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rst Intuition 
在中国大陆 ACCA 培训服务                     

简介 



 

 
中国 First Intuition – 2016 年开课! 
 
First Intuition 的总部在英国伦敦，是由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认可的白金级培训机构。在 
ACCA 赋予全世界各培训机构的所有认可中，白金级是最

高级别的认可，它意味着您可以期待高质量的教学及完善

的学员服务。 
 
First Intuition 计划 2016 年在中国山东省烟台，青岛正式

开课, 并在全中国开展网络课堂教育。我们的目标是为您

带来品质，带来我们多年的教学及考试经验，带来适合中

国学生的，独特的教学理念。 
 

 

 

 
 

课堂教学课程 
 

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心将先设在烟台，青岛。为学员提供专业注册、报

考，考试指导等服务，及业内最新资讯信息。 

 

报名参加课堂授课的学生将免费进入 First Intuition 的网络课堂环境，  

随时随地学习。我们欢迎各界人士来我们的教学中心交流，视听课程，

并提出宝贵建议。 

 

 
机考中心 

 
机考的优势是考试时间灵活，考完

即出成绩无需漫长等待。 我们将在

中国山东省各大城市设立机考中

心。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进度随时

报名考试。 
 



 

中英文对照 

First Intuition 的所有教材

均由我校资深教师编写，

中英文对照。 

 

讲义浓缩 ACCA 教学及考

试大纲精华，语言简练，

内容丰富，重视培养学生

对于知识和考试技巧的融

汇贯通。 

 

尝试阅读： 

 

见此简介第六，七页。 



Oxford Brookes 学士学位简介 

已通过 ACCA F 1 至 F 9  考试的学生可以提交 7500 字的

项目报告。在指定的主题领域中达到审查标准的学生可获

得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的荣誉 理学士学位。 

学生要展示他们在研究、分析和应用关键技能方面的能

力，所以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学位课程导师是必不可少的。 

First Intuition 将会向您提供英国导师一对一辅导，给学生

进行在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学生可跟导师交流选题，选

公司等问题 。 我们的英国导师非常了解论文写作的结构

和要求，认真负责，针对个人。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位于世界

学术名城, 牛津。这里学风浓郁、精英荟萃，历来为求学

圣地。 

布鲁克斯大学历史悠久，始建于 1865 年，以其授课和课

程设置的不断创新和高质量而享有国际声誉。在教学和科

研上，以结合实际应用解决现实世界的课题而著称。目前

已发展成为英国具有特色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曾被授予英

女王高等教育奖。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自

2011 年起稳定在世界五

百强以内。 



网络课堂，在线学习 

如报名参加我们的网络课堂，学生将会收到相

关课程的双语注释，把课堂及老师带回家，不

限时间与地点，随时学习。 

所有课程由英国本土教师用纯正的英语授课，

再由懂中英文并具有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格的老

师对学生进行语言辅导。 

资深精英讲师团队授课，所有老师均具有特许

公认会计师资格和多年大型企业管理经验，他

（她）们长期从事 ACCA 教学工作，善于启

迪思路，剖析背景，从源头上讲解会计原理的

初衷。 

我们为学生提供支持的渠道有：电话，邮件，

在线提问解答以及面对面辅导。 

我们还将为中国学生提供符合 ACCA 考试标

准的题库，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讲解

疑难问题，调整进度，增强语言或考点 辅导

力度。 



Choose from 
hundreds of 
online 
lectures … 

  Online Learning 



 

尝试阅读 

英文、中文双语

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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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ganisations, stakehold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Richard Daft an organisation is: 

 A social entity, i.e. it is made up of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Goal directed. Human interaction helps to achieve those goals 
 A deliberately 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 activity system 
 Linked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s allow the following: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produce synergies (efficiencies) for the organisation 
 Organisations allow individuals to specialise and build on their strengths 
 Knowledge can be shared 

1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sation: 
(a) Commercial ─ a business form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generating profit. There are many 

possible forms:  

 Company (Ltd or plc)  

 Partnership  

 Sole trader  

– It could be a manufacturer, distributor, service provider, retailer, mining or oil 
company and so on. 

– In smaller organisations the owner may also run the organisation. In larger 
organisations, such as plcs, the owners (shareholders) appoint directors to run the 
company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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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利益相关者与环境 

根据理查德 • 达夫特（Richard Daft）的说法，组织指的是：

 一个社会实体，即，它是由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

 以目标为导向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实现目标

 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结构化的以及相互协调的活动系统

 与外部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

组织可以容许： 

 人们一起工作，为组织带来协同效应（提高效率）

 个人专业化发展，建立自己的优势

 知识共享

1 不同类型的组织： 

(a) 商业组织：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组织。商业组织有很多可能的形式：

 公司（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

 合伙企业

 个体经营

– 它可能是一个制造商、分销商、服务供应商、零售商、采矿或石油公司

等等。

– 在较小的组织中，所有者也可能是管理者。在较大的组织，如上市公司

（PLC），所有者（股东）会任命董事为他们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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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ot‐for‐profit ─ an organisation form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viding a service rather than 
making a profit e.g. a charity.  

(c) Public sector ─ all organisations owned and run by 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  
e.g. the NHS. These are not necessarily “not for profit”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voluntary. 

(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 an independ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people 
acting together for some common purpose e.g. The Red Cross. 

(e) Co‐operative – this is a business owned by its workers who share the profits 
e.g. the John Lewis Partnership. 

2 Stakeholders 

 

 KEY TERMS 

 An internal stakeholder is an individual or group which affects, or can be affected by, 
the organisation’s actions. The categories of internal stakeholder are executive 
directors/senior managers and employees. In large organisations the managers may or 
may not also own the organisation. In smaller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first intuition, 
the managers are also likely to own the organisation. 

 Connected stakeholders are the organisations shareholders, bankers (providers of debt 
finance),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The examiner says this group includes non‐executive 
directors. 

 External stakeholders are any stakeholder, which are not internal or connected, such a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External stakeholders are also known as secondary 
stakeholders. 

The impact stakeholders have on an organisation depends upon their levels of power and interest.  

Public Authorities 

Press/ 
Media 

Management 

Employees 

 Interest 
Groups 

Lenders 

Customers 

Shareholders 

Suppliers 

Governmen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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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营利组织：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组织， 例如，慈善机构。 

(c) 公共部门：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拥有和运行的所有组织。 

例如英国国民卫生服务（NHS）体系。这些组织不一定是“非营利的”，而且不一定是义

务无偿的。 

(d) 非政府组织（NGO）：是人们自愿的为了某些共同的目的在一起行动的独立协会，例如红

十字会。 

(e) 协作组织：由劳动者拥有并共同分享利润的一个组织，例如英国约翰路易斯合伙人公司

the John Lewis Partnership。 

2 利益相关者 

 

关键词 

 内部利益相关者：是影响该组织活动或可能受到该组织活动影响的个体或群体。

属于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董事/高级管理者和雇员。在大型组织中，管理者可

能是，也可能不是该组织的拥有者。在较小的组织中，例如英国教育机构 First 

Intuition，管理者可能就是这个组织的拥有者。 

 相关利益相关者：指机构股东、银行家（债务融资提供者）、客户和供应商等。

考官说，这一群体中包括了非执行董事。 

 外部利益相关者：不属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也不属于相关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和

社会团体。外部利益相关者也被称为二级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对一个组织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们持有的权利大小和与其利益相关的程度高低。 

公共部门 

新闻 
媒体 

管理者 

雇员 

 利益 

 团体 

放款人 

 客户 

股东 

供应商 

政府 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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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性 

会计师组织 
 

具有真正的国际性。ACCA 目前在全世界拥有 66,000 多会

员、15 万学员,在 140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300 多个考点。 
 
ACCA 总部设在伦敦，在都伯林、格拉斯哥、香港、印

度、吉隆坡、约翰内斯堡、新加坡和北京均设有办事处。 
 
在她的 95 年的历史中 ACCA 一直以她开放的政策而吸引

人，不管年龄、性别、学历或种族上的差异，人们都能报

名注册，在经过一系列的专业考试、并取得三年财务方面

的工作经验、确认能胜任会计工作后，就能获得会员资

格。 
 
他们可以自称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可以在他们的姓名之

后以 ACCA 或 FCCA 作为标志。 
 
ACCA 是目前海外学员最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性会

计师组织。ACCA 与我国合作培养人才有近 10 年历史，大

部分会员毕业后在政府机构、三资企业、著名会计师事务

所和大型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 
 



 

联系方式 

3053240341  /  26868966 

(0044) 788 951 7227 
王女士 

info@f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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