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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钟秉盛
（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会计制度改革、会计理论、会计知识体系、相关法规日
益完善，会计工作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些都对会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着认识不足 、管理体制不完善、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和
考核方式不严格等问题。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管理部门、培训单位、会计人员
所在单位共同努力，采取完善管理制度、创新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效果、完善考评制度等措施，不断
提升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实效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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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初见端倪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广泛开展
［1］
2001） 。
但对会计人员
起来，如今这项工作己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大规模的新型教育活动 （ 齐兴利、张立红，
［2］
继续教育的内涵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笔者比较赞同刘开瑞 的定义，即“会计继续教育是由会
计继续教育的承担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以及会计个人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提高会计水平等，对
职前培训之后会计知识的受教育者施行有目的 、有计划的关于会计专业与相关的新知识 、新技能和新专业认
2006 年财政部颁发《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同的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终身普及性教育活动 ”。毋庸置疑，
以来，现存的管理体制及相关规定与培训模式在提高会计人员队伍素质 、规范财务行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
规范我国财经秩序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和不足，已日渐显现为当前我国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的发展状况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会计继续教育的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使得如何进一步做好
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成为日渐紧迫的问题 。

一、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越发展，会计的功能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会计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
员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而会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综合素质的高低，无不影响到会计的核算与监督
两大基本职能的发挥。所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
（ 一） 国家会计各项新准则、新规章制度贯彻执行
自 1993 年执行“两则”、“两制”以来，特别是伴随我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会计规章制度不断与国
际趋同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就处于较大的变动之中 。在会计法律、会计管理规范法规方面，重新
修订了《会计法》，制定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发布实施了《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等。在会计制度方面，制定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 》等统
一的会计核算制度。在会计准则方面，我国更是着力于建设与国际会计准则充分趋同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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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 月，在修订 17 个原有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财政部发布了一项基本会计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8 年 6 月 28 日，由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2010 年 4 月 15 日，财政部等五部委又正式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 号———组织架构 》等 18 项应用
指引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可见，会计准则、规范、制度等的不断修订和
出台，足以说明会计职业所面临的制度政策的多变性 ，如果不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让会计人员及时系统
学习掌握新制度和新政策，国家推出的新准则、新规章也将难以得到贯彻执行。
（ 二）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人员自身发展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而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根
本途径。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
富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又是知识爆炸时代 、更新速度非常快的时代。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企业财会工作正由被动型、报账型向主动型、管理型、决策型转变，由事后型向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转变，由传统手工方法向现代高科技、网络化、规范化转变，社会保险、债券、股票、境外融资等
新业务不断涌现，而企业环境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兼并、破产、重组、股份制、
公司制等。这些形势要求会计人员在分析会计资料 、估计现金流量、适时融通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
财务展望、编制财务计划、参与投资管理、协调财务关系等方面能更好发挥职能作用 。 在知识经济对会计人
［3］
员会计工作要求及工作环境的影响下 ， 会计人员要顺应潮流，不被抛弃，就要主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更新
的相关知识，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是提升素质的一种较好途径 。
（ 三） 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会计信息质量
2001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视察国家会计学院时 ，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 诚实守信，操守为
重，坚持原则，不做假账。这为我们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要求 ，也反映出国家领导人对现实存在
的会计工作混乱、会计信息失真的担忧。当然，造成企事业单位会计工作混乱、使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很多，
但是会计人员道德水准不高以及法制观念淡薄是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通过继续教育加强会计队伍职业道
德建设，对会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观念教育 、规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可以促使广大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职业
道德观，确保会计人员在面对经济业务的复杂性 、多变性和不确定性、面对会计方法本身的可选择性、面对各
种诱惑和压力的时候，既能辨别是非、坚持原则、勇于承担责任，又能灵活地处理好各种矛盾，同时还能够善
于保护自己，给自身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从而维护会计职业尊严，成为捍卫国家经济利益，成为规范经济秩
序的卫士。
当然，为确保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顺利开展 ，国家在相关会计法律制度方面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如在
《会计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等法律制度方面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法
律规定、相关要求、教育理念、管理体制、形式内容、师资教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供了
法律依据，但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

二、目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长期工作在广东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岗位上 ，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深有体会。 结合实
践及相关调查，我们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 ：
（ 一） 管理体制不完善，约束力不强
目前，在我国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中 ，大都缺乏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由于学员管理、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管理和教学效果评价等制度的软化抑或不到位，有的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的随意性
强，各培训机构培训效果差距比较大 。从参与会计继续教育各方人员分析，大多社会培训机构是逐利的，没
有动力把培训做得更好； 学员则是为通过会计证年审而参加培训的 ，他们在于应付，对培训也不会提出更高
的要求； 虽各级财政部门有把会计继续教育搞好的愿望 ，但他们的监管又到不了位，这又导致学员选择培训
机构时，往往选择管理比较松的。长时间发展下去，就造成了“劣币驱除良币 ”现象，对学员严格要求的培训
机构招不到学员，反而面临被淘汰的尴尬局面。另对于培训机构，虽然我国财政部门设定了多个条条框框，
如培训内容、教学计划等，教学活动的安排完全体现政府的意志 ，培训机构就如同生产贴牌产品的工厂一样 ，
为会计人员提供统一的培训服务 。在这种继续教育管理模式下，培训机构既没有动力、也不可能贴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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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会计人员、单位的需要，开发并提供多样化的培训课程。
（ 二） 不少的单位和会计人员对继续教育认识不足［4］
我们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活动中 ，在与学员展开访问调查中发现，目前有相当部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的领导及会计人员对会计继续教育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多数领导认为会计人员现有的知识足以承担
现有的工作，对于一些新知识、新内容靠会计人员自学也能解决问题 。部分单位更没有把会计人员的继续教
育列入议事日程和整体人才资源开发规划 ，对本单位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既要请假耽误时间 ，又要单位报
销费用很不理解。有些会计人员也将集中培训当成一种负担 ，认为会计只要能完成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将参
加继续教育作为“任务”应付，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只是迫于国家的相关规定或因继续教育与《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年检挂钩，不得不参加培训，敷衍了事； 有些会计人员甚至只交钱拿“继续教育证明 ”，根本不参
加培训。这些现象使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流于形式 。
（ 三）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主要局限于会计法规制度 ，没有或很少涉及相关专业如金融、管理、信息技术等职业
技能方面的最新知识，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也涉及甚少，无法满足企业对复合型会计人
才的要求。而且参加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其业务水平、接受能力千差万
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会计人员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并且又造成层次高的人员学不透学不够，层次低
［5］
的人员听不懂不愿听的结局，极大的影响了培训效果。罗贤惠、常华（ 2008） 通过建立 OLS 回归分析模型，
定量的分析了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部门服务质量等因素对继续教育培训效果的影响，提出
“培训的内容和培训效果之间呈弱的负相关关系 ”，研究认为会计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讲求实效，并适应社会、个人的各种不同需求。可见，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不同单位、职务、级
［6］
别的会计人员学习内容都差不多 ，无法使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真正收到实效 。
（ 四）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目前会计继续教育的教学模式主要采用集中面授的形式 ，一般采用大课堂教学，主要采用教师讲授，学
［7］
员听、记这种传统的“填鸭子”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与学员之间缺少互动交流， 学员只能处于被动的学习状
态，这种教学方法降低了会计人员的参与意识 ，扼杀了会计人员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这种单一的教学形
式往往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培训效果可想而知。虽说集中培训形式，尽管有着便于管理部门计算学时 、统一
培训内容和考核标准等优点，但是，受教育者毕竟都是在职人员，集中培训形式对培训时间的统一要求 ，可能
造成不少学员工学矛盾严重，影响学习效果，降低会计人员学习的积极性。
（ 五）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核方式不严格 ，形同虚设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相关法规中虽然明确规定了会计人员必须参加继续教育 ，但对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的
标准等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具体执行时通常由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自行决定 。就考核而言，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核的内容包括考勤和考试 ，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具体的规范，继续教育管理部门
和培训机构对考试纪律不重视，更谈不上严格管理，使得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核中普遍存在考核不严、搞
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比如考生之间互相抄袭，甚至有些会计人员为应付考核，委托别人代为听课、代为考
核，导致考试成绩并不能真实反映学员培训的效果 。而对于中高级会计人员提交论文形式 ，由于评卷随意度
很大，有相当数量的论文直接来源于互联网 ，也都能顺利通过，这不但达不到考核的目的，还容易助长造假的
不良风气，极大地影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效果 、会计人员学习的自觉性和继续教育考评制度的严肃性和有
效性。

三、继续做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对策思考
［8］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管理部门、培训单位、会计人员所在单位共同努力， 才能取
得预期效果。我们结合工作实践，对如何做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
（ 一） 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主要是靠行政命令，行政管理手段来维持运行的。 但随着《行政许可
法》的实施，实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法律环境已不复存在，靠行政命令来规范继续教育已经难
以全面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为此，我国可充分利用全国人大赋予的地方立法权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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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法规，对会计管理部门、从教机构、会计人员、会计人员所在单位等
继续教育主体的权利、义务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进一步构建较为完善的学员管理制度、教师资格认
定制度、考试管理制度和教学效果评价制度 。另外考虑到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其对会计人员继续
［11］
教育的管理模式最好有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 ，提高管理效果。 为此建议由教育、企业、行业学会和财政
部门的人员组成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决策机构 ，有效开展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的制定和修订 、培训单位资
格审查、培训教材的确定或编写、培训计划包括长、短期教学内容计划和项目教学要求计划的制定 、建立跨区
域的优质学习资源的整合汇聚机制 、培训过程的监督检查，培训效果的分析和评价等活动。
（ 二） 创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中第十二条规定：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会计理论、政策法规、
业务知识、技能训练和职业道德等。”所以，财政部门在组织好会计人员对新颁发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会计
制度、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等继续教育外 ，还需在其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选择上 ，创新继续教育的内容，关注其
针对性和实用性。对其创新思路，我们可以结合职业教育的各种理论 ，在根据培训对象的工作职责，确定需
要提供训练的职业能力，进而分析为确保学员具备这些专门能力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 然后把这些所需要
的知识和技能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和单元 ，设计课程内容与培训方式； 最后制定这些专门能力的评价衡量标
准，评价教学效果。这种方式从学员的需求出发，并可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确定课程的内容、难
度、时间和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继续教育所要求的实用性 、针对性、灵活性的特点，是目前国际上流行
［12］
的继续教育开发模式。 在具体培训操作上，可以按职称分高级、中级、初级来分别确定教育内容，也可以按
财务岗位的不同，分财务负责人、主管会计、会计、出纳系统管理员来确定培训内容，还可按企业业务类型的
不同对会计人员进行分类，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 三） 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提升教育效果
［9］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达到会计继续教育目标，敖德萨 认为各培训承办单位对教学形式要改变单一的
“满堂灌”或“填鸭式”教学，应处理好培训内容多和时间紧的矛盾，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赵莉萍［10］、
［8］
林永格 等也认为多种教育形式相结合，灵活掌握，合理规划培训内容，结合培训人员的工作实际，制定长
期规划，真正解决会计人员学习中实际困难和问题 ，针对不同职务、岗位人员提出不同要求，灵活采用多种教
学形式和渠道开展学习和培训。所以，当前要积极改变较为单一的培训教学模式 ，充分考虑会计人员实际情
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使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得以较好的结合，进一步实现会计继
续教育的现代化。实践中，我们可利用磁带、光盘、因特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大力提高继续教育现
代化水平，优化和合理配置现代教育资源，全面提高继续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培训方式也不应仅仅局限于
一两次课堂面授，而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可采取自学，集中讨论，网络培训，经验交流，案例分析，模
拟再现等多种方式，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 四） 完善考评制度，革新评价模式
要保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效果和质量 ，必须建立一整套考核评价机制。 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中
要增加规范继续教育的考核标准 。具体做法有两个途径： 其一剥离培训单位的考试权，构建由财政部门组织
统一考核标准，并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试、考核情况，作为年度考核、评聘职务和以及人才流动的重要依
据，这样不仅能促进会计人员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而且也能促使培训单位不断增强办学质量，使培训单
位之间展开良性有序竞争。其二是将考核标准应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会计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和培训机
构，另一部分则是针对参加继续教育的会计从业人员 。针对培训机构建立具体应该包括师资 、场地、设施、教
学管理等方面切实可行的考核评价机制 ，通过考核，达到优胜劣汰的结果，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市场的水平。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勤和考试两个方面 。考勤方面： 对会计人员的出勤率
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出勤率过低，则继续教育考核不过关，必须重新参加培训； 考试方面： 可以选择开卷和闭
卷两种形式，同时根据考试内容和会计人员层次采取相应的考试形式 。不管采用什么形式，考场纪律一定要
严肃，不能使考试流于形式，要反映出会计人员的真实水平，为下一步的继续教育规划提供参考 。
（ 五） 建立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知识共享交流信息平台 ，落实教育的服务性
由于会计队伍面广量大，为了方便会计管理部门、企业、行业学会和教育部门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建议
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职业继续教育方式 ，在财政部门官方网站上为广大会计人员建立知识共享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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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知识共享交流信息平台可包括： 专家在线课程、经验交流平台、网上讨论会等内容。 专家在线课程可
由财政部门组织专家为会计人员提供会计理论讲座 ，随时更新会计知识； 经验交流平台可供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同行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上讨论会可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举行网上讨论 ，由全国各地的资深
专家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 。如果会计人员在工作中碰到不会处理且当前系统所提供的知识库中不能
提供答案的新问题时，也可将问题提交到网上讨论会。通过这一知识共享系统的建立，将有助于落实会计继
续教育服务与会计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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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of Current
Accounting Staff’s Continuing Education
ZHONG Bingsheng
（ Management School，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the world’s reform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accounting theory，accounting knowledge system，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has improved steadily． The methods of accounting work have also continued to emerge，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At present，there is lack of accountant continuing education，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education
content lacks pertinence，teaching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is not strict etc． Accounting
staff’s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needs joint efforts of management departments，training units，
accounting personnel unit． It is suggested that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be adopted，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be
innovated，education effect be enhanced，evaluation system be perfected，and accounting staff’s continuing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and level be improved．
Key words： accounting staff； continu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ducational content； evaluation system； evalu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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