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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专业资格提供数字化
时代必备技能

作为世界上最具前瞻性思维的专业会计机构，
ACCA洞悉全球趋势变化，始终引领未来。数字化
影响着我们所处的行业发展，自动化、机器人、元
宇宙、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改变了传统财会行业的工
作模式。可以说，数字化是塑造专业未来以及
ACCA学生和会员未来角色的核心要素。我们通过
将数字化元素嵌入到ACCA资格体系中，为学生和
会员提供应对变化的相关数字技能。



ACCA课程大纲里的数字技术内容

职业道德与
专业技能模块
 (EPSM)

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作
为战略专业阶段学习的必要
辅助，能有效提高战略专业
阶段的考试通过率，并提供
数字化时代雇主最看重的核
心技能。

应用知识阶段
Applied Knowledge

应用技能阶段
Applied Skills

 

 

 

公司法与商法

财务报告

审计与鉴证

财务管理

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

Financial Reporting

Audit and Assur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LW

FR

AA

FM

业绩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M

 税务 
Taxation

TX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商业与技术BT

管理会计MA

财务会计FA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统计方法

#云计算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大数据
和数据分析     #区块链     #围绕技术的网络
安全和一般安全原则

#针对计划、控制和决策的信息系统        #大数
据和数据分析       #统计方法

#计算机辅助的审计技术     #测试数据和其他
分析工具

战略专业阶段
Strategic Professional

高级财务管理

 

战略商业领袖

战略商业报告

高级业绩管理

高级税务

高级审计与鉴证

Strategic Business Leader

Strategic Business Reporting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dvanced Audit and Assurance
AAA

ATX

AFM

SBL

SBR

APM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Essentials

Options

#云计算和智能技术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IT安全与
控制     #金融科技(Fintech)的影响，包括区块
链和加密货币

#CRISP框架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数据来
源    #分析类型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
的主流工具和关键应用     #数据可视化和通
信    #数据分析的怀疑精神     #数据使用的伦
理思考 #IT发展⸺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过程自动

化、人工智能、RFID和统一数据库      #ERPS     
#知识信息系统          #CRM和数据仓库         #大
数据和数据分析         #报告的数据可视化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测试数据和其他分析工具

#首次代币发行作为新的融资来源或方法

Advanced Taxation

点击不同科目，
查看详情。



应用知识阶段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统计方法

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
    ·发现财会的信息需求，了解用于战略规划、管理控制和运营控制及决策的不同
       类型的信息系统，并了解不同类型信息系统的主要特点。
    ·了解大数据的特点(体量、速度、种类、准确性和价值)。
    ·了解大数据金字塔的目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了解大数据、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用途和优点，例如规划、成本、决策和绩效
       管理的预测性分析。
    ·了解在组织中实施和使用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挑战与风

定量技术
    ·运用相关性统计、回归统计和时间序列等分析技术，学习曲线模型进行预测和
       预算规划。
    ·了解这些技术和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

学习要求

数字技术内容

技术因素对组织的影响
    ·了解技术变革对组织结构和战略的潜在影响，例如：i)裁员 ii)去层级化 iii)外包。
    ·了解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发展对业务流程的影响，以及会计师角色的变化。

金融科技(Fintech)对财 会系统的影响
    ·意识到云计算是财会行业的一项技能，并了解它如何为组织获益。
    ·了解财会系统中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会计师的作用和效率。
    ·了解如何运用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提高会计和审计效率。
    ·能够概述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在财会领域的主要特点及应用。
    ·能够定义网络安全，发现网络攻击给数据带来的主要风险。
    ·了解保护企业内部IT系统和安全软件的特点。

学习要求

数字技术内容
#云计算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区块链     
#围绕技术的网络安全和一般安全原则

这个阶段的学习要求是让学生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相关概念和可能使用的方法形成基本了解。

BT商业与技术 管理会计MA



#针对计划、控制和决策的信息系统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统计方法

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
    ·发现财会的信息需求，了解用于战略规划、管理控制和运营控制及决策的不同类型的信
       息系统，并了解不同类型信息系统的主要特点。
    ·了解大数据的特点(体量、速度、种类、准确性和价值)。
    ·了解大数据金字塔的目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了解大数据、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用途和优点，例如规划、成本、决策和绩效管理的预      
       测性分析。
    ·了解在组织中实施和使用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挑战与风险。

定量技术
    ·运用相关性统计、回归统计和时间序列等分析技术，学习曲线模型进行预测和预算规划。
    ·了解这些技术和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

学习要求

数字技术内容

#计算机辅助的审计技术     #测试数据和其他分析工具

数字技术内容

应用技能阶段
这个阶段的学习要求是帮助学生熟练解释相关技术的概
念、特点和优缺点。学生应能够在相对简单的情境或有限
的组织范围内探讨和应用相关技术。

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
模块 (EPSM)

数字技术内容
#CRISP框架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数据来
源   #分析类型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
的主流工具和关键应用    #数据可视化和通
信  #数据分析的怀疑精神   #数据使用的伦理
思考

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模块这一单元旨
在阐述数据分析对企业的重要性和用
途，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财会工作。
了解与数据分析相关的作用和主要功
能，有助于增进对公司绩效的把握，
助你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并使你
能够更快地把握出现的机会，在竞争
中先人一步。

业绩管理PM

审计与签证AA

数据分析单元



战略专业阶段

学习要求
 
从战略的角度，评估在组织内部采用新技术的的必要性，如云
技术、移动技术以及智能技术。
充分了解云技术、移动技术和智能技术的主要优点和风险。
评估并决定是否采用云技术作为现有软硬件技术的替代方案， 
以满足组织信息系统的需求。

 
熟悉如何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制定并实施组织
战略。
充分理解大数据给组织带来的机遇与威胁。
从相关数据分析中发现并总结出用于制定战略决策的洞见，
如新产品开发、营销和定价。

云技术、移动和智能技术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了解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机器学习的风险和  
        伦理影响，懂得如何设计和实施相关控制流程。

IT系统安全和控制  

     ·从战略的角度，评估在组织内部开展有效的信息系统控制的
       持续必要性。
     ·评估和建议组织采取信息技术和系统安全控制的充分性。
     ·就加强网络安全的方法开展评估并提出建议。
     ·评估，如有必要，建议改进或调整信息技术资产保护控制，以
       确保组织有能力实现业务目标。

颠覆性技术
     ·识别和评估颠覆性技术(如金融科技，包括加密货币)对组织的
        潜在影响，包括采用的机会、收益和风险。

     ·支持战略决策和追求战略目标，理解并懂得利用使用人工智  
       能、机器人技术及其他形式的机器学习的潜在优点。

#云计算和智能技术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IT安全与控制     #金融科技(Fintech)

的影响，包括区块链和加密货币

数字技术内容

这个阶段(SBL)的学习要求是让学生广泛了解技术的发展状况，并逐步掌握如何评估相关影响
(包括对组织的好处和风险)。学生应当能够在复杂的商业情境下评估并运用相关技术，而这通
常是高级管理职位必须面对的情境，决策可能对组织的战略和整体绩效产生深远影响。

    ·

    ·
    ·

    ·

    ·
    ·

战略商业领袖SBL



战略专业阶段
这个阶段(APM)的学习要求是让学生广泛了解技术的发展状况，并逐步掌握如何评估相关影响
(包括对组织的好处和风险)。学生应当能够在复杂的商业情境下评估并运用相关技术，而这通
常是高级管理职位必须面对的情境，决策可能对组织的战略和整体绩效产生深远影响。

学习要求
绩效管理信息系统
    ·了解数据孤岛(data silos)及其给财会职能造成的问题。
    ·评估利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S)在整个信息系统中集成管理
       会计信息的情况。
    ·应用精益管理（Lean）的概念，评估管理信息系统及其所提供信息
       的价值。

记录与处理的系统及技术
    ·熟悉IT技术的发展状况，如物联网、RFID、云技术和网络技术、人
       工智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数据仓库等。
    ·充分理解IT技术的发展会如何影响管理会计系统，例如可以即时
       访问以前不可获得的数据。
    ·将IT技术的发展应用于知识管理、确定基准和控制目的，并协助
       改善企业绩效。

数据分析
    ·充分了解大数据的发展状况，包括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评估大数据的发展如何影响绩效评估和管理，以及对管理会计
       师角色的影响。
    ·能够演示和评估不同的数据分析方法(如描述性、诊断性和预测
       性分析)。
    ·了解其他类型数据分析的使用 (例如，文本、图像、视频和语音
       分析以及情感分析)。
    ·了解并评估涉及信息收集与处理相关的伦理问题(例如，使用“黑
        匣子”算法和大规模数据收集与挖掘)。

管理报告
    ·应用数据可视化等表达技巧促进更高效的沟通。

#IT发展⸺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过程自动化、人工智能、RFID和统一数据库     #ERPS     #知识信息系统     #CRM和
数据仓库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报告的数据可视化

数字技术内容

首次代币发行作为新的融资来源或方法

数字技术内容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测试数据和其他分析工具

数字技术内容

高级业绩管理APM

高级财务管理AFM高级审计与鉴证AAA



 
ACCA官方微信和视频号

ACCA官方网站

ACCA官方小红书 ACCA官方bilibili

ACCA官方微博

点击关注我们社交媒体账号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A4ODcxNTY4OQ==&action=getalbum&album_id=2141408479306186757&scene=173&from_msgid=2649451329&from_itemidx=3&count=3&nolastread=1#wechat_redirect
http://yqh5.cn/9pl3
https://cn.accaglobal.com/promotion/qualification.html
http://yqh5.cn/9pdT
https://b23.tv/vleFf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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