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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everyone knows, accounting is a very practical subject. It’s important to cultivating the practice ability of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current accounting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ourse system in author's college, suggested a few solutions in accounting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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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院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叶江虹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北京，中国 

摘  要  众所周知，会计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来说至关重要。本文指出

了目前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作者所在院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阐述了会计实践教学方面的改革方式与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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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都需要财务会计人员，因此，在人

才招聘职位需求排行榜上，财会岗位一直处于较靠前的位

置。既然各行各业都具有大量会计人员岗位的可能性，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必然是一片

光明呢？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持续热门

的财经类专业，特别是会计专业，目前的就业总体状况为

供大于求和结构性失衡。具体来讲，各地高级财务会计管

理人才短缺，普通的财务会计人员供过于求。作为刚刚走

出校门的会计专业学生，拥有的是理论知识，不具备的是

实际工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而大部分企业在招聘人才

时，要求员工到岗就能工作。学生岗位工作能力，决定其

市场就业竞争能力。因此加何提高会计实践教学水平, 实

现从高校教学到用人单位需要的有效对接就成为各高校研

究的重要议题。 

2．目前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毋庸置疑，任何教学活动都应具备完善的方案体系，

高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也不例外。会计学专业的发展潮流

要求教育工作者以人为本，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

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的形成来自于学生自身亲力亲为的实践感受，来自于模拟

现实工作环境场景下手与脑的自如配合以及知识的灵活迁

移。这些活动的实现，都要依托于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

系设计与安排，而这恰恰是现有会计实践教学体系薄弱之

所在。现阶段，我国高校财会专业的教师水平良莠不齐，

各学校的会计实践教学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从整体上来看，

仍然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这使得

大多数高校忽视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模仿其他会计实践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ASSR 2015)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939



教学水平较高的高校，导致会计专业学生的理论基础难以

和实践工作对接，让会计实践教学流于表面形式。 

2.2  实践教学方式与内容与实际有差距，社会实践环节薄

弱 

由于条件限制当前很多高校会计实践教学仍以校内模

拟为主。课程理论学习完之后配套的模拟实训多以在教室

或实验室通过模拟企业环境的方式，采用手工或上机操作

方式进行练习, 与企业会计工作流程差距较大。在具体的

实训内容上, 也仅仅是一些企业模拟资料, 无法模拟企业

的实际工作情况，上述原因导致会计实践教学内容总是滞

后于企业实际。 

同时校外实习的社会实践环节建设方面也往往很薄

弱，课时安排少，甚至不予安排。虽然某些院校在学生毕

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安排有社会实践环节，但由于不能够很

好地统一组织安排，大多数是放任学生自己安排实践的方

式和内容，导致一些学生并不能好好地把握机会或根本无

法找到合适的实习单位；有些学生即使自己找到了实习单

位，实习单位往往又以会计部门的特殊性为借口，不给实

习学生接触实际业务的机会，或者只能够看不能够实际操

作，学生根本不能接触到会计专业的实质内容。 

 

2.3  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会计教师 

目前，各高校会计类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大都是

从学校毕业后就走上讲台，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缺乏操作

真实经济活动的经历，因此在会计实践教学上缺少举一反

三、灵活应用、列举演示规范操作实例的能力。很多教师

常年从事会计的课堂教学工作，与单位的会计实际工作脱

节，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变化缺乏了解，实践知识和实践

经验得不到及时更新。同时，由于会计专业招生规模大，

教学任务繁重，在组织上、时间上没有相应的安排和保证，

也客观上造成了教师脱离实践的情况。 

 

3．基于执业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注意事项 

3.1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与市场对会计人员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相适应，高校

的会计学教育方向特别是会计本科教育逐步向能力导向型

转变，在进行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会计学专业建设

中，如何完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整合会计系列实验课程

的教学内容、研究会计系列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使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与技能，提高

创造性地应用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能力，显得越来越

重要。笔者所在院校在二十余年专业建设的探索中，本着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

统的基于执业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见图

1）。 

 

图 1  基于执业能力培养的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该教学体系特点体现在： 

（1）明确了以“培养执业能力”为主线的实践教学理念，

搭建了“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基地”两个实践教学平

台。 

（2）改革实践课程体系和内容，整合优化为“会计执业能

力训练”一条目标主线，“基本业务处理、综合业务处理、

财务信息分析和业务鉴证评价”四个能力层次，“专业基础

实训、专业综合实训、专业提升实训和专业拓展实训”四

个教学模块的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3）现了单项实训与综合实训相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

训相结合；手工实训与电算化实训相结合的多维度、立体

化，四年连续、互补、递进式的实践教学新模式。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会计学专业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教师却缺乏实

践经验，这无疑成为制约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发展一个重要

瓶颈。故应想方设法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这

一目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首先，鼓励专业教师

从事实践工作，学校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允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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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老师到会计师事务所、企业进行专业培训、挂职锻炼，

使他们及时了解会计实务的发展情况，在为社会提供专业

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切实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技能水平，

为会计实践教学的顺利发展铺平道路。其次，加强与实务

界的交流。鼓励教师有目的地参加一些专业研讨、培训，

经常与实务界人士进行交流，深入业务调研及实践，从企

业中学习掌握会计业务处理技巧和分析业务的能力，把握

企业会计实务操作的前沿动态。最后，引进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实务界会计人才，充实实践教学队伍，也有利于会

计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共同提高。或从企业或会计师事务所

聘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财会人员对学校教师进行

培训或讲座，拉近实践教学与实际的距离。学校还可以与

企业制订校企合作计划，让老师与企业进行长效的“产学

研”合作，实现校企双方共赢。 

 

3.3  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 

    实践教学要求学生近距离接触会计实务和管理环境。

因此，高校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校内与校外结合、课内与课

外结合的实践教学基地很有必要。笔者所在学院与当地注

册会计师协会联合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利用协会服务于当

地所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台，有效解决了单个企业容纳不

了所有实习学生的问题，将学生输送至不同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实习。学生在事务所实习过程中，可以接触到不同行

业的经济业务，了解审计工作流程，并且有事务所经验丰

富的审计人员进行指导，为学生搭建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操作演练平台，实现了学生与企业零距离对接。 

 

3.4 重视实验课程教材的编写 

目前关于会计的一些教材或多或少地存在滞后现象，

书本知识陈旧，最新业务发展很难及时反映在教材中，书

本上学的知识在企业中用到的很少，这都说明目前使用的

实践教材缺少实用性。因此实践课程教师应尽可能采用自

编教材或自编实训手册，并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收集到的企

业最新案例不断补充到每年度的实习课程中，让学生更加

近距离的了解企业日常经济业务。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还

可以邀请企业的实务人员参与其中，保证教材案例的合理

性与真实性。 

 

3.5 完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会计实践环节需要配备专门的教学督导，对实践教学

教师的教学计划，实践方案，实践过程进行抽查和监督。

并定期对实验成果进行验收，并进行存档记录。 

另外，为了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发展，还要建立对学生的

综合考评体系，考核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综合

考评体系必须贯穿整个大学四年的实践课程体系中。考评

体系需要综合考虑课内实训课程考核、校外综合实训考核、

社会实践考核等多方面内容。在考核体系中，应注重以过

程为中心，评价学生平时表现与实践效果，设计根据学习

与实践过程综合打分的有效、合理考核体系。 

 

4．结语 

如何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创新型、复合型会计应用

人才，推动院校会计专业的持续发展是会计专业实践教学

的永远不会结束的问题。会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方向应

是努力达到实践教学目标，培养出符合社会会计人才需求

的学生。也只有不断通过对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才能让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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