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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2_9A_E5_98_89_E5_c46_77155.htm 主持人：大家好，时光

飞逝，不知不觉中，2006年已经走过，带着欢笑，带着留恋

，我们挥手告别了2006年，步入了新的一年2007，随着2007年

注册税务师考试报名工作的全面展开，许许多多考生开始了

新的奋斗征程！在2006年度考试中，中华会计网校很多优秀

学员在注册税务师考试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相信他们的心

得体会、成功经验能带给广大考生诸多启发。 为了让大家更

好5备考2007年考试，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邀请网校的

优秀学员与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共同探讨注册税务

师考试的成功秘诀！本期我们邀请的是网校优秀学员、注册

税务师考试第八名、一等奖学金获得者邱岚女士作客中华会

计网校论坛，畅谈注册税务师考试复习方法及应试心理调整

！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对大家顺利通过考试有所帮助。同时

，谢谢广大学员及邱岚女士的热情参与。 注册税务师考试在

即，你想轻轻松松取得优异成绩，并摘取高额奖学金吗？快

快加盟中华会计网校论坛，听取高手的考试经验吧！ 聊天主

题：畅谈注册税务师考试考前时间安排及应试心理等问题，

以及在考试中的应试方法等，以知己知彼的心态取得优异成

绩！ 活动时间：2007年1月11日晚上18：0020：00 下面介绍一

下今天参加交流的嘉宾： 嘉宾2006年注册税务师考试成绩：

2006年注册税务师考试成绩： 税法一 税法二 财务与会计 税

收相关法律 税务代理实务 总分 83 117 104 103 72 479 嘉宾简介

：邱 岚女，1977年6月出生于江西，1994年毕业于江西省对外



经济贸易学校财会统计专业。 我的中级及06年的注税考试能

一次通过，非常感谢网校的各位老师及工作人员，及论坛中

的一些榜样人物的学习心得及经历，才让我下定决心一次性

报考注税五科，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是网校让我的学习事半

功倍，激励了我的学习斗志，再一次感谢网校！ 我们这次交

流活动中，对你的提问，将直接在你的提问贴下，用红字直

接回答，请学员提问后五到十分钟内参阅回复即可。 好的，

下面交流活动开始，请学员提出相关的咨询问题。谢谢：） 

学员worker1974：如何安排复习计划？ 特别是在职的。 中华

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对不起，我是从四月底开始全职学

习。之前只是粗略地看完了税一，税二的教材内容。如果您

在职，从现在每天晚上坚持一个固定的学习时间，我想完全

是来得及！ 对于复习计划也是我一直苦恼的事，经常我是安

排了计划但往往贯彻不下来，我的方法是在状态好的时候，

拚命的看，保证在上考场前能把教材看熟习题做透心里不慌

就觉得差不多啦！ 学员文文2：我2007年报了网校中级3门和

注税5门（已报3门，准备在报2门），想信有决心一定能通过

！！！！我想请问一下如何按排学习时间，我晚上有时间，

白天基本没有时间（专职会计、兼职会计一块干）。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相信您一次能通过，考试有自

信，已经是成功了一半啦。中级跟着网校的课件进度。注税

的教材看细一些以应付多选。 至于学习时间，应该因人而异

，如果您觉得看一遍书做一遍题自己就能过那时间可以相对

少一些，如果认为自己得看上五遍书做五遍题才能过，那就

得算算每天必须得看多少小时的书了。 学员7667765：三税只

差税代怎么才能得高分？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高分



我是得不到啦。呵呵，但如果想过关的话熟练税一，税二的

内容，再把税代教材上增值税，所得税这几张报表的填列及

逻辑关系弄熟。多做些题。 学员7667765：税代怎么样才能处

理好教材与考试的关系？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网校

的老师曾说过：税代教材上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思路。在考试

后我深有感触，税代的教材文字性的描述相对较多，但考试

主观题却占很大比例。这科其实是税一，税二，会计基础知

识的结合。我的体会是，在打好税一，税二的扎实基础上，

掌握税代自己所特有的增值税，所得税这几张报表的填列。

税代教材上其他内容熟悉一下。运气不是太坏的话，过关应

该没问题吧！ 学员紫1969：我在白天上班，还要照顾一个初

中三年级的孩子，该怎样安排复习的时间，才能够在07年通

过三税三科的考试？请指点！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您好，特别敬佩妈妈爸爸级的考友们，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家

里。 如果您只是考三税，这三科其实可以做为二科对待，先

学习税一，税二，这二科打好扎实的基础，再掌握增值税，

所得税这几张报表的填列，税代就水到渠成了。但税代一定

要多做题。税代这一科，我在考前十几天时间几乎都花在它

身上，网校习题的那些答题思路及步骤我觉得非常有用。我

们自己练习的时候不妨按照它的思路来答。考前我琢磨，税

代后面那些主观题，自己全答对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如果

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思路和步骤，我的步骤分应该能拿一些！ 

学员挂面：报了中级三门和注税五门，到现在还没开始看书

，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中华会计网

校学员邱岚回复：既然报了名，就要相信自己，没参加考试

，谁也不知道自己能通过！离考试还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中级和注税的内容重复得应该比较多。 坚持每天学习，我相

信一定来得及。您可以把税一，税二，税代当成一本书来看

，中级的实务和注税的会计部分当成一个来看，财管又是一

科。法律又是一科，这样八本书，就变成四本了，是不是心

里轻松了一点呢 学员幸福的小猪：要想通过一般一科要安排

多少时间学习，什么样的辅导书比较好？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

邱岚回复：一科学习多长时间个人觉得是因人而异。我对自

己的要求是在做网校的习题时能保证快速而完全正确的时候

。 注税的辅导书我建议把网校基础班，习题班的题做透足够

应付考试。如果哪些题的一时想不明白。我建议可以看相关

的答疑，通过看其他学友的提问及老师的回复，有时候会对

自己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 学员caicai521：我06年已通

过了注会的除审计外的四门，07年只是备考注会的审计一门

，感觉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又报考了注税的五门。我很想知

道在复习过程中，每门课程应注意什么？（比如楼上就有考

友问到教材与考试的区别，我就有些莫明其妙，难道考试上

的内容与教材不一致吗或是教材内容比考试内容浅？）还有

要复习到什么程度才能顺利通过考试？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

岚回复：您好，很羡慕你，我目前只参加过04年注会税法的

考试。您有这么好的底子，考注税应该比较轻松。 因为注税

的考试有四科总分是140分，出的题目较多，所以它的考点相

对较多较细。看教材的时候仔细一点就行啦！ 学员洛可可33

：报了《税1》、《税2》、《税代》。 请问怎样安排复习时

间比较好？以及哪些辅导书比较好？白天在事务所上班～～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注税的辅导习题市面

上我所了解的只有三种，一是随教材发行的五合一习题集， 



因为注税的考题量大我认为只有那么一本不足以应付考试二

是中税广通的， 中税广通的买了也做了，感觉相对较简单，

如果时间足够充裕，可以考虑做一遍三就是网校的。是目前

这三类习题集中最适应考试的习题了。把网校的题做透足够

应付考试了。 学员金灵子：我2月份就要生孩子了。但是还

是报了注税的5门，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才算合理？ 中华会

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我想您要生孩子了，不知道还有没有

时间看书。 学员云水心：偶想问一下，第一次考注税，07年5

门 .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可以学时间怎样安排好呢？再请问：

税代，财务会计，法律这三门太生了，没有感觉！请教一下

怎么学呢？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税代并不需

要单独去考虑，把税一，税二掌握熟练了。再熟练税代教材

中它自己的几张报表的填列就行了。财务与会计是要扎扎实

实的去看，如果你有中级的基础应该也不会太难。法律李老

师讲的不错，他说学法律平常象看小说一样，多看几遍看多

了熟悉这些比较生的概念了。考前再抱佛脚也比其他人快点

。 学员ycsyl：请问一下，我今年报了中级的财务管理和会计

，也报了注税五门，看了邱同学的简介，发现她也是去年报

的中级和注税，想请教一下邱岚，她是如何安排中级和注税

的复习时间的？我的基础也只是一般。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

岚回复：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中级是05年过的，06

年只考了注税。 学员开心松子：首先，向邱岚表示祝贺！ 然

后，向邱岚提出几个问题： 1、我今年报考5门，我想知道你

是如何安排这5科的学习时间的？比较侧重哪一科？ 2、你的

法律成绩好高，非常想知道你是怎样来学习的？大概考前多

久开背？ 3、你做了多少练习，用的是什么练习题，你感觉



谁家的更好，做题和看书对你来讲哪个更重要？ 谢谢！！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1.我比较侧重税一，税二，这二

科花的时间最长。 2.法律考完试我根本没料到自己能通过。

我是从五月份开始看法律，之前看了二三遍刑法部分，总是

看了一遍忘一遍。法律我建议跟着网校老师就可以。没事就

看。不求自己一定能记住，只要有个印象就好，考试的时间

对于可选可不选的答案最好不选。 3.我做了网校和中税广通

的题，推荐网校的。做题一定要做透。要求质量不要求数量

。做题和看书同样重要对我而言。我通常看一遍书做一遍题

。通过做题理解知识点和巩固记忆。 学员xpj2006：我于2006

年报了注税5科，过了财务会计，今年报了网校的税法1，税

法2和税务代理的A套餐以及相关法律的实验班，能告诉我怎

样安排学习吗？ 2006年的分数是：173，269，355，470，584

，我每天只有3小时的学习时间。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

邱岚回复：您去年已经打了基础，相信自己，对考试不要恐

惧，没出成绩谁都不知道自己能过的，对吗？不过，您的学

习时间应当再延长些！ 学员笑百合：今年第一次报注税，报

了三税，请问用什么辅导书练习好？好多人说注税的练习题

不太适应考试难度呀。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推荐网校的配套习题！ 学员 1333333：我06年报了网校的4门

，都没通过，只有代理过了，情绪也比较低落，今年要背水

一战，可是我觉得不能单靠网校的辅导，是不是习题量要加

大，选那本习题好些，另给些方法好吗？是不是方法不当？

当然可能我不够刻苦，每天就3小时，而且考场做了100的题

后面的就来不及了，请多指教！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我觉得网校的辅导和习题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你每天三小



时应该是少了点。你不妨记录下自己做题的速度和质量，如

果速度不够快或者准确率不高，找找原因是不是教材内容没

掌握熟练。尽量做到做过的题不要再做错。我税一和会计考

试也没做完。140分只要得84分就过关，多选有60分，所以我

们看书的时候要再细心一点！ 学员flylxfei：除了网校的习题

，另外还要购买哪个出版社出的习题集来练习较有效呢？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1. 新准则我也没学习。注税的财

务与会计难度并不会太大，您首先不要这么害怕。有中级的

底子，再仔细的看书，做题问题不会太大。由于注税的题量

大，考点比较多，我建议一定要仔细看教材。毕竟，多选

有60分。考会计我也喜欢画T字，只要能保证答题速度，自己

有什么习惯不是件苦恼的事！ 2. 法律几乎都要记，平常没事

你就当小说一样翻着看吧。 3. 习题用网校的，但做题一定要

做透。 学员sp2007v：恭喜你！目前注税考试一个重要问题就

是没有一本比较好的辅导用书！！你觉得财务会计这科做中

级职称考试的习题合适吗？你的方法是什么？ 中华会计网校

学员邱岚回复：习题我只是跟着网校的学习班走。财务会计

，如果中级的底子好学习起来会更轻松，但注税考试有它自

己的特色，最好是跟着网校的题多做些。 学员太阳公公：我

今年报了四门，不知时间如何安排，辅导书哪本好，请教？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辅导习题用网校的。 学员正午

的太阳：我明年准备报考注会审计（只剩此一门了，而且今

年考了57分）和注税五门，听了06年的课，觉得税收相关法

律较难，请问有何好的学习方法，还有明年换了工作，估计

只有晚上可利用3-4小时，请问怎样安排时间？ 中华会计网校

学员邱岚回复：如果只是晚上看3-4小时，我要说自己肯定通



不过考试。相关法律没事多翻翻象小说一样看，考试冲刺就

行，平常背了也记不下！ 学员宇心：你好！我是05年过的财

会、税一及税二，06年报了剩余的两门，可能是由于孩子刚

出生做妈妈的事情比较多而且还要上班，税代及法律均以几

分之差未过，今年我又报了这两门，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报

了网校的套餐D，现在还没有开始复习，想等过完春节把孩

子接走，单位请假或者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当中，请

问我这样做值吗？ 谢谢姐姐。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值不值要看自己了。如果能学习生活二不误那就最棒！ 学员

清水一方：邱岚女士你好！我也今年报五科，应用什么样习

题集比较好？能否在网校上收集？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

邱岚回复：我用的是网校学习班的配套习题！ 学员冰东：今

年第一次报注税，报了财会、相关法律，我报了网校基础班

套餐A，请问用什么辅导书练习好？如何安排时间复习？谢

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我用的是网校学习班的配

套习题！ 学员冰东：今年第一次报注税，报了财会、相关法

律，我报了网校基础班套餐A，请问用什么辅导书练习好？

如何安排时间复习？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我

用的是网校学习班的配套习题！ 学员天目山石谷请问，如果

，注税5门从现在开始学习，您会如何安排时间与进度？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如果从现在开始学习。2月底前学

完税一，税二。 三月底学完财务会计同时把税一再学一遍。

四月份学习税代再把税二学习一遍。看一章书做一章练习。

平常没事就翻法律看。五月份税一税二会计税代集中练习，

法律看书为主。六月份看自己哪科弱就攻哪科了！ 学员8218

真爱无言：我去年中级过了经济法，今年的实务和财管必须



过了，可是我在看书过程中，特别是财管的第一遍，很多东

西都看不懂，心里很着急，请问该怎样复习才好呢？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我财管是05年过的。看第一遍

也看不懂，象你一样这么急。我认为学这一科不能图快，时

间价值这一章是基础。先把它掌握再看下一章，看一章书做

一章题，做题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教材上的内容。做完题再

去看书。也许这样看了之后，整本书看完第一遍还会有不能

理解的地方，但不要怕。考试只要得60分嘛。中级把网校的

课和题听完做透要过关应该没太大问题！ 学员8218真爱无言

：在看财管的第一遍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懂，好象都看不下去

了，请问该怎么样复习才好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只要您想过关，没有难不倒的！先仔细看书，再听课，把

老师的例题和出的题做透。中级并不难，要对自己有信心！ 

学员JSNTBQRG：我每天只有三小时的时间，怎么安排？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静下心来，充分利用这三个小时

！ 学员无风香自满：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考注册五

门功课该怎么搭配考（每年考两门），我现在已经买了网卡

了，不知道先考哪一门，请老师赐教。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

岚回复：呵呵，我想您问的应该是注会的考试吧，我也没考

过呢，今年网校注会的成绩骄人，到时有优秀学员做嘉宾的

时候，我们一起去取经啦！ 学员zhaoxin781022：我想请教一

下，选择什么习题集？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注税的

习题建议用网校学习班配套的。把教材看多几遍，习题做透

！注税考得这么细，多选就有60分，书看细点不会吃亏！ 学

员SKBH ：我做财务会计模试题的单选和多选花40分钟，可做

下来只得了57分，下一阶段应该怎么样复习财务会计最好，



我刚考完中级，对有些知识点有印象，但是我不是很想去看

注税的书，做题我都是查的中级的书。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

岚回复：如果想通过注税的考试还是要付出辛苦的。建议把

注税的书起码看一遍，网校的配套习题起码做一遍。 学员叶

露1、答题比较困难的是政策的叙述，本人知道如何处理，但

在让我叙述是可能不够全面啦，怎么办，答题时可以写根据

税法规定等等，可以吗？ 2、在多个回答的综合题里，如外

商投资企业的一些政策，如果在第一个回答中，我把“外商

投资企业”都省略不写可以省点儿时间，这样扣不扣分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MM问的是中级还是注会的经

济法呢？ 学员湘青深氏：厉害！请教： 1、你考中级时是如

何照顾注会的，时间上怎么分配？ 2、你考注税前复习中，

如何分配五门的时间？ 3、你工作是不是做会计的，如何有

这么大的毅力？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呵呵，谢谢夸

奖！ 1、我只参加过一年注会的考试，至今未通过注会。且

注税与中级也不是同一年考过的。 2、注税五科中，税一，

税二花的时间最多。因为学好这二科税代也就水到渠成了。

法律通常是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时在歪在床上看的时间

多。会计花的时间最少。 3、我是做会计，但工作中的东西

较简单。我学不下去的时候，就幻想下一次通过时的喜悦，

有时候白日做梦很能刺激人，呵呵！ 学员linlin：您好，看到

您的成绩真的是很羡慕，真不知道您在学习注册税务师五门

课程的时候，是如何安排时间的？大概每天学习多长时间？

还有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是交叉学习吗？⋯⋯如果是的话，

请问是如何交叉学习的？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谢谢

，我没有具体统计过自己的学习时间，我是从四月底开始全



职学习，平均每天七个小时左右，状态好的时候我就多看，

不好的时候我通常不强逼自己。四月底之前我只是把税一，

税二粗略的看了一遍。 学习的时候我是看完一本书再看一本

书。 学员lovehebe：你好厉害呀～！我好佩服你！请问工作

、学习怎么兼顾？ 1）一年过5门注税，请问你每天学习时间

大约几个小时啊？每天晚上大约多久睡觉呢？白天要上班，

我是做财务的，又不敢把自己搞得太疲倦了怕第二天精神不

好。请问你是怎么合理安排的呢？你熬夜吗？ 2）请问你的

复习程序是怎样的呢？比如注税，1天复习几门呢？还是交替

复习？如果一天复习几门，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是交

替复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3）1年过注税，请问你大约进

行了几轮复习呢？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复习的呢？ 中华会计

网校学员邱岚回复：谢谢，我从4月底开始全职考试的。 1.我

通常晚上的状态比较好，但我不太熬夜因为一个人在家晚上

会怕怕，哈哈⋯⋯如果您想通过考试，就必须下苦功。怕精

神不好白天找时间补觉。现在没几个月时间了，值得拚一拚

。 2.我学习的习惯是看完一科再看另一科，每一科是看一章

书做一章题，通过做题来理解书上的知识点。然后再看一遍

书巩固记忆。 3.我四月底之前只是把税一，税二粗粗的看了

一遍，然后四月底又开始仔细的看税一，税二，到五月底时

，同时把财务会计看完。法律是六月份才开始背不过平常翻

看过一二遍，考前十几天开始拚命的做税代的题目。因为感

觉最难的二科在考前几乎没看完，考试前一个星期人几乎快

崩溃了，觉得好辛苦。 学员兰竹：我今年第一次考注税，注

税是考理解多还是记忆多呢？记忆的内容你专门去记忆吗？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我是理解记忆的，对一些内容



并不是死记硬背。除了法律之外，考点我个人习惯借助做题

来巩固记忆！ 学员borodin：你好，请问： 1.什么时候开始学

习法律这门课程比较好？ 2.我第一次考CTA，今年还要考中

级，两门安排在一起冲突么？ 3.我听一些朋友说用中级的底

子考CTA的财务与会计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朋友用的是CPA

的教材，请问那种比较好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1.法律在平常可以象翻小说一样翻看几遍，有些生涩的专业

词语让它变得不陌生，考前一个月再报佛眼应该行得通。 2.

个人认为中级与注税的冲突不大。学好中级的会计对注税的

会计大有帮助。 3.我的会计考得不太好，我也只是有中级的

底子。如果时间充裕，做CPA的练习更能确保考试能过！

但CPA侧重的是难度，CTA考点较碎，把教材多看看在多选

上多拿点分。 学员798101：您好，看到您的成绩，我真的很

羡慕，我在考CPA和CTA，总觉得时间太少了，没有时间看

书，我现在注会过了会计了，但是财务成本管理没有过，我

今年想考财务与会计和税法一和税法二，我是不是可以在财

务与会计上花少一点的时间，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也报了网

校的辅导，只听课和做网校的题就可以了吗？ 中华会计网校

学员邱岚回复：我注会没考呢，很羡慕您呢！如果您觉得会

计那块基础还不错，可以相应的少花点时间，但注税教材和

习题还是得做一二遍。因为注税的客观题有100分呢。光听课

和做题我认为是不行的。书要仔细看！ 学员寻找翅膀的鸟：

你原本就是会计专业的，要考注会和注税都要费那么大的劲

，作为一个对会计、税务没什么概念的人，为了工作而去报

注会和注税，你觉得应该从何入手会好一点呢？如何学习，

报考顺序该怎么安排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呵呵



，其实我毕业了N年才去考的，可以说也是一片空白去参加

的考试。网校有好多优秀的学员都是非会计专业的，他们竟

然能一次通过注会。我想下苦功，是最适合的方法吧！ 如果

注会和注税真要选一个，我建议你先考注会！ 学员白麒麟：

一直潜水，现在出来冒个泡泡。我也来请教几个问题。 1、

面对大量的习题，怎么应付？ 2、有没有想过放弃几门，来

年再考的？如果有，那是怎么坚持下来一年通过全科的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1.对于习题，求质不求量！要

理解做题。做过的题型下次遇到一定不能做错。不懂的题直

到弄明白为止。教材上的内容掌握熟练了，做题的速度不快

都难。 2.有啊，考前半个月一直在想放弃的事，法律我几乎

是放弃了，税代想到一放弃，明年税一，税二就得重学，咬

着牙扛下来的。 很累的时候，就梦想自己一次通过时的喜悦

，靠着这个支撑自己的。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千万别放弃

，考试结束，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 学员8218真爱无言

：请问你每天的有效学习时间为多长？怎么样合理安排时间

的？在考试前多久开始复习的？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

：我从四月底开始全面复习，每天学习七个小时左右，状态

不好的时候，我不会强迫自己去看书。我宁可睡觉。睡个好

觉能换来高效率，我觉得很值！ 学员duandongchen198154：

今年第一次考，报了法律和财务会计，请问这不相关的两科

如何安排时间呢。法律在复习中应注意什么呢。 中华会计网

校学员邱岚回复：只考二科，时间很充裕了！会计扎扎实实

的学好每一章。书看仔细点应付多选题！ 法律多看几遍，记

不下来别怕。脑子里有个概念，临考前一个月再集中强背。

把网校的配套习题做好！ 学员JSNTBQRG：邱岚，你好！ 首



先，祝贺你能顺利通过考试，我以前也曾报过注税，每次都

是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往往是是考前觉得要记的内容太

多，再加上记忆力又不好，结果总是不理想。今年准备报5门

，现在开始来得及吗？怎样计划？另外想问问你考前有没有

请假在家复习？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只是考前一个

月才开始学习，换做是我，我肯定静不下心来学习，时间太

短了。报五门的话，现在开始完全来得及。考试要对自己有

信心。我是四月22号开始全职学习！ 学员maoyitax：问两个

问题： 1、注税五科中，我认为税收相关法律很难，我想你

是怎么复习这一科的？ 2、今年我报了5科，我已经订了详细

的学习计划。但是有时学习累了感到很疲惫，肯定你也遇到

过这种情况的，你是怎样克服这一困难的？有没有比较实用

的办法？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哈哈。我一直是个缺

乏详细学习计划的人，状态好就拚命看，状态不好就睡觉。

考五科压力很大。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间，我就对自己说，

想想看，一次通过有多诱人。查成绩的时候多兴奋。我是靠

这个挺过来的！ 学员my19811977：我是06年过的中级，07年

第一次报了注税五门，压力有点大，听网友说难度比中级大

一倍。过中级的时候，我是三月份开始看的，每天平均三个

小时差不多。我想问一下，你用了多少时呢，谢谢！ 中华会

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别自己把自己吓倒了，中级如果不难

，注税也不会太难。要对自己有信心才有可能通过考试的嘛

。我都没统计过自己用了多少时间。从四月底开始平均每天

看七小时，你自己算算。 学员duandongchen198154：说注税

难考，难在什么地方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应该

是题量大，考点细吧 学员qiuyei：请问我今年第一年报会计法



律，不知道怎样学习和复习，不知道注税的深度。请指点。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应该和中级差不了多少

。只是考点比较多，要求看书看得比较细。 学员一次搞定：

请问我只考税代和法律相关知识应怎样学习较好？请推荐比

较好的辅导资料？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辅导建议用

网校学习班的配套习题！熟练税一，税二的内容，再把税代

教材上增值税，所得税这几张报表的填列及逻辑关系弄熟。

多做些题。法律没事翻看，跟着网校的辅导班走！ 学员小姜

根邱岚，您好！ 我今年是第一此报考，不知选择什么渠道的

练习题更具有实战性呢？据说网校出的题较简单缺乏实战性

，因此06年税法1考的都不太理想。非常想听听您的建议！不

知您备考时选择的练习题是什么？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

员邱岚回复：呵呵，我考注税依靠的就是网校的习题，税一

没考好，并不是说哪个地方出的习题没有实战性，而是没料

到计算量会这么大，只能怪自己没学精没练习到位导致答题

速度跟不上。 我建议您把网校学习班的配套习题做透。熟练

掌握营，消，增三税的计算，保证答题速度，再把书看细点

。 呵呵，咱们都一样，第一年和别人包的就不一样。 学

员duandongchen198154 呵呵，邱姐说的很对，当年我也有过

一个重要的考试，压力很大，也是没有信心，就是靠着对美

好未来的憧憬挺过来的。想考试过了，那可是刚刚的啊。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不坚持下来，那份幸运就砸不到

自己头上，呵呵！ 学员Baichangbinbaixi 请问你在考“税二、

会计”时的时间充足吗？如何做综合题的？（是把题目看完

后再做的吗？）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税二一个半小

时就答完了，时间比较充足，综合题倒不是让我害怕的，而



是那60分的多选题，答的时候，心慌慌，所以建议各位一定

要仔细看书。会计我没答完，综合题有一整道没做，但我都

填满啦，呵呵！ 学员duandongchen198154：都说把书看细，

老大，看到什么程度才算看细啊，难道要倒背如流，每个知

识点都熟练应付才行啊。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看什

么应该看什么，通过做题我想自己可以总结出一些的对吗？

一些大的知识点，网校配套习题基本上都会提到，你把题做

完知识点可就掌握了。不会花费太大力气的。 学员飞天战士

： 邱岚女士你好：考试中该如何涂卡？我原来没参加过这类

考试，去年考，感觉涂卡很费尽，有什么好办法吗？还有就

是代理实务的综合题考试时如何答，应注意些什么？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答题时我是用铅笔在试卷上做

，不会做的空着，有疑问的做个记号。涂卡我是做完一大题

才涂。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如果觉得题目相对容易，我会做

完客观题再涂。如果整张卷做完有时间，我再来看不会做和

有疑问的。 税代的综合题作答我一直学习网校习题的答题思

路和步骤，让自己答题养成好的习惯。因为不能保证一整道

题完全做对，我就得在步骤上尽量多拿分！ 学

员baichangbinbaixi：我听课时注意力难以持久，听一节后第二

节就不容易听进。你是如何听课的？听一节后做一会儿题吗

？还是持续听课，直到不想听为止？谢绝！ 中华会计网校学

员邱岚回复：您和我一样，听课容易开小差。我是选择性听

课。自己看书看几遍还是看不明白的，我就听课。通过老师

的语言刺激让自己想明白。 学员爬上墙头等红杏：首先祝贺

你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想请问两个问题：1、对于财务与会计

06年我考了75，我非会计专业毕业（97毕业的），记得06网



校两套模拟题，第一套我得了77，第二套90多分，所以我感

觉考试和平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找不到适合考试的题想

请问：以什么习题来应付财务与会计2、对于今年财务与会计

，因为新会计准则变化太大，现在不知道如何对付会计这门

课程，请听听高见3、06税代我考了53，我记得我全做了，税

二也过了，考税二时也对同事们说过投资退税一定 是重点，

税二没出题但税代出了，可我考税代时投资退税一简单题7分

我一分未拿到我想问：我考过两次税代了（功夫没到家是一

原因），如何解决税代题量大而不乱的问题，06答税代题时

我题题答到，出考场时还想不过都难，结果一对答案，错处

太多，下笔时没有细想，太紧张了中华会计网

校http://www.chinaacc.com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1.财

务与会计，如果您做网校的模拟题只得这些分，您应该总结

一下在哪块失分最多再去有针对性的加强是书没理解透还是

客观题不够仔细。以这样的模拟分去参考，真的很悬。我给

您的建议是扎扎实实看书，扎扎实实的把题做透，先不要图

速度。 2.会计有些基础性的内容变化应该不大吧，新准则我

也没学，如果您实在着急，建议先跟着网校中级的学。 3.税

代这一科，个人认为平时答题要养成好的习惯。它的综合题

是大头，学习网校习题的答题思路和步骤，即使结果没答对

，我认为步骤上也能得不少分。 另外考试时别怕。越紧张，

越要看清楚题。税代做题的时间足够，克服这一点，您平常

多加强练习也许会有帮助。中华会计网校 学员秋楠秋野：嘿

嘿，偶没啥问题。今年偶也考注税，邱岚姐祝偶成功吧。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祝您成功，呵呵，通过别忘请大

家！ 学员爬上墙头等红杏：邱岚学友：你好1、想请问你，



考前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如：考

前当晚你会看书复习明天所考科目的教材吗或平时易错点？

2、对于看教材和听课、练习，这三行你是如何合理安排时间

的，我看书时一口气想看完一门的教材（06年报了五门注税

，只过一门税二，放弃法律，其他都差几分），觉得看教材

太累？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邱岚回复：1.考前那晚我通常将明

天要考的那科整本书再过一遍，不会再做题。 考前心情焦燥

很正常，但一定要坚持下去。想想查询到成绩时的喜悦。会

觉得现在这么辛苦是值得的！2.我是先看一章教材做一章习

题再看书，听课是有选择性的听。 主持人：非常感谢邱岚女

士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同时感谢您的积

极参与，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已经结束，此次访谈活

动的相关内容整理后在网校论坛及首页的明显位置推出，请

大家继续关注！预祝所有的学员都能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

绩！以后中华会计网校会多多组织并开展此类活动，希望大

家积极参与。请大家在考试复习中调整好心态，以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考试中，会计网校祝大家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