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 与悉尼大学课程对应
下面对于 CPA 专业级考试和悉尼大学对应的课程介绍一下， 这样方便大家合理
的选择考试课目。 一般 CPA 考试和澳洲大学的内容是有相似度的。 所以通常
最佳考试时间就是在学校刚学完相关科目或者正在学相关科目是报考 CPA 相关
科目考试。
01

Ethics & Governance 难度系数：中等偏低
首先 CPA Ethics&governance 说起。 这门课主要偏理论， 考试保过选择题和
extended response questions（问答题， 或者 case 分析题）。基本把书学
习边并且能在考试时候找到相关答题区间的同学基本都能过。 主要章节偏向道
德和公司管理部分。对应悉尼大学课程悉尼大学 ACCT6120 这门课程。 但是其
实期中一些小的关于道德的概念在 ACCT6007 等课程中也有少量涉及。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财会知识很熟悉的人： 简单 已经遗忘之前学习内容的
人： 偏难
Financial reporting 这门课考试还是选择题和大题的组合版本， 但是 2017 年
这门课的官方考试中出现了两个新题型： 这两个新题型其实就是对原来大题部
分的两种不同回答格式。 官方出现的指导是这样的。

“Where previously in the extended response section candidates may
have read a case study and typed an answer in the form of written
sentences, candidates now use the following methods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1. In one of the question types, candidates will use the mouse to
"drag and drop"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from options in a list to
an answer space.
2. In the other question type, candidates will type a numerical response
into a spreadsheet”
所以说 CPA 近几年还是尝试了一些小创新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其实总括
了财务会计的主要内容。

期中简单基础的一些分录概念部分会涉及到基础会计 ACCT5001 中的内容，从
Module3 开始，revenue,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assets,
income taxes, impairment of asset, financial instrument 是 ACCT6001 的
内容。 其中占分比值最大的一部分 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group
accounting 是 ACCT6010 的主要内容。 所以一般这三门课都学完的同学如果
基本功相对扎实可以简单复习两天就可以获得通过。 但是如果对学习内容遗忘
的比较多的学生都能要多花一段时间去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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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难度：中等
考试形式： 选择+大题。 很多人感觉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SMA）和学校学习的管理会计很像。 其实 CPA 专业 LEVEL 这门课偏理论
多一下。 不是像我们们在悉尼大学学习的 ACCT5002 这门课里面的大量计算
ABC， CVP 等计算一样。但是这门的它是假设 ACCT5002 里面的计算考试的
人是已经会的。 因为你会发现在学校学习的管理会计的计算在 SMA 这本教材
中被放在了 appendix 里面。下面看一下这门课的具体内容。

第一章还是和管理会计相关，之后的章节小伙伴们就会发现画风突变，， 貌似
和正常的管理会计没有太大的相似部分。但是其实真正学习， 大部分同学反应
SMA 各章节内容容易理解， 专业性和技巧请没有那么大。 主要需要把书上内
容熟悉，考试时候能找到相关大题区间就可以。所以这门课程定义难度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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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难度成谜！！！！！

注意啦！这门课的考试形式完全被颠覆啦。我们看一下官网的指导：

“From Semester two 2017,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exam
will no longer be based on "pre-seen" case studies. Instead
candidates will be presented with case studies within the exam. The case

studies will be shorter than those currently used and will be easily
read and understood within the existing exam time available.”
以上也就是说， 之前这门考试的画风和 BUSS6000 final 很像。 考试前给大家
一个 case， 让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考试前把书上每一个学过的 theory，
model 都和 case 分析好。 考试的时候就是看题找答案然后就是抄抄抄答案的
过程。 但是现在木有了。 现在的画风是： 考试的时候给大家简短的 case， 不
能提前准备哦。 所以目前就需要大家在考试之前熟悉重点模型和理论， 然后考
试时候应用模型分析。
当然， 这门课还是理论为主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虽然各个学校没有任何一门课适合这门课绝对相似的。 但是其中很多模型大家
多多少少都会在一些会计配套设置的理论课程比如 BUSS6000， BUSS5020 等

课程上学过。 并且内容相对容易理解. 所以对于善于分析 case 的同学难度不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