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CPAAICPAAICPAAICPA常见问题

报考美国 CPACPACPACPA的学历要求

目前美国50多个州都要求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但是个别州在学历上的要求相对降低，比如特拉华州和伊

利诺伊州的最低学历为专科，佛蒙特州在最低学历要求上没有特别的限制。所以考生在选州时需要根据自

己的学历进行选择。

如果是中国认可的大学所颁发的自考本科或是成人教育所获得的本科文凭，也可以申请多数要求本科学历

的州，但是有一些州是不承认自学或是远程获得的学历。

报考美国 CPA时的学历认证一般需要约2-6周，要求将申请表、美金汇票、密封成绩单学历寄给 FACS

（Foreign Academic Credentials Service ）或其他申请州可以接受的教育评估机构。

报考前是否需要有实习？

美国 CPA考试不像许多其它国家的 CPA应考要求，美国 CPA的外国应考者不必于考试时就具会计相关工

作经验，也无实习要求；任何相关工作经验都可在你通过考试后再取得即可。

学历评估需要多长时间？考试申请审核需要多久？

一般在1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缅因州学历认证时间较短，在一个到一个半月左右。考试申请审核时间一般

在1个到一个半月左右。但是缅因州和关岛审核时间也较短，最快可在7-20天收到 NTS。

学历材料可以自己寄吗？还是必须是学校寄出？

只要是学校敲章的密封件，可以自己寄出



AICPAAICPAAICPAAICPA考试科目是哪些？

科目内容 题型及比重 考试时间

审计与签证 单项选择题组（占70％）和模拟

案例题组（占30％）

4.5/H

财务会计与报告 单项选择题组（占70％）和模拟

案例题组（占30％）

4.0/H

法规 单项选择题组（占70％）和模拟

案例题组（占30％）

3.0/H

商业环境 全部单项选择题组 2.5/H

考试举行时间？

美国 CPA考试为机考(CBT),一年按照四个季度分为四个 Test window开放考试，除了每年的3、6、9、

12月不能考以外其他每个月都能考试。其中要注意的是考试时间不能是美国国家假日，同时每一周周日是

不开放考试的。

考试申请步骤？

报考分为六大步骤：第一、决定你要报考和申请的州/管辖区；第二、检阅标准 CPA公告；第三、申请学

历及成绩认证；第四、申请考试；第五、填写并提出申请表格，完成付费；第六、安排考试时间。

学历评估需要多长时间？考试申请审核需要多久？

一般在1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缅因州学历认证时间较短，在一个到一个半月左右。考试申请审核时间一般

在1个到一个半月左右。但是缅因州和关岛审核时间也较短，最快可在7-20天收到 NTS。

学历材料可以自己寄吗？还是必须是学校寄出？



只要是学校敲章的密封件，可以自己寄出

申请 AICPAAICPAAICPAAICPA如何写推荐信？

一般申请美国 CPA考试推荐信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申请者的一个个人素质、性格等等，以moral character

描述为主，让（所报考点的）州对申请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是同学、朋友或者同事（老板）为申请

者写，最好在推荐信中再提下参加 CPA考试的目的。

报考 AICPAAICPAAICPAAICPA的总学分要求

在申请考试时就需要满足150个总学分，有些州则只要满足120个总学分即可(未要求修满150个学分的州

如：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加州、科罗拉多州等) 。因此考生需要根据自己的总学分情况选择报考稳妥

的州。

一般本科学历背景（双学位除外）所获得的学分多数达不到150个总学分（当然也有能够满足的，这个依

据学校不同，毕业时期不同，在总学分上还是会有差异的）。如果是本科以上学历，满足150个学分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因此在考虑选州时根据自己的总学分情况，选择考试是否需要满足150个总学分要求的州。

如果本科学历下所获得的总学分在150-160之间的，最好还是谨慎选择要求满足150个总学分才能参加考

试的州，因为评估机构在根据您所申请的州会计委员会的具体要求和标准进行学分评估时，可能会在总学

分上有所打折。

报考 AICPAAICPAAICPAAICPA海外学历认证准备哪些材料

对于非美国本土的国际申请考生，在申请美国 CPA考试前必须完成学历认证这一操作。在其过程中最关键

的就是学历材料的准备，因为材料准备是否符合要求及齐全直接影响着评估进展的顺利与否。



一般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在海外学历认证申请表格上填写的学历所对应的中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成

绩单原件（或者加盖学校红章的复印件）及其相对应的敲章英文翻译件。材料全部放在学校的学校信封中，

在密封处加盖红章。成绩单必须有学分或课时，不能只有分数。英文学历公证件不是所有的评估机构都接

受，所以尽量避免使用递交公证件。

另外，考生也需要注意，尽量避免在学校寒暑假的时间办理材料，因为假期学校一般都不予办理相关材料。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AICPA考试的申请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考试，建议越早越好。

因为考生面临很多考试的限制，包括 NTS（准考通知）的六个月限制，并要在十八个月内完成所有考试，

所以考生必须做好充分的时间规划。

中国考生申请考试一般需要2-3个月的时间，取得 NTS后，建议考生在考前45天去预约考试日期，以确保

能参加考试。

譬如：考生希望在5月15日考试，4月1日就就必须安排预约，为了能在4月1日预约考试日期，考生必须拿

到 NTS，为了确保4月1日能拿到 NTS，考生至少在2月初就应该开始安排自己的申请程序。

申请 aicpaaicpaaicpaaicpa考试都要什么材料呢？大概多久能批下申请呢？

申请 aicpa考试需要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的中英文复印件，加盖学校红章，成绩单是要密封的，封口

处也要加盖章。时间问题是不定的，最快整个流程下来要三个月。



成绩通知的形式？

AICPA和 NASBA会把各科成绩送给各州会计委员会，譬如，2007年的7月、8月份的成绩单会在9月份

送到州委员会，各州有自己设定的时间公布成绩给考生。

AICPAAICPAAICPAAICPA考试的各科比重是多少？

AuditingAuditingAuditingAuditing andandandand AttestationAttestationAttestationAttestation (Auditing)(Auditing)(Auditing)(Auditing)

1. Planning the engagement 22% - 28%

2. Internal controls 12% - 18%

3. Obtaining and documenting information 32% - 38%

4. Reviewing the engagement and evaluating information 8% - 12%

5. Preparing communications (reporting) 12% - 18%

Exam Focus: This section covers knowledge of auditing procedures, 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 and other standards related to attest engagements and the skills needed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Exam Format: 4.5 hours, 3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testlets, 2 Simulation testlets



FinancialFinancialFinancialFinancial AccountingAccountingAccountingAccounting andandandand ReportingReportingReportingReporting (Financial)(Financial)(Financial)(Financial)

1. Concepts and standards for financial statements 17% - 23%

2. Typical items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27% - 33%

3. Specific types of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27% - 33%

4.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for governmental entities 8% - 12%

5.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for nongovernmental and not-for-profit entities 8% - 12%

Exam Focus: This section covers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al entities.

Exam Format: 4 hours, 3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testlets, 2 Simulation testlets

BusinessBusinessBusinessBusiness EnvironmentEnvironmentEnvironmentEnvironment andandandand ConceptsConceptsConceptsConcepts (Business)(Business)(Business)(Business)

1. Business structure 17% - 23%



2. Economic concepts 8% - 12%

3. Financial management 17% - 23%

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2% - 28%

5. Planning and measurement 22% - 28%

Exam Focus: This test section encompasses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concepts that candidates need to know for accounting.

Exam Format: 2.5 hours, 3 testlets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RegulationRegulationRegulationRegulation

1.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15% - 20%

2. Business law 20% - 25%

3. Federal tax procedures and accounting issues 8% - 12%

4. Federal taxation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 8% - 12%



5. Federal taxation – individuals 12% - 18%

6. Federal taxation – entities 22% - 28%

Exam Focus: This section focuses on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federal taxation, ethics,

professional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business law

Exam Format: 3 hours, 3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testlets, 2 Simulation testlets

可以带什么物品进入考试中心？

考生能带进考试中心的物品很少，任何个人用品必须放在考场前的置物柜内。譬如手机、PDA、纸、书本

和其他物品都禁止带入考场。可以带入考场物品，不可以带入考场物品以及相关考试规定，在 Candidate

Bulletin都可查到。

考试费用？

CPA考试的总费用会随著州与州之间而变动。总费用由三种费用组合：

a、学历认证费用：依各州不同约 US$100-250不等；

b、报名费用：依各州不同约 US$25-220不等；

c、考试费用：四科大约在 US$655不等。这些费用依据州的规定，可能只支付给州，也可能支付给州与

NASBA，或只支付给 NASBA,请考生参考所报名考试州的规定。



是否必须一次报考全部四个科目？有无通过的时间限制？

美国 CPA考试并不要求一次报考全部四个科目，因此可以分科分次考完，每考过一科可以保留有限期限18

个月，超过期限则该科成绩自动失效，也就是说您只要再18个月内将四个科目全数通过即可。

何时开始准备考试的申请和注册？

一般我们建议您在预定考试日期前5-6个月开始操作

美国 CPACPACPACPA考试的资格要求

1111、学历的要求

目前美国50多个州都要求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但是个别州在学历上的要求相对降低，比如特拉华州的最

低学历为专科，佛蒙特州在最低学历要求上没有特别的限制。所以考生在选州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学历进行

选择。如果是中国认可的大学所颁发的自考本科或是成人教育所获得的本科文凭，也可以申请多数要求本

科学历的州，但是有一些州是不承认自学或是远程获得的学历的  

2222、总学分的要求

有些州在申请考试时就需要满足150个总学分，有些州则只要满足120个总学分即可，比如缅因州、新罕

布什尔州等。因此考生需要根据自己的总学分情况选择报考稳妥的州。一般本科学历背景（双学位除外）

所获得的学分多数达不到150个总学分（当然也有能够满足的，这个依据学校不同，毕业时期不同，在总

学分上还是会有差异的）。如果是本科以上学历，满足150个学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在考虑选州时根

据自己的总学分情况，选择考试是否需要满足150个总学分要求的州。如果本科学历下所获得的总学分在

150-160之间的，最好还是谨慎选择要求满足150个总学分才能参加考试的州，因为评估机构在根据您所

申请的州会计委员会的具体要求和标准进行学分评估时，可能会在总学分上有所打折    



3.3.3.3. 会计学分、商业学分的要求

一般美国多数州要求考生满足24个会计学分和24个商业学分的要求，个别州考试要求相对较低，如缅因州

无会计和商业学分的要求，新罕布什尔州会计和商业学分各需12个。另外，有些州在会计和商业学分要求

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所规定的具体课程，比如关岛、特拉华州、佛蒙特州、科罗拉多州等等，如果满足了

总会计或商业学分的要求，但是不能满足其中一科具体课程的要求，考生仍然无资格报考。因此考生必须

对照自己的具体课程进行选择  

4.4.4.4. 公民权或者居住权的要求

有个别州在美国 CPA报考要求上对于美国本土以外的申请者就有了很大的限制，或者要求公民权或者居住

权，对于这些州，非美国本土申请者可首先排除不用考虑  

5.5.5.5. 最低年龄的要求

多数州在年龄上没有限制

学历评估机构能接受学历公证件吗

不是所有的评估机构都可以接受。

AICPAAICPAAICPAAICPA如何评分？考试通过的分数是多少？

评分范围为0-99分，并以75分为通过标准，实行从 O分往上累计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