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铂金级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认可的培训 

合作伙伴

 持续不断地培育ACCA获奖者

 已培养数以千计的学员

 2018年被JobsCentral学习、培训及教育发展奖 

评为通信及传媒、计算机科学与资讯科技以及销

售与营销学科最佳私立教育机构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考试预备课程

国际财会基础资格 
(FIA)系列证书课程



KAPLAN 简介

Kaplan是新加坡领先的专业会计和金融课程培训机构之一，迄今已培训了数千名学生。 

Kaplan被合作伙伴授予多项荣誉，表明我们在致力于制定卓越的教学标准以及为学生提供杰出的支持和学习设施方面受到业内的广

泛认可。作为被公认拥有敬业讲师并能实现优异考试通过率的培训机构，Kaplan将为您提供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助您充满自信地在

充满挑战的会计和金融行业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选择K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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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资格认证能让您的简历脱颖而出，向雇主展示您具备了必要的技能和经验，极大地改善您的就业选择。此外，获得资

格认证后还有许多其他优势。

全球广泛认可

ACCA资格证书由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颁发，ACCA是全球领先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在181个国家拥有超过18.8万名

会员和48万名学员。该资格认证基于以全球教育水平为基准的国际会计标准，使这些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相关性。除

此之外，您还有机会在学习ACCA资格认证课程*的同时，获得由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颁发的应用会计学(荣誉)理学士学位。

需求强劲的专业资格

ACCA资格证书为您提供全球范围的就业机会。ACCA的学员和会员广泛受聘于众多领先的区域、国家和国际知名企业。

卓越不凡的品质保证

凭借100多年来在品质和卓越性方面的良好声誉，ACCA已成为一种具有品质保证的资格认证。拥有该证书，就意味着雇主

能够对您的资格与能力充满信心。

灵活弹性的学习方法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循序渐进，并通过兼读制模式在工作职责和学习之间取得平衡。您可借助已经获得的相关财务和会

计方面的学术资格来免修部分课程，以便更快地取得ACCA*资格认证*。此外，您可选择从审计到管理会计的广泛课题，让

您有机会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 受ACCA的条款与条件限制。
** 仅适用于专业级别的考试，选题范围从高级财务管理 (AFM)到高级审计与认证业务 (AAA)。

如果您有志于从事金融、财务与

会计方面的工作，那么下一步就

应选择考取ACCA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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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资格证书？ 



04

学业发展途径

国际财会基础资格 (FIA)证书课程

ACCA 学士学位课程

朴茨茅斯大学
-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专升本)

都柏林大学
- 商学学士(荣誉)学位
(专升本)

埃塞克斯大学
-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专升本)

诺森比亚大学
-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专升本

学业发展途径概述



国际财会基础资格系列证书 (FIA SUITE)简介

国际财会基础资格 (FIA)系列证书课程侧重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核心技能，以及会计在

企业高层所发挥的更广泛的作用。该课程包含一系列认证，其中包括由特许公认会计师公

会 (ACCA)所颁发的证书和文凭。在取得ACCA商业会计文凭(规范资格框架(简称RQF)四
级)后，您就能符合参与ACCA认证的资格，并免修AB到FA的课程，而从LW课程开始继续

学习。

取得国际财会基础资格系列证书将让您有资格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这取决于您成功完成

的资格认证课程的数量。凭借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您将能够从事多种

初级会计或簿记工作；而获得完整的注册会计技师资格之后，您就能担任金融领域的监督

和管理相关职务。

如果您没有任何会计领域相关资质，我们建议您从第一个证书(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

课程开始学习。该证书大致相当于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CSE)级别，您可以此为起点，继续

攻读其他资格证书课程。

入学要求

财务交易记录 (FA1)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商业交易和文件编制

的主要类型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学习如何

将它们记录在会计系统中，一直到试算表

的编制。

管理信息 (MA1)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组织机构中提供基本

管理信息的知识与理解，以便为管理层的

计划和决策的提供支持。

管理成本和财务 (MA2)

学习如何准备、处理和提供基础成本信

息，以便为管理层在各种不同商业环境中

的计划和决策提供支持。

财务记录和记帐 (FA2)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与财务记录和记账有

关的基础原则和概念的知识与理解，以及

对于使用复式记账会计技术(包括编制基础

财务报表)的熟练度。

商业会计 (FAB)

该课程介绍与商业相关的知识与理解，及

其环境，以及对组织结构、会计和其他关

键业务职能的影响，从而对组织及其人员

和系统的效率、效能及诚信管理和发展做

出贡献。

管理会计 (FMA)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管理会计技能的知识

与理解，以便为管理层在各种不同商业环

境中的计划、绩效控制和监测提供支持。

财务会计 (FFA)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与财务会计有关的基

础原则和概念的知识与理解，以及对于使

用复式记账会计技术(包括编制基础财务报

表)的熟练度。您也将学习解读财务报表的

基本技巧。

课程单元和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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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会基础资格系列
(FIA Suite)简介

课程免修

ACCA允许具备相关资格的学员免修部分课程。所有学员都必须联系ACCA，以确认他们 

可以免修的课程。有关免修课程的详情，请浏览http://www.accaglobal.com/exemptions

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二级和三级)

 最低年龄16岁
 学历要求:GCE‘N’水准或同等水平

 语言能力:雅思4.5或通过GCE‘N’水准或

 同等水平的英语考试

ACCA商业会计文凭(RQF四级)

 最低年龄16岁
 学历要求:GCE‘O’水准或同等水平

 语言能力:雅思5.5或通过GCE‘O’水准 

 或同等水平的英语考试



国际财会基础资格系列证书 (FIA SUITE)简介

课程结业要求

要获得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二级)，您需要注册成为国际财会

基础资格证书课程的学员并达成以下条件:

 通过两门考试:财务交易记录 (FA1)和管理信息 (MA1)
 完成标题为《职业素养基础》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课程单元

课程持续时间

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二级)考试于每年6月和12月以机考和笔试

两种形式进行。您可以在6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此证书课程。但是，您

必须在考试之前或之后完成《职业素养基础》课程单元才能获得此证书。

就业机会

您可以从事以下各类会计支持岗位的工

作，包括:

 中小企业的初级会计文员/

 初级簿记员岗位

 大型组织机构或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的会计部门内的多种初级

 会计管理岗位

学术发展途径

您可以继续深造，完成ACCA财务和管

理会计文凭(RQF三级)或者ACCA商业

会计文凭(RQF四级)。

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二级)

就业机会

您可以从事以下各类岗位的工作，包括:

 中小型组织机构的簿记员或成本核算 

 文员岗位

 大型组织机构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会计部门内的多种会计管理岗位

学术发展途径

您可以继续深造，完成ACCA商业会计文

凭(RQF四级)。

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

就业机会

您可以从事以下类型的工作岗位:

 商业组织或会计实务中的基础簿记 

 实习会计师

 公共部门的会计文员

学术发展途径

 毕业生可选择继续攻读ACCA
 希望考取注册会计技师 (CAT)的学员 

 将需要:

1. 完成以下3项额外专业考试中的2项： 

  ACCA税务证书(FTX)
  ACCA财务管理证书

  ACCA审计证书(RQF四级)

2. 在会计岗位上获得1年相关实践经验

ACCA商业会计文凭(RQF四级)

课程结业要求

有关如何获得该文凭的更多详情如下所述:

如果您尚未获得任何正式资格，或者您已成功完成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

文凭(RQF二级)和/或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您将需要达

成以下条件:

 通过三门考试:商业会计 (FAB)、管理会计 (FMA)和财务会计 (FFA)
 完成标题为《职业素养基础》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课程单元(如果您之

前已成功完成此单元，则无需重复学习)

课程持续时间

ACCA商业会计文凭(RQF四级)考试于每年6月和12月以机考和笔试两种

形式进行。您可以在6个月内完成此文凭课程。但是，您必须在考试之前

或之后完成《职业素养基础》课程单元才能获得此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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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会基础资格 (FIA)证书预备课程

课程结业要求

要获得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您需要注册成为国际财会 

基础资格证书课程的学员并达成以下条件:

 通过两门考试:财务记录和记帐 (FA2)和成本与财务管理 (MA2)
 完成标题为《职业素养基础》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单元(如果您之前已

成功完成此单元，则无需重复学习)

 注意:您可能希望在尝试考取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之前，

先完成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二级)。其能力水准大致相当于

GCE ‘A’水准。

课程持续时间

ACCA财务和管理会计文凭(RQF三级)考试于每年6月和12月以机考和笔试

两种形式进行。您可以在6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此证书课程。但是，您

必须在考试之前或之后完成《职业素养基础》课程单元才能获得此证书。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简介

入学要求

 年满18岁
 考生须具备至少2个GCE‘A’水准的学分和3个GCE‘O’水准的学分(包括 ‘O’水准英语和数学学分)

 语言能力:通过GCE‘O’水准英语考试

课程免修

ACCA允许拥有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或其他专业资格的学员免修部分课程。此外，您也可以通过国际财会基础资格(FIA)商业会

计文凭来获取ACCA资格。所有学员都必须联系ACCA，以确认他们可以免修的课程。有关免修课程的详情，请浏览http://www.
accaglobal.com/exemptions

课程单元与学习成果

您将需要完成两个级别的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共包括15项考试，您需要通过其中的13项考试(除非获许免修)。

应用知识

商业会计 (AB)，此前称为F1

该课程介绍与商业相关的知识与理解，及其环境，以及对组织结构、会

计和其他关键业务职能的影响，从而对组织及其人员和系统的效率及诚

信管理和发展做出贡献。

管理会计 (MA)，此前称为F2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如何准备和处理基础成本和量化信息的相关知识与

理解，以便为管理层在各种不同商业环境中的计划和决策提供支持。

财务会计 (FA)，此前称为F3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与财务会计有关的基础原则和概念的知识与理解，

以及对于使用复式记账会计技术(包括编制基础财务报表)的熟练度。

应用技能

公司法和商法 (LW)，此前称为F4

该课程旨在传授对于一般法律框架的理解以及与商业相关的特定法律领

域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认识到在必要时寻求进一步专业法律意见的需

要。

绩效管理 (PM)，此前称为F5

该课程旨在传授将管理会计技术应用于定量及定性信息应掌握的知识和

技能，以用于规划、决策、绩效评估和控制。

税务 (TX)，此前称为F6

该课程旨在传授适用于个人、单个公司和集团公司的税务系统的知识与

技能。

财务报告 (FR)，此前称为F7

该课程旨在培养在理解及应用会计准则和理论框架来编制实体(包括集

团公司)的财务报表时，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如何分析和解释这些

财务报表。

审计与鉴证 (AA)，此前称为F8

该课程旨在传授在专业监管框架内，实施认证业务及其应用过程应掌握

的相关知识和理解。

财务管理 (FM)，此前称为F9

该课程旨在培养财务经理在投资、融资和股息政策决策方面所应具备的

知识和技能。

战略专业阶段的必修内容

战略商业领袖 (SBL)，此前称为P1和 P3 

运用卓越的领导力和道德操守以身作则，并在组织内部推广积极向

上的文化，以整个组织的视角来管理绩效、实现价值创造。此外，

评估组织治理和代理体系的有效性并认识到董事会或其他代理对于

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包括组织的社会责任和报告影响、组织相对外

部环境的战略地位以及内部资源的可用性)，以确定可行的战略选

择。

战略商业报告 (SBR)，此前称为P2 

将道德和专业原则应用于伦理困境并探讨不道德行为的后果；评估

财务报告框架的适当性并对会计监管制度的变化进行批判性的讨

论；将专业判断应用于一系列实体的财务业绩报告；编制实体集团

的财务报表。

战略专业阶段的选修内容(4选2)
高级财务管理 (AFM)，此前称为P4 

按照对于高级财务主管或顾问的预期要求，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并行使专业判断，来做出或建议与组织财务管理有关的决策。

高级绩效管理 (APM)，此前称为P5

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行使专业判断，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中选择

并应用战略管理会计技能，并对评估组织的绩效及其战略发展作出

贡献。

高级税务 (ATX)，此前称为P6

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行使专业判断，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关于主

要税务对财务决策和财务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的相关信息和建议。

高级审计与认证 (AAA)，此前称为P7

在最佳实践和当前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评估并总结认证业务和其

他审计与认证问题。

基础课程(9项考试) 专业课程(4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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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简介

机考选项

灵活的考试方式

ACCA的学习非常灵活，每年有4次笔试机会可供选择，而且一些指定单元还提供机考

(CBE)选项，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完成相关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参加考试。

考生可在一年中尝试最多8项不同的考试，每个考试窗口期最多可选择4项考试。

专业水平考试的进度规则

自2015年9月起，学员能够按照任何顺序参加其专业水平考试 (SBLAAA)。参加AAA考试的

学员应当在学习AAA考试课程之前或同时继续参加SBR考试。

在专业级别，学员将有一个7年的时间限制来通过所有的专业水平考试(SBL、SBR和两项

可选考试)。如果学员未能在此期限内通过所有的专业水平考试，则需要重考时间已超过7
年的考试项目。此7年的时间限制从学员通过第一门专业水平考试开始计算。

这些变化将确保我们的所有学员都拥有公平且平等的成功机会，同时也向雇主确保学员和

ACCA成员将继续拥有雇主所重视的相关的最新知识。

学习辅助

MyKaplan网络混合式学习

MyKaplan网络混合式学习突破传统学习的界限，为您提供全面的灵活性，让您自主选择学

习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结合了广泛的网络资源、预先录制的导师对于重要课题和问

题的指导、专属的学习材料，以及能对您的进度提供即时的个性化反馈的评估。

开课情况

培训课程

整期培训课程于每年的1月 ( 为6月考试做准备)和7月(为12月考试做准备)开课。

全日制

全日制课程在上午或下午开课。全日制课程也面向来自海外的留学生。

兼读制

兼读制课程在晚上和/或周末开课。

复习课

复习课于每年的5月( 为6月考试做准备)和11月(为12月考试做准备)开课。

就业机会

毕业后，您可以在以下领域寻找职业机会:

 审计

 战略业务规划

 财务和信贷管理

 税务

 财务报告管理 

 财务管理

 会计

学术发展途径

学员将能够修读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应用会计学(荣誉)理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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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导师计划简介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导师项目

ACCA资格证书课程的在读学员将有机会获得由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颁发的

学士学位。该项目让ACCA学员在成功通过ACCA基础级水平考试后，能

够获得由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颁发的应用会计学(荣誉)理学士学位。

资格条件

要获得应用会计学(荣誉)理学士学位，您必须:

 在通过3项ACCA基础考试(FR、AA和FM)中的任何一项

之前，选择修读英国ACCA理学士学位

 持有受承认的英语语言资格证书和成绩单(如适用)，而且

必须在FR、AA和FM通过之前提交且获得ACCA批准

 通过3项ACCA基础考试(FR、AA和FM)，并根据要求通

过其他考试，以便成功通过全部9项基础级考试

 在提交项目课题之前，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规定日期内

完成ACCA职业道德单元

 完成并通过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研究与分析项目

 在最初注册ACCA职业资格起的10年内，完成理学士学

位课程(即使您在此10年期间从一个ACCA资格课程转换

为另一个课程)

在向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提交研究和分析项目之前，您必须已

成功通过基础水平考试(AB-FM)，并且已完成职业道德单

元。您需要向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支付您的项目提交费用。

只要您有资格报考战略商业领袖、治理、风险和道德考试，

您就可以通过MyACCA来学习职业道德单元。

课程结构

辅导课

这些教程将向您传授完成研究报告和技能与学习声明所需的

必要技能。包括:

 选择课题

 研究和分析方法

 撰写报告

 与导师沟通

 汇报技巧

 编写技能与学习声明

 提交程序

网上指导

旨在为您编写技能与学习声明提供指导和支持。此项在线辅

导由Kaplan的导师提供。不过，如果您需要额外的帮助，

也可以与我们的导师预约会面，讨论您所面临的挑战。

小组汇报

根据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要求，您将有机会向您的同学就报

告内容进行一次15分钟的汇报。

ACCA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批准的《研究和分析项目指南》

此外，学员将获得由Kaplan出版公司发行、经ACCA/牛津

布鲁克斯大学批准的《研究和分析项目指南》，其中包括报

告的推荐课题列表以及有关如何进行研究的大量指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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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员注册与国际学生申请流程

国际学生申请流程学生会员注册

程序

所有修读ACCA/FIA系列证书课程的学员都必

须通过www.accaglobal.com/applynow在网

上注册ACCA会籍。

学员必须在网上提交以下文件:

 用信用卡/借记卡支付79英镑的注册费

 所有教育和专业证书及详细成绩单的扫描件 

 (并提供正式的英文翻译)

 身份证或护照的扫描件

 护照尺寸的照片

 用信用卡/借记卡支付112英镑的年费

建议学员在ACCA规定的截止日期前20天注

册。ACCA对于在规定截止日期后收到的任何

迟交申请材料恕不受理。

ACCA将需要大约15个工作日来处理会员申

请。您会收到一个专属的ACCA会员号码，用

于登录MyACCA在网上进行考试报名。

如果您在提交材料后撤回学生会员注册申请，

将不会获得退款。请注意，提交ACCA和FIA
系列证书课程注册申请的责任由学员自行承

担。

10

查询入学要求

查看您感兴趣课程的入学要求。如果您已获得的学位或证书

未在列表中，请发送电邮至 contact.sg@kaplan.com与我们

联络了解更多课程详情。
01

支付学费

当我们收到您所需提交的所有文件后，您就可以通过现金/

NETS/借记卡或信用卡(万事达卡/维萨卡/美国运通卡/银行

汇票/支票/电汇/PayPal)等方式支付学费。
04

学生准证审批

当您被录取之后，我们将发送确认电子邮件。新加坡移民与

关卡局(ICA)需要两至四周的工作时间来处理学生准证的申

请，然后才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05

学校报到和领取学生准证

当学生准证获得批准之后，移民局会签发学生准证批准信

(IPA)。该批准信将会电邮给您本人。请在课程开课日期前至

少提前两周向学校报到，并前往移民局完成学生准证的办理

手续。

06

准备和提交文件

国际学生必须申请学生准证才能在新加坡修读全日制课程，

并且只有在准证获批后才能够在新加坡上课。请注意，学生

准证持有者绝对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无论有偿还是无

偿)。请准备好我们在国际学生申请材料列表中列出的所需

文件并提交至 contact.sg@kaplan.com

02

03
入学程序

收到所有所需文件后，申请将被送至我们的招生部门(AO)进

行核实。如果无需进一步的验证，招生部门将向学生发出录

取通知书。同时，该申请也将被转至我们的学生准证申请部

门(ERO)，将国际学生的学生准证申请提交给新加坡移民与

关卡局(ICA)。



KAPLAN:您的首选

作为ACCA的注册培训合作伙伴，我们致力于为修

读FIA和ACCA课程的学员提供高品质的指导及学习

体验方面的支持。

一站式机考中心
Kaplan高等教育学院是新加坡ACCA和FIA系列证书考试认可的机考(CBE)中
心。ACCA资格证书考试基础级的前7项考试以及AB、MA、FA和LW(英语和

全球)考试都可使用机考。机考也为补考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可供学员随时补

考。学员使用机考进行补考的次数没有限制。

MYKAPLAN网络混合式学习
MyKaplan网络混合式学习突破传统学习的界限，为您提供全面的灵活性，让您

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结合了广泛的网络资源、预先录制的导

师对于重要课题和问题的指导、专属的学习材料，以及能对您的进度提供即时的

个性化反馈的评估。

灵活的时间安排
我们提供灵活的学习安排，让学员可以在工作、家庭和其他重要职责之间取得平

衡。您可以选择全日制或兼读制培训课程。

经验丰富的讲师团队
借助经验丰富的讲师，我们致力于持续激励及奖励那些在会计专业知识方面取得

卓越学术成就的ACCA学员。我们非常自豪地宣布，迄今为止，我们在新加坡已

拥有超超过500名ACCA获奖学员。

获认可的铂金级培训合作伙伴
作为获ACCA认可的知名铂金级培训合作伙伴，我们必须遵循最高标准，为学员

提供最佳的成功机会。

11

超过

获奖者

2018年4月1日- 2019年3月31日

为什么KAPLAN
作为您的首选?

名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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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FIA系列课程讲师团队

Irwin Luo
 ACCA正式会员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曾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

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致辞

 7次获得ACCA专业考试奖

 拥有广泛的行业经验，包括

曾在德勤任职，在吉宝企业

担任战略顾问，并在深度科

技初创企业中担任高管职务

 以能与学员建立亦师亦友的

良性关系而享誉在外

Yeo Ai Ling
 10多年来，她一直担任大专和

本科教育中商业会计课程的讲

师，同时也辅导ACCA和FIA等

专业考试。

 她在课堂上积极引发学员思

考，并注重关键知识点，从而

打造了高效的学习环境，帮助

许多学员实现了他们的学习 

目标

 在担任讲师之前，她从事于商

业分析和内部培训领域的工作

 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 

拥有财务经理和财务专业人才 

(优秀)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拥有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学士 

学位

Irene Teng
 在财务会计领域有超过

20年的教学经验 

 在东南亚各学术机构和

大学讲学，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

 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一

家跨国公司从事会计工

作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

 她在课堂上的专业知

识、耐心讲解和专心致

力赢得了学生的一致赞

誉

Kweh Soon Han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 

(荣誉)学士和法学

硕士

 拥有在英国布拉德福

德大学和澳大利亚科

廷大学任教的丰富教

学经验

 目前为执业律师， 

并担任公司和社区/

社会团体以及协会

的法律顾问和公

司秘书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战略

管理理学硕士

 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会员

 英国诺桑比亚大学商业研究 

(荣誉)文学士

 1991年获得英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拥有十年以上在大型企业从事会 

计工作的经验

 拥有在英国、越南、香港、 

上海、吉隆坡和新加坡教授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证书课程的丰富教学经验

 以其丰富的经验、幽默的教

学方法以及全身心投入帮助

学员通过ACCA专业考试的

敬业精神而闻名

Martin Windle

Mikki Ng Hui Jun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ACCA正式会员

 拥有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

学理学士(一等荣誉)学位

 自毕业以来，一直担任管

理报告和业务规划与分析

领域的区域性职务

 自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课程的

导师

 坚定地支持继续教育，并

且热衷于帮助每一位学员

实现其目标

 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会计学学士学位

 新加坡会计师协会 (ISCA)的注册

特许会计师 (CA Singapore)
 新加坡特许税务专业人士协会

(SIATP)的特许税务顾问

 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担任税务执业工作

 拥有超过10年的税务经验， 

曾为众多知名客户提供税务咨

询和合规性服务

 擅长税务科目的教学

Lee Yuet Lai Monaliza Swatan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

会员 (FCCA)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

(ISCA)的注册特许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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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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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Mullany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CA)，
同时拥有会计与金融硕士学位

 在担任审计师7年后，Angela发现了

对学习的热情，并投入20多年的时

间致力于财务会计和认证领域的 

教育

 曾在伦敦ACCA担任教育顾问，

是财务会计和审计考卷的出题小

组成员之一

 她曾在德勤新加坡分部担任学习

项目主管，负责为从应届毕业生

到合伙人的所有层次制定和管

理学习项目

 拥有财务会计和保险领域广泛

的授课经验，编写过多本教

材，并开设了许多定制的内

部课程



ACCA/FIA系列课程讲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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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正式会员

 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

(CIMA)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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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获奖者，热衷于让

自己的课程兼具吸

引力与系统性

Vandana Khialani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正式会员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ISCA)的注册

特许会计师(CA Singapore)
 都柏林大学金融学理学士一等荣誉硕

士学位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学理

学士一等荣誉学位

 于新加坡税务学院完成高级税务课程

 拥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制造工

程学(荣誉)学位

 教授税务和管理会计考试课程，并指

导学员完成ACCA/英国牛津布鲁克斯

大学学士学位课程

 许多学员都从她充满热情且系统化的

教学方法中受益

Joanna Cheong

Kelly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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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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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Hui Yee
 南洋理工大学会计

学学士

 曾就职于一家公共

会计师事务所，之

后加入教育部以追

寻其教学理想

 拥有超过15年的会

计学教学经验

 坚信可通过富吸引

力的系统化教学方

法来帮助学员构建

坚实的会计基础

 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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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仅29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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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担任新跃大学讲师

 Kaplan最直率的导师之一，

热衷于为其课程注入招牌式

的幽默和管理洞察

Yuen Yuen

Elizabeth Ng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协会(ISCA)的注

册特许会计师(CA 
Singapore)

 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拥有20多年的金融

和会计专业经验

 她在辅导教育方面

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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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Xiao Qi
 英国巴斯大学教育

学硕士(优秀)学位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

 拥有丰富的会计学

教学和行业经验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

(ISCA)和新加坡特许税务专

业人士协会(SIATP)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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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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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学员感言

 

Yu Sandar Win ACCA获奖学员 (2018)
P2 战略商业报告*

在我大学同学的推荐下，我决定选择Kaplan来帮助我备考ACCA。Kaplan是我们的首

选，因为它是ACCA认可的铂金级培训合作伙伴，地理位置便利，拥有完善的设施、丰

富的课程和学习材料以及经验丰富的讲师团队。另一方面，报名ACCA备考课程让我能

更专注于学习ACCA课程。我充分利用了Kaplan提供的所有学习资料，并强烈建议考

生通过FA之后立刻报考P2，因为这两项考试内容有很多重合之处。经常与讲师和朋友

讨论能强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还能防止混淆相似概念，这对通过考试很重要。”

* 2018年6月考试成绩。

Lee Huai Ping ACCA获奖学员 (2018)
P6 高级税务*

Kaplan拥有良好的声誉，在业内备受认可，还是ACCA认可的铂金级培训合作伙伴。

学校的位置十分便利，可以方便乘搭公共交通抵达。Kaplan与其他培训机构相比最大

的不同是它的讲师团队。Kaplan的讲师更加友好，更加知识渊博，同时也对学校外的

现实审计工作更加了解。我的经理们对我从这门课中所学到的内容表示非常满意。”

* 2018年6月考试成绩。

Nguyen Hoang An ACCA获奖学员 (2018)
F6 税务*

在仔细比较了ACCA认可的不同培训机构之后，我选择了Kaplan，因为它地理位置优

越，同时有完善的设施和强大的师资。它的图书馆资料丰富，让我更好地了解新加坡

税务。在考试时，除了列出计算过程，我还会写出对步骤的解释，让考官更明白我的思

路。Kaplan考试套件对于准备考试非常有用，不要犹豫向讲师提问，因为他们是能提

供帮助的最佳资源。”

* 2018年6月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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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学员感言

Liang Yin Ching ACCA获奖学员 (2018)
P3 战略商业领袖*

 “与其他培训机构相比，Kaplan有更多的学习空间。由于其地理位置非常便

利，在上学的路上很容易能吃到食物，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希望成

为一名合格的ACCA会员，可以自信地在工作中运用我所学到的知识。 

* 2018年6月考试成绩。

Jonathan Tan ACCA获奖学员 (2018)
P3 战略商业领袖*

 “我一开始决定攻读ACCA资格认证时，曾在多个不同的培训机构之间选择。 

Kaplan最终脱颖而出，因为它是ACCA认可的铂金级培训合作伙伴，而且很多人都

推荐这里的讲师。 

* 2018年6月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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