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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 考试大纲‒时效性、遵循性、针对性
常见问题解答（FAQs）针对修订版 CIA 考试大纲常见问题提供相应的答案，为各
位考生提供帮助。
我们很高兴与大家分享这次考试修订的内容，相信大家定会感受到大纲修订后的
CIA 考试三个部分的内容更加清晰、结构更加统一、与《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
准》更加一致。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份手册——《CIA 考试：大纲修订的原因和
内容》——从更深层次进一步解释大纲修订内容。本常见问题解答将帮助考生快速
了解大纲修订的内容。

常见问题解析
1. 什么是 CIA 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是对考试涵盖内容范围的总结。CIA 考试三部分（CIA 考试第一部分、
CIA 考试第二部分、CIA 考试第三部分）分别拥有独立的大纲，三部分内容综合起
来作为 CIA 考试的指南，帮助考生确定 CIA 考试中有关展现内部审计专业性并获
得 CIA 资格的考查内容。

2. 为什么要对 CIA 考试大纲进行修订？

CIA®考试旨在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必备技能。
为了确保考试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定期开展 CIA
工作分析调查研究，通过邀请考生、持证人员、相关学者、经验丰富的内部审计从
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加调查，确定与当今内部审计职业最为相关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今年年初 IIA 不但开展了工作分析调查，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外部专家，
旨在确保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和研究独立可靠。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有必要对 CIA
考试的三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3. CIA 考试还是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吗？

是的，CIA 考试要求考生全科通过考试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考试才能
取得 CIA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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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哪些内容保持不变？

CIA 考试的报考条件没有发生变化。考试每个部分题量和时长同样不变：




第一部分 – 125 题， 2.5 小时 (150 分钟)
第二部分 – 100 题，2 小时 (120 分钟)
第三部分 – 100 题，2 小时 (120 分钟)

5. 修订后 CIA 考试的合格分数是多少？

IIA 将基于修订版 CIA 考试大纲进行公开测试并对如何制订标准开展研究。IIA 职
业资格委员会将根据研究结果确定考试的合格分数。考生在每个部分获得的原始分
数（答对题目的数量）将会被换算转化为 250 到 750 之间的标准分数。标准分达
到 600 分或以上的考生被认定为通过考试。
6. 修订后的 CIA 考试大纲有哪些变化？

对 CIA 每个部分考试大纲的主题内容进行修订的主要目的是：





更新考试内容，使其与现在的全球内部审计实务保持一致。
完善 CIA 考试各部分大纲之间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明确大纲与 IIA《标准》的
对应关系。
尽量减少三部分考试内容之间的重叠和交叉。
确定考生通过考试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以下是对考试每个部分值得关注的变化的综述和概括，有关考试大纲修订的手册
《CIA 考试：修订的原因和内容》中包含了完整的考试大纲，考生可通过手册了解
具体的变化和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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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 考试第一部分
现行版本
I. 强制指南 (35-45%)
II. 内部控制/ 风险 (25-35%)
III. 实施内部审计业务 – 审计工具和
技术 (25-35%)

修订版本
I.
II.
III.
IV.
V.
VI.

内部审计基础 (15%)
独立性和客观性 (15%)
专业能力与应有的职业审慎 (18%)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7%)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35%)
舞弊风险(10%)

对第一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注意的特点：







修订版大纲中还包含了新版 IPPF 的部分要素，如内部审计的使命和内部审计实务的核心
原则；
大纲内容与 IIA《标准》中的属性标准部分保持高度一致；
包含了有关确认和咨询服务区别的相关内容；
包含了对遵循和未遵循《标准》情况进行披露的相关内容；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35%）；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CIA 考试第二部分
现行版本
I. 管理内部审计职能 (40-50%)
II. 管理单项业务 (40-50%)
III. 舞弊风险和控制 (5-15%)

修订版本
I.
II.
III.
IV.

管理内部审计活动(20%)
计划审计业务 (20%)
实施审计业务(40%)
沟通审计结果和监督改进(20%)

对第二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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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内容与 IIA《标准》中的工作标准部分保持高度一致；
涉及首席审计执行官有义务评估剩余风险并就对风险的接受进行沟通；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实施审计业务”（40%）；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CIA 考试第三部分

修订版本
现行版本
I.
治理 / 商业道德 (5-15%)
II. 风险管理 (10-20%)
III. 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风险 (1525%)
IV. 沟通 (5-10%)
V. 管理 / 领导规则 (10-20%)
VI. IT /业务连续性(15-25%)
VII. 财务管理(10-20%)
VIII. 全球化经营环境(0-10%)

I.
II.
III.
IV.

经营才能 (35%)
信息安全 (25%)
信息技术 (20%)
财务管理 (20%)

对第三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三部分关注的内容集中到了对内部审计人员来说最为关键的核心领域。
新增了数据分析这一子领域。
提高了有关信息安全内容的占比，加入了网络安全风险和新兴技术实务等内容。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经营才能”（35%）。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7. CIA 考试的新版大纲将于何时开始使用？

修订版 CIA 考试英文版将于 2019 年 1 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版非英语考试将于
2019 年后续逐步上线。
经过与世界各地的 IIA 分会协商，我们将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发布非英语考试的新
旧大纲过渡计划。在新版 CIA 考试内容翻译完成之前，考生依然可以参加现行版
本非英语的 CIA 考试。考生还可以登录 CIA 考试大纲变化网页查看有关非英语 CIA
考试大纲向 CIA 修订版考试大纲过渡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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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考生何时才能申请和报考 CIA 考试？

考生可随时申请参加 CIA 考试。通过申请之后，考生有四年的考试成绩有效期。
资质审核通过之后，考生可报考科目，自考生填写科目报考表、成功缴纳考务费之
日起，有 180 天（注册窗口延长超过考生四年有效期限的情况除外）的授权期可
供考生安排预约考位。
如果考生想要参加新版考试，报考科目日期距离新版考试正式上线时间不应超过
180 天。
9. 新版考试投入使用前已经通过的部分在实行修订版大纲之后是否依然有效？

是的。CIA 考生可以保留已经通过的考试科目成绩。
10. 新版考试投入使用之前还可以继续申请参加 CIA 考试吗？

是的。2019 年 1 月份新版考试（仅限英文版本）投入使用之前，考生可以报考并
预约现行大纲下的考试。
11. 新版考试投入使用之后是否可以自主选择参加现行版考试或是新版考试？

新版考试投入使用（英文版于 2019 年 1 月上线，非英语考试随后将陆续上线）之
前，考生可继续参加现行版本考试。新版 CIA 考试投入使用之后将替代现行的版
本，成为考生报考 CIA 考试的唯一选择。
此外，IIA 预计将在修订版 CIA 考试大纲的基础上，于 2018 年 7 月在 Pearson
VUE 测试中心对英文新版考试进行公开测试。如果考生有意在 2019 年之前参与
CIA 新版考试的测试，可以在 CCMS 系统中创建一个标题为“Beta Test Inquiry”
的新事件报告。IIA 的工作人员会将报考条件及其他相关信息反馈给考生。
12. 考生该如何获取修订版考试相关的学习资料？

考生在复习准备 CIA 考试时可能选择不同的学习方法。以下部分建议仅供参考：
 合理利用并研究《CIA 考试：修订的原因和内容》手册中每个部分结尾罗列
的推荐读物；
 合理利用培训机构开发的学习资料。考生可与培训机构直接联系，了解修订
版 CIA 考试学习资料的相关情况；
 参加 IIA 分会提供的 CIA 考试辅导。非英语国家的考生可与当地的 IIA 分会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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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IA 考试费用会调整吗？

CIA 考试申请费和考务费不会因为大纲修订发生变化。具体费用标准请考生咨询所
在地区或国家的内部审计协会。
14. 考试修订会对已经取得 CIA 资格的考生产生影响吗？

不会。已经成功通过 CIA 三部分考试、获得 CIA 资格的考生只需每年坚持完成后
续教育（CPE）和年检即可。
15. 如有其他问题怎么办？

IIA 客户关系团队主要负责为 CIA 考生提供帮助，请拨打电话+1-407-937-1111 或
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Relations@theiia.org。
中国大陆地区的考生可直接咨询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电话 010-82199868，电子邮
箱：certification@ci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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