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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月考季审计与鉴证（AA）模拟考试问题和建议汇总

本报告总结了本次 Audit and Assurance（AA）课程模拟考试的结果，并结合模考中实际情况归纳了

考试过程中考生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同时提出相应建议。本报告旨在帮助考生更好的掌握该门课程的考

试技巧。

1. 总体评价

根据本次考试主观题部分的反馈结果，整体情况略好于近年的 AA 全球统考通过率，但也暴露出考生

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报告的 1.2 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1.1 考试形式

本次 AA模拟考试参照全球统考的形式，分为 Section A 与 Section B 两部分，分别设置了 15道客观

题和 3道主观题。Section A 客观题共计 30分，主要基于考纲中的全体知识点。客观题部分描述了三个不

同的 Scenario，围绕每个 Scenario 有相关 5道客观题需要考生回答，每题分值为 2 分。Section B 主观

题共计 70分，包括 3道大题，其中一道大题分值为 30 分，另外两道大题分值各 20分。主观题部分主要

检验了学生对于基础审计学概念、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掌握程度，并重点考察学生如何将审计程序运用

于实际案例场景中。与过往全球统考的出卷习惯相类似，审计风险、内部控制、实质性程序这三个方面在

主观题中占有重要的分值，此外，本次模考主观题部分还针对性检查了考纲中的其他知识点，包括审计报

告、财务报告舞弊等。

模拟试卷中主观题主要围绕三个不同的 Scenario 展开。Scenario 1 要求学生能够结合题目中所给的

信息，在审计计划阶段识别审计风险并给出相应的处置措施。此外，该题还同时考察了审计师就财务报告

舞弊相关的职责、分析程序（Analytical procedure）中用关键财务指标的计算，以及与应收账款定价、发

行股份有关的实质性程序。Scenario 2 检查了考生对内部控制相关概念的了解程度，包括了解内部控制的

方法及其优缺点，要求考生结合题目中所给的信息识别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Control deficiency）并给出

改进建议（Control activity），同时描述相应的控制测试（Test of control）。Scenario 3 则主要检验学生

是否能够将实质性审计程序运用于具体的案例场景，涉及账户包括应付账款、银行存款、董事薪酬等。此

外，本题还考察了学生对审计报告类型的理解。

考生需在 3小时内完成 Section A 与 Section B 中所有问题，且所有问题皆为必答题。本次模拟考试

强调学生灵活运用审计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实际案例中的能力，僵化记忆准则内容或是模板式的答案并不

能有助于学生获得高分，AA考试更注重的是学生的知识转化及运用能力。

1.2 模考整体表现

本次模考共收到有效答卷 24份，其中有 18位考生在主观题部分得分率超过 50%。整体来看，大部分

考生的卷面完成度较高，能够结合案例中的具体信息来进行回答，但也有少部分考生存在僵化记忆模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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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情况，回答内容与题目要求不一致或不够切题。此外，部分考生存在漏题未回答的情况。细分来看，

Scenario 1 与 Scenario 2 两道大题的平均得分率较高，分别为 61.6%和 68.2%，而 Scenario 3 的平均得

分率则为 51.7%，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对于审计风险（Audit risk）和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相

关知识点较为熟悉，而对于实质性程序（Substantive procedure）的运用则较为生疏。

2. 常见问题

2.1 Scenario 1

 全面覆盖考试大纲

Scenario 1 的（a）问题考察了有关审计师就财务报告舞弊相关的职责。大部分考生对于这一知识点

了解但未全面掌握，不能全面回答该问题，只能写出部分的有效答分点。

 注意数据年份

Scenario 1 的（b）问题要求学生基于题目中提供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分析程序将会使用到的重要

财务指标。报表中左列为 2014 年，右列为 2015 年，而答案中提供的表格左列是 2015，右列是 2014，导

致相当一部分考生将 2014 年的财务指标误填入 2015 年这一列，也就无法获得相应分数。

 结合案例信息，切忌生搬硬套

Scenario 1 题目信息中提到专利这一类无形资产，考生应关注的是与该资产摊销相关的审计风险。然

而，部分考生将无形资产中的 R&D概念生搬硬套于同为无形资产的专利，讨论部分费用是否需要进行资本

化，无疑是无法获得分数的。

2.2 Scenario 2

 基础概念记忆较薄弱

Scenario 2（a）问题考察了审计师了解内部控制的方法类型及每种方法的优缺点。绝大部分同学都可

以列示方法类型，但部分对于每种方法的优缺点不够熟悉，导致无法完整回答而失分。

 未有效区分控制测试（TOC）与实质性测试（SP）

大部分考生在回答 Scenario 2（b）问题时，能够准确识别控制缺陷，也能够对于控制活动给出较好

的建议，但是在回答对应的控制测试时，部分同学出现动词使用不精准，程序实施对象不准确，所描述程

序与该控制活动无关等问题，导致其无法获得相应分数。

2.3 Scenario 3

 描述审计程序不够准确

Scenario 3 的（a）问题-（c）问题考察了考生对于不同账户实施审计程序的能力。部分考生在描述审

计程序时，使用动词不精准，或是程序开展对象描述错误，甚至脱离案例僵硬套用模板化答案，这些问题

都无法使考生获得分数。此外，我们注意到，部分考生在有更有效审计程序挑选的背景下，过度使用 Enquire

or discuss with management 这类效力较弱的审计程序，这样也可能导致失分。

 审计报告相关知识点

几乎每次 AA 考试都会出现审计报告相关问题，考生在处理该类问题时，往往缺乏对于案例中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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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讨论，对于该事项可能对审计报告产生的影响也存在误判或者描述不足的情况。

3. 考试建议

3.1 正确理解考试要求

考生在阅读题目要求时，建议关注要求中的动词和一些限定条件。例如，相对于 List，Describe 需要

描述的信息更多。Scenario 1（c）问题要求考生描述审计风险，为了完成该项要求，考生除了需要从案例

中寻找审计风险点，还需要解释为何这是一个风险以及这个风险会对财务报表造成怎样的影响。Scenario 1

（d）问题要求考生列举与应收账款的定价（Valuation）相关的实质性程序，考生如果回答其他认定相关

的实质性程序则无法得分。

3.2 强化对重点知识点的理解与运用

AA 的主观题覆盖范围一般比较固定，审计风险、内部控制、审计证据（实质性程序）这三块内容是

历年考试的必考内容。学员们有必要强化对以上三个方向相关的知识点理解和应用，仔细阅读考试大纲和

学习指南，充分练习同类型题目。同时，学生应熟悉考题中常见的案例场景，对于案例中某些特定的信息

描述（例如，存货滞销），要能够熟练、迅速反应（存货存在减值的可能性）。此外，学生也要避免生搬硬

套模板化答案，回答问题时要注重结合案例实际情况，避免回答低效力或无效力审计程序的情况。

3.3 注意时间管理

本次模考中存在部分同学未完成所有题目的情况。通常而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问题对考生提升

通过率有很大帮助。建议考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时间管理：

 预留合理时间阅读案例。根据总分 100 分和 1考试时间 180 分钟，考生花在每 1分上的时间尽量控

制在 1.8 分钟内，即如果是 10分的主观题，考生应在 18分钟内完成对该题的回答。

 围绕答题提纲撰写回答。考生在阅读题目信息时，可以同步对相应问题形成初步的答题提纲，根据问

题的分值分配答题点的数量，一般遵循 1个答题点 1分的原则。在正式作答环节，尽量使用简单段落

语句，切记不要大篇幅阐述同一个观点，重复观点将不得分。

 模拟考试环境适当训练。建议考试充分利用 ACCA官方提供的各类学习资源（历年真题、样卷等)，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考试模拟训练，提升自己考试过程中的答题效率，也避免因不熟悉考试形式或考试

系统从而出现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3.4 充分利用平台学习资源

 熟悉 ACCA官方发布的考试大纲（Syllabus）

 参考思维导图（Mindmap）

 浏览教学短视频（MAX）

 阅读技术性文章（Technical articles）

 熟练操作机考练习平台（Pract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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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考官报告（Examiner report）

 了解考试答题技巧 （AA exam technique）

 参加模拟考试与考试解析讲座（AA progress test）

最后，预祝各位学员在 12月考试中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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