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注册会计师 (CPA)
预备课程

®

 在新加坡提供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的获授权教育机构

 新加坡最资深的同类课程教育机构(自2011年)

 已帮助超过1500名注册会计师课程的学员备考

 获选为2017和2018年财务管理最佳企业培训机构*

 获选为新加坡三大最佳私立教育机构之一 

(2013年至2016年)**

 *  2017 & 2018年JobsCentral学习、培训及教育发展奖(JobsCentral  
    Learning Training & Development (T.E.D.) Awards)

 ** AsiaOne 民众票选奖

首家为本地和国际学员提供全日

制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 的私立
教育机构1ST



隶属于新加坡楷博金融学院 (Kaplan Learning Institute)，是新加坡领先的专业会计和财务课程培训学校之一，迄今为止已培

训出数千名学员。

Kaplan金融学院荣获过多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所授予的奖项，充分彰显了我们致力于成为杰出学习培训机构并为学员提供卓越支持

的愿景。Kaplan金融学院拥有专职讲师以及有案可稽的杰出通过率记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学院将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与

信心，让您在充满挑战的会计和财务行业脱颖而出。

为何选择KAPLAN金融学院?

KAPLAN 金融学院简介

倍受认可的资格认证
ACCA认可培训机构 (ALP) StudentTuition铂金级资格，新加坡会计发展局

(SAC)新加坡 (CA)项目基础和专业课程认可学习组织 (ALO)，澳洲注册会计

师 (CPA Australia)课程的培训机构，CAIA培训机构，新加坡特许金融分析

师课程的 (CFA Singapore)独家培训机构。

课程广泛
设有一整套面向各种级别

的、完善的专业会计和金

融课程。

经验丰富
至今学院已培训数以千计的学员。我

们拥有规模最大的会计和金融讲师团

队之一，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随时借

鉴的宝贵经验。

交通便利
我们位于Wilkie Edge以及PoMo的城

市校区，让您的学习更便利。

声誉卓著
获选为2017和2018年财务管理最佳

企业培训机构。

获选为新加坡三大最佳私立教育机构

之一(2013至2016)。

理由



澳洲注册会计师预备课程®包含两个层级的课程:基础课程和澳洲注册会计师
®
课程。新加坡楷博金融学院提供这两个层级的全日制和

兼读制课程模式，全日制课程对本地和国际学生开放。

CPA(澳洲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彰显了拥有者兼具战略业务技能和领导力以及技术严谨性。该执业资格充分

代表了会计和金融领域知识的深度、广度和质量。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
®
是一门结合教育和实际经验的严谨课程，并包括教育科目和

综合性的职场学习。

澳洲注册会计师预备课程®简介

基础课程为来自非会计学术背景的学员提供学习澳洲注册会计

师课程®的途径。这些基础课程涵盖了要成为注册会计师所需

的所有知识。

根据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CPA)®对您申请的评估，可豁免参加

某些科目考试。

	 会计基础—此项考试课程涵盖适用于不同类型商业实体的

基本会计概念知识，包括会计目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以及对于

在复式簿记系统中记录交易性会计数据的简介。此外，课程还

涉及资产的收购与处置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

	 经济与市场学—此项考试课程涵盖经济学和各种定量分

析方法。课程内容涵盖经济学领域的供需、弹性理论、生产效

率、市场结构和市场失灵等主要微观经济学概念。此外，它还

涉及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概念以及包括计算国家重要经济措施

在内的金融经济结构。在定量分析方法方面，课程涵盖了统计

分析的主要工具，例如描述性统计、频率分布及概率、假设检

定、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及关联性。

	 商法基础—此项考试课程涵盖与商业环境相关的一般法律

知识、合同法的基础知识以及对商业中存在的责任与风险的理

解，尤其是与企业实体相关的内容。

	 企业财务—此项考试课程涵盖对包括资本、投资、融资和

风险评估与管理在内的企业财务及财务职能的理解。此外，课

程还包括对实体财务状况的分析与管理、投资组合管理以及长

短期财务管理。

	 财务会计与报告—此项考试课程涵盖对财务报表的格式和

功能的理解，包括对财务报表的分析和解释。此外，课程还涉

及针对合并的公司集团制作财务报表以及外币换算。

	 管理会计—此项考试课程涵盖对于以下内容的理解:管理

会计的发展，以及管理会计用于计算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以及制

定和管理预算的工具。此外，课程还涵盖绩效管理和控制、项

目备选方案的规划与评估，以及对于管理的性质、功能、结构

和运作的理解。

CBE: 基础考试采用机考 (CBE)，由我们的考试合作伙伴

PearsonVUE负责。每位考生需要在3小时15 分钟内完成随机

发出的100道多项选择题。

所有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的考试均为基于新加坡税法以外的

学习指南和教材的开卷考试，题目包括多项选择题和问答题。

选修科目的考试仅采用多项选择题。

   基础课程

• 三月和九月

• 全日制:每个科目12节课(36 小时)

• 兼读制:每个科目8 节课(24小时)

   开课时间

   考试形式

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为来自会计学背景的学员提供所需的专

业知识，帮助他们踏上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学习之旅。

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包括四门必修科目、两门选修科目，以

及让您掌握能够脱颖而出的技能的实践经验部分。

	 道德与治理—此科目为考生提供成为专业会计师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以便在严苛而不断变化的全球商业环境中有效发挥

作用。此科目旨在培养专业会计师的一系列职业道德、价值观

和态度。

	 战略管理会计—此科目旨在培养专业会计师通过使用各种

战略管理工具和技术，为企业组织创造、管理及提升可持续价

值的能力。

	 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编制一

套可在不同司法管辖区通用的财务报表的全球性可迁移技能。

该科目旨在促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以及在会计专业领域践行

强大的道德价值观。

	 全球战略与领导力—此科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员理解那

些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和领导力实践提供支持的概念和原理，并

培养他们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现实商业案例的能力。

	 高级审计与鉴证—此科目旨在帮助学员掌握以下方面所需

的知识:制定及应用审计程序，了解企业实体和环境以获取及

评估审计证据，以及培养审计专业人员在全球任何地方执行审

计与认证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在道德、价值观和态度方面的专业

判断和认知。学员将了解符合相关国际声明的审计结论和报告

要求。他们将认识与认证业务相关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

	 澳洲税法-高级—此科目探讨适用于各类商业结构和投资

实体的所得税法、商品和服务税、国际税以及反避税制度的各

种复杂税务问题。此外，课程还涉及复杂业务结构和企业财务

方案的税务影响，以便培养学员相关的技能，使其能够为企业

客户提供建议。

   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

• 一月和七月

• 全日制:每个科目15 节课(45 小时)

• 兼读制:每个科目8 节课(24小时)

   开课时间

   考试形式

本手册中包含的所有信息截至印刷时 (2019 年1月)均准确无误。楷博金融学院有权视情况需要，修改这些信息。



讲师队伍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获得工商管理学一等荣誉学位

 拥有担任企业银行家的经验，之后攻读并获得教育学研究生文凭 

(优秀)

 拥有十多年的财务会计教学经验

 致力于帮助学员构建坚实的会计基础

 亲切而富有吸引力的教学风格，帮助学员成功掌握及运用所学的 

概念

 致力于传授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帮助学员达成其学业目标

Kelly Ngo

 新加坡会计师协会 (ISCA)和新加坡特许税务专业人士协会 (SIATP) 
的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CA Singapore)

 在一家声誉卓著的跨国公司开始其审计职业生涯，并从中获得了宝

贵的专业和商业经验

 在新加坡拥有多年的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会计从业经验

 兼具耐心与决心，致力于培养学员对于财务会计的兴趣

Lim Teck Chuan (Ivan)

 特许会计师和特许金融分析师

 拥有20多年的财务和会计专业经验 

 经验丰富，致力于为学员和社会创造价值

 坚信能够帮助学员学习并成长为兼顾个人独特性和团队合作精神的

优秀专业人士

Elizabeth Ng

 拥有法学硕士学位(伦敦)，专攻商法和公司法

 与新加坡领先的教育机构合作，在会计法律模块方面积累了超过10
年的丰富教学与实践经验

 坚信可通过专注而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员构建强大的会

计基础

Mohamed Malik

 毕业于ACCA专业课程，并拥有曼彻斯特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特许会计师(新加坡)

 会计和审计科目的学科专家

 职业生涯初期从事审计工作，并且同时广泛接触包括物流、零售和

信息科技在内的多个领域

 最近担任科技初创企业的财务总监，主要职责包括财务报告、司

库、企业融资及投资者关系

 参与过多种学术相关工作，包括撰写课程教材、编写及批改试卷

Wildy Chia

 用有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BA)，并因其卓越的学

术成就而担任毕业典礼的权杖员而且获得战略管理奖项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商学院 

 29 岁时就担任助理总经理的职务。

 从那时起就决定彻底转换职业，通过授课来分享自己的行业及管理

经验

 曾担任新加坡管理学院讲师

 Kaplan最坦诚的导师之一，热衷于为其课程注入招牌式的幽默和管

理洞察

Yuen Yuen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FCCA)会员

 新加坡会计师协会 (ISCA)的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CA Singapore)
 擅长全球移动税务服务，专注于税务规划和合规性领域

 在国际性会计公司拥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

 热衷于在讲课期间与学员分享其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Monaliza Swatan

 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会员

 澳洲默多克大学商学学士

 澳洲科廷科技大学会计学硕士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职业生涯始于担任房地产投资分析师

 拥有信息技术、旅游和酒店业的营销和客户管理经验

 过去16 年来，在教育和培训服务领域担任过各种管理和专业职位

Chong Kok Jong

 持有特许公认会计师 (ACCA)和注册会计师 (CPA)资质

 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金融学硕士(优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拥有17 年的授课经验，包括在义安理工学院的商业和会计学院任教 9 年
 擅长会计和商业研究大专课程的财务会计和成本/管理会计

 在2004年三次获提名并被授予学术奖(教学)

 目前在Kaplan金融学院担任澳洲注册会计师 (CPA)课程和特许公认会计

师 (ACCA)课程的讲师

 擅长包括管治、风险与道德、业绩管理和控制、税务基础、成本会计

和财务会计在内的多个领域

Yeo Siow Pin

 ACCA正式会员

 ACMA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 (CIMA)
 在审计和企业财务领域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对教学的热情始于作为学生辅导员的经历，并最终促使她转而投身

于专业教学事业

 拥有超过10年的会计学课程教学经验

 前ACCA获奖者，热衷于让自己的课程兼具吸引力与系统性

Vandana Khialani



在KAPLAN完成澳洲注册会计师
®
预备课程

超过1 5 0 0名学员

作为在新加坡教获授权提供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的培训机构，我们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体验，为学员踏上澳洲注册会计师® 

之旅提供支持。

在新加坡获授权提供澳洲注册 

会计师课程的培训机构

作为新加坡最资深(自2011年)并获授权提供澳洲注册会计师

课程®的培训机构，我们已接受根据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的严

格标准和质量保证所进行的评估，为学员提供澳洲注册会计师

课程®方面的教学支持。

经验丰富的讲师团队

凭借经验丰富的讲师团队，我们致力于通过澳洲 

注册会计师课程®不断培养学员，以确保他们能够

成功通过考试。自2011年以来，我们已经帮助 

超过1500名学员备考。



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是新加坡精深技能发展局 (SSG)的属下机构. UEN:199701260K 有效期:2018年5月20日-2022年5月19日

  6733 1877
  KaplanLearningInstitute

  kli.sg@kaplan.com
Kaplan City Campus @ PoMo

1 Selegie Road, #06-01, Singapore 188306

新加坡Kaplan金融学院

隶属于新加坡Kaplan研修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