设计由

浅入深，旨在为非英语母语的 ACCA学员提供解决 ACCA学习及考试中

英语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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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 在学习的哪个阶段使用？ 如何使用该项资源？ 
如何获取资源？

（点击图片链接） 
您需要知道的其他信息？ 

F5 - F9 机考指

导文件 (PDF) 

 

可用于学习阶段初期和/或

复习阶段初期 

查看机考规则、题型、机考功能键和公式。 

 

这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源，旨在对机考规则进行描述，并解释不同的题

型以及机考功能键及公式。不过对于学员来说，了解机考的最佳方式是

使用在线资源，比如在线样卷和历年真题。 

 

机考常见问题

列表(FAQ)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学员可以查阅任何关于机考功能，机考辅助/备考支

持，答题及判分要求，机考/笔考差异对比方面的问

题。 

 

如果有新的常见问题，该文档会予以更新，敬请关注中文网站 F5-F9分

季机考学习支持专栏。 

 

常规资源 

技术性文章及

学习支持视频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学员可以查找各重要知识点的最新技术性文章，知识

点详解视频 (Study support videos) 及考试技巧文章

(Exam technique)，帮助整个学习过程中深入掌握知

识点概念及理解。 
 

ACCA定期更新技术性文章，其中包含考官对以往考试的点评以及对未

来考试的建议，也会对考试大纲新增内容进行补充性说明。 

考试团队指导 复习阶段 学员可以查看每场考试后的考官报告，详细介绍了考

官对考试的情况的总结，包括考生在答题过程中较易

犯的错误，以及当季考试反映出的重点及难点。 
 

包含考试方法解读 (Examiner's approach)，考试团队的五分钟视频

(Video: five minutes with the F5 examining team) 指导内容。 

考试大纲和学

习指南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该资源可以帮助学员规划学习过程，对于学员理解考

试范围，考试格式以及同其他考试科目的联系是非常

必要的。 
 

由考试大纲和学习指南两部分组成，考试大纲规定了具体大纲内容和考

核方式，而学习指南则根据大纲细分为具体教学内容。每年会进行相应

更新。 

自学指南 可用于整个学习阶段 帮助学员（尤其是自学学员）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

ACCA和认可教材出版商的资源，应当何时使用以及

如何使用这些资源。 

 

互动型自学指南包含考试技巧，考试资源链接以及互动式自查表，帮助

学员按阶段分步骤有效完成学习。 

重考指南 考前冲刺及重考阶段 帮助学员了解以往考试中所犯的错误，为学员重考提

供复习指导。 

 

提供了通过考试的小贴士，列示了 ACCA各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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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学员服务号 

了解更多 ACCA学习资源和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