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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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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注册税务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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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备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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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师考试第九名、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向 红女士作客中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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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广大学员及向 红女士的热情参与。 聊天主题：畅谈注

册税务师考试时间安排、应试心理及五门考试复习的时间安

排等问题，如何轻轻松松一次通过五科考试，且取得优异成

绩！ 活动时间：2007年1月18日晚上18：0020：00 现先把今天

参加交流的嘉宾作个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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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00 107 109 62 474 学

员正午的太阳：我明年报考注税五门，请问如何安排复习时

间？明年换了工作，估计每天只有晚上3-4小时！我的基础

是05年通过中级，05年注会通过税法，06年通过会计，经济



法，财管。现在听了06年的课，感觉注税考得特细，担心自

己没时间看书，心里慌慌的！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心里别慌啊，你有这么好的基础怕什么啊？我理解注会考试

更多的考的是难度，但注税考试更多的是广度，所以用你良

好的基础来考注税，可能需要更用功的是相关法律吧？建议

把税一税二与实务代理当成一门课来学习，这样你就只有三

门课了，时间上自己就好安排了。建议再听网校的课来配套

学习，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祝心想事成！ 学员bang118：

你好 ！恭喜你，八卦一下 拿到网校的奖学金你是怎么消灭的 

？请问法律究竟要掌握道什么程度才能拿到你的高分？不会

每页内容你都背下来了吧？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网

校的奖学金目前还没有拿到手中，不过我想如果发到手上了

给爸爸妈妈买份礼物感谢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然后拿余下的

去做美容，弥补每天面对电脑对皮肤的伤害。至于相关法律

的学习我想更多的是理解吧，一旦理解了也就记住了，当然

一些数字啊、条文啊还是要记住的，但偶从不背书，只是把

书来回的看，直到看到理解并记住为止！祝考试顺利！ 学员

紫竹风铃：首先恭喜你！作为一名已近不惑之年的妈妈级考

生，如何更好的作好5门的复习？如何减少遗忘？我是非会计

专业毕业，已经考取会计师资格，目前工作不是太忙，但学

习效率如何才能提高？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谢谢你

！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而且遗忘是我们每天都必

须面对的。注税并不是会计专业考生的专利考试，你考过了

会计师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会计知识了。妈妈级考生要面对

更多的困难，生活不仅仅只有考试的，建议你可以分两年考

完5科的。给自己列一个学习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同时把



书不断的看来对抗遗忘，相信你会取得好成绩的！ 学

员Xyzhm：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工作这余有这么好的成绩！1.

你是如何分配学习时间的？2.每天学几小时？3.练习是以什么

为主？想问的太多了，先到此为止吧！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

红回复：先声明一下，我是三月份开始辞职后全职学习的。

一般每天学习在10个小时左右。练习是以网校的辅导班的题

来做的，中税广通的书也看了一下，但感觉错题很多就没有

细看。我想看好书、听好课、做好网校的习题，过关应该不

成问题的。 学员云水心：今年报5门，第一次考，感觉法律

好难，税代没有感觉，财务会计没有方向，不知您如何学习

的，能谈谈么？如何掌握这几科呢？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

员向红回复：我想没有方向或者感觉是因为对注税考试总体

没有感觉吧，建议你可以先把书仔细的看一遍，再多通过网

校的论坛了解了解注税考试的特点，然后在听课时对老师讲

的前言要多听几遍，这样就会对要考的科目有一个相对较好

的认识了。看书-听课-做题-看书-听课-做题，多几个这样的

循环就会掌握这些课程了。 学员紫1969：我是一个初三学生

的妈妈，37岁了，白天还得上班，今年报了三税，该怎样合

理安排时间才能通过这三科？请指教！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

学员向红回复：很佩服妈妈级考生！建议你在学习税一税二

的基础上认真学习税代，如果有一定的会计基础可能会把税

代学得更好的。税代的很多知识点在税一与税二中就可以学

到，所以一定要学好税一税二才可以应对税代的。 学员文

文2：你好！我想问一下：如何处理好听课和做题之间的关系

？我以前只是听了几遍的课！没有做完网校的练习题。今年

应该吸取教训！多做题！提高速度！向你请教！谢谢！ 中华



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我理解做题是对看书听课效果的一

个巩固和检验吧，也许有时看书的时侯我们都懂但一旦做题

了就不行了，所以多做题是很必要的。建议你多做网校提供

的习题，在保证准确率的同时提高速度。 学员7667765：如何

保证税代一定通过？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您问的这

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用心、努力、付出了应

该就可以通过吧！ 学员这个夏天：你好，首先很佩服你能

在06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注税全科的考试，我想这不是偶然，

一定是你努力的结果！我今年也报了注税的全科，八月份的

时侯就报了网校的学习班，已经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感

觉自己还是一头雾水，没有较好的学习方法，每天顶多也只

是看看06年教材，听听网校的课件，没有条理性，效果与状

态也不是很好！我心里也一直很着急，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

能去应对好今年六月份的的考试，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你

是否能帮我解开心中这种压力与困惑？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

红回复：不要着急啊，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下自己的学习

特点，制定一个相对详细的学习计划，然后开始认真的的学

习。也许把心放定了就知道该怎么学习了，不要给自己一定

要考过去的压力，就当是学习提升自己吧！祝开心轻松的学

习！ 学员tomzhang0061：你好：想问个题外话，取得了注税

证书找工作好找吗？待遇如何？你干这行的就多说点实话吧

！ 说实话我考注税就是为了换个工作，所以自己给自己不小

的压力，请你谈谈，好让自己在累得时候做点白日梦！另外

，今年财务这科变化很多，请你给点建议！谢谢！ 中华会计

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呵呵，偶就是以注税的全科合格证混到

现在的税务师事务所的。我觉得到事务所工作的时侯不要要



求太高了，千万不要认为拿了注税就能变成什么样，只是在

求职路上多了一个证件而已。财务与会计这科建议先看看中

级的会计吧，可能会对考试有帮助。 学员1333333：你比较涨

新疆人的脸面，看到你的成绩也激动，为你高兴！可是我总

是差一些，今年要考4门，不然过的就要作废了，考试做100

分的题，其他没时间了，你是如何学的？告诉我好吗？ 中华

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多看书，多做题，理解加记忆。 学

员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首先，恭喜您过了注税！我是个

刚过会计师的考生，今年打算报名参加注税考试，请帮助我

应该怎么样报名参加考试，比较合理，难度相对会计师难度

大吗？大多少，还有我感觉财务管理和会计比较感兴趣，还

要打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你看，我参加税务一、二

还有税务代理可以吗？但我又舍不得财务会计这一科，我该

怎么办呢，请指导一下，现在正在报名呢，我急！ 中华会计

网校学员向红回复：税一税二与代理的组合就很好啊。只要

自己有信心考试，那就报名考吧！ 学员 wwjj123：恭喜你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06年过了中级，07年报了注税的法律、会计

，请问我如何安排听课、看书、做习题的时间呢？ 中华会计

网校学员向红回复：看书、听课、做题是环环相扣的，缺一

不可啊。不看书听课，题不一定能做出来，不做题又检验不

了看书听课的结果，所以每个都重要。 学员零下二十七度：

呵呵，除了想说你好棒以外，还是想说你好棒，给你一个真

诚的拥抱，向你学习，为你祈祷，望你每天心情好，天天开

心，快乐，幸福常伴你！：）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亲爱的零下，我的幸福中有你的祝福，我的成绩中有你的鼓

励，同样的祝福与鼓励给你，今年你一定会梦想成真的！ 学



员QQ猫：你好，首先祝贺你！我06年过了中级的财务管理和

注税的财务会计，今年报了中级2科和注税4科，两者中比较

急切得到的是注税证。 我现在的学习情况是：税1听了06年的

基础班和习题班，看了两三遍书。做了网校的练习题；税二

看了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相关法律学完了第一篇的部

分；中级经济法还是8月份学的前两章，没再看；我的学习时

间是春节前只有晚上有时间看书，估计到3月份以后可以请请

假。对于我这种情况，想向您请教以下问题：1、 我三月份

以后是否要全职学习？ 2、 我现在担心中级会计实务影响注

税，所以想暂时放弃中级会计师的考试，我是否放弃呢？ 中

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我不知道你对现在的工作抱有怎

么样的心理，所以是否全职学习就不太好建议了。对于中级

的会计建议不要放弃，因为代理实务中也是要应用到会计知

识的，所以，一起学可能更好的。祝你成功！ 学员Xiaozhuwa

：原来就是你呀！我是沙漠妖姬。你好！真是太配服你了！

真是我们新疆的骄傲呀！每次都看到其他地方的好学员，心

想是不是人家比我们聪明，有时都这么想，现在我不这么想

了。我那天已把你加为好友了。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管

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就是管不好自己，有时间都浪

费了，我要以你为榜样。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一起

努力！ 学员 Liuluky：真的佩服你！其实你的付出的确让我们

学习，聪明必然重要，但是脱离了努力也很难成就你这种辉

煌，向你学习，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应对考试，这也许是我们

每一个学子值得学习的地方，成事在人，而非在天！学习不

容任何机会主义者，我们每一位都应像你一样踏踏实实，相

信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其实有很多的同学是很努力的，



要坚定信念一定会有收获的！加油！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

回复：你说的很对，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应对对考试，脚踏实

地的学习与付出，一定会有好的收获的！ 学员无求：请问网

校的课件能直接下载成MP3格式吗？是否还要用到其他的工

具？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可以直接下载

成MP3上的。如果有问题最好咨询网校的服务电话，他们态

度特好！客户服务电话是：01082318888. 学员冰东：首先，恭

喜您过了注税！我今年报了财会和相关法律，请问如何对这

两门进行复习，如何处理听课和看书、做习题的关系？哪种

习题比较好？每天学习多长时间为好？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

红回复：建议你这两门也是一样要听课、看书做题的，听课

看书做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习题方面我觉得网校的习题还

是比较好的。每天学习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建议你制定一

个学习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可能会更好些。祝好运~ 学

员liuxiaofeng2007：真是佩服姐姐呀！那么有毅力！我现在报

了中级三门，还没怎么学习，总是却少动力，每每看见论坛

里朋友们都很用功，自己就下决心一定努力，可过不了几天

就又不行了，哎，自己真是没有出息，得好好反醒了！ 中华

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把中级想像成一大笔奖学金，可能

动力就更好了，呵呵！ 学员飞翔贝贝：我想问一下今年的税

法一和税法二的教材会不会变动很大，因为现在出台了几项

税法变动，如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车船

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还有土地增值税的变动，等等⋯

⋯这些会不会对教材的影响很大？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

复：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会影响到考试教材的，但企业所得

税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目前还没有正式法律出台，



所以我个人认为你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应该对教材的影响不是

很大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学员花明：真佩服你啊！取

得这么好的成绩，我没有胆量辞职考试，时间真紧啊，每天

学习10个小时，你是怎样做到的？难道你不累吗？每天怎样

安排啊？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认真学习都会很累的

，但只是坚持下来一旦成为习惯就是件快乐的事情了。把学

习当成工作来做成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就可以天天坚持了。 

学员13576629208：我报了5门，已有N年没看书了，上班也忙

，一个星期只休一天，只有晚上看书时间，你是如何处理工

作与学习？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不好意思，我是全

职考注税的。个人觉得考试与工作应该两不误才更好吧！ 学

员Wlsong：真的很佩服，恭喜您！我的基础是05年过中级

，06年考五过三，还有税一和法律没过，今年准备全力以赴

，可是法律学起来我觉得知识点很零散，不好掌握，请问您

是怎么学的？1、是不是相关的法条都要看？2、您是做的什

么练习题？3、您还有什么学习的窍门？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

向红回复：法条也看了一部分，但主要还是以书为主的；练

习是用中华网校提供的习题；没有什么窍门的，只是努力了

就会有回报吧。你已经离成功不远了，再努力努力就一定会

拿下注税的，祝好运！ 学员40多的考生：我今年一次想通过

五科，听完了全部课程了，现在正看第二遍，争取春节前再

看一遍，然后做习题，这样能否顺利通过？ 中华会计网校学

员向红回复：先不要给自己一定过关的压力啊，只要你努力

付出，认真学习了，再加上心态平和相信你一定可以顺利通

过的！ 学员xinxin_yang：向红，你06年注税一次通过5门，我

为你感到非常高兴，你是我们会计行业里值得我们学习的榜



样，我为你感到骄傲，你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朋友祝你越走

越好，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的，祝我们的向红在今年里注会考

试中也一展风采！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谢谢关

心，一起努力！ 学员Shangshj：我有几年没有系统学习了，

今年只报了注税代理和法律，基础不太好，一定要先学习税

一税二与财会这三科吗？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一般来说税务代理实务应该与税一税二一起考的，因为税一

税二是代理实务的基础啊，你今年这样报名可能还要学习税

一税二才能把代理实务考好的。建议你多到网校的论坛上来

看看，这样可能对考试课程的选择会有帮助的。祝你好运！ 

学员Fourclover：向红同学您好，首先祝贺你通过考试！我今

年已经37岁了，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类考试，为了生活今年

报考了注税，而且报了5门。今天已经18号了，可是教材还没

有下来，说是2月初再打电话问，我想问我该怎么复习？ 学

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不要担心也不要怕自己的年

纪，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然后

跟着网校老师好好的学习，不要考虑自己的基础，只要你用

心努力了，相信你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的！ 学员①dê天使L

Οvё：首先，祝贺你通过了考试！看到你也是新疆乌鲁木齐

的人，真高兴呀，原来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个这么强的人呢

！我看到你已经通过了注册会计师的两门考试，我想请问一

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复习的呢？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

向红回复：我是三月十号开始全职学习的。祝好运！ 学

员Fourclover：现在没有教材，网校的课也没有开，该怎么复

习呢？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建议先听06年的课

件啊！除了会计有根本性的变化外，其他的课程应该变化不



是那么大的，先听06年的课件可以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啊

！ 学员Shangshj：我有几年没有系统学习了，今年只报了注

税代理和法律，基础不太好，一定要先学习税一税二与财会

这三科吗？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一般来说税务

代理实务应该与税一税二一起考的，因为税一税二是代理实

务的基础啊，你今年这样报名可能还要学习税一税二才能把

代理实务考好的。建议你多到网校的论坛上来看看，这样可

能对考试课程的选择会有帮助的。祝你好运！ 学员Shangshj

：我看到了回答，谢谢你！我已经报代理和法律了，需看税

一税二，但要看会计吗？ 学员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建议你看看会计吧，因为代理实务涉及到会计的调帐，所以

建议你学学会计！ 学员学员松子：首先，向向红表示祝贺！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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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 1、我在学习过程中把5科合并成了三科学习的，每一科都

重要，因为少了哪一科全科合格证都拿不到。2、练习做的基

本上是中华网校提供的习题，中税广通的题也做了但感觉不

太好因为错题太多了。看书与做题同样重要，不看书就不会

做题，不做题就不知道看书的效果啊！ 学员阿力卓：向红同

学不知我提出这个问题合不合适？我今年37岁了，做会计，

腰和颈都不好受，考场就是发挥不好，考了两年了，各科就

是差那三两分，我真失望，今年我不忍心又报了三门，我该

怎么办？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其实你的基础很好了

，如果现在让你全部放弃你也会觉得可惜的，所以加油努力



你一定会通过的。不放弃你还有很大的机会，但放弃了就没

有了，为你祝福，祝你好运！ 学员学员lancy：我是06年过的

财会、税一及税二，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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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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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值不值我不好说，关键是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五科中

三科都过了，只要你再加把油余下的两科一定也会通过的。

祝好运！ 学员零下二十七度：哈哈，我也要提问题，我也要

提问题。就是如何克服会偷懒的毛病，我总是一个星期很刻

苦，下一个星期就开始偷懒啦？嘻嘻。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

红回复：美女啊，请制定一个详细到小时的学习计划吧，如

果完不成学习计划就不给自己吃饭，等你饿上几次就一定会

认真的刻苦学习了。 学员阿力卓：向红同学你能告诉我你都

用哪些做题的资料来应对考试的？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

复：以书本为基础，以网校老师的讲课为提纲，以网校的习

题做检验，每项都做好了，再加上考场上的超常发挥，相信

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学员Shangshj：今年我报了网校注税

的套A，请问：如何配合教材，学习效果更好？ 中华会计网

校学员向红回复：建议你听课件之前一定要把书过一遍，这

样听课的时侯就会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了。老师讲到的重点

一定要掌握，网校的每道习题都认真的做，听完课做完题再

去看书，可能效果更好些。 学员只争朝夕：1、有时集中不

了精力，计划不能完成，信心很受打击，学习时间安排有好



的建议吗？2、看书后总绝得很熟，但做题总是捉摸不定。3

、总想把每一点抓好，但老师把非重点讲得轻，有时放心不

下非重点，怎样对待？4、不知复习到什麽程度才能过，不放

心，特别是几门同时考，不好安排，是凭感觉，还是测试？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1、为了避免自信心老受打击，

建议你的学习计划适当的留一些机动时间出来，这样可能会

好一些。2、做题的时侯老是捉摸不定有可能是书本的知识点

掌握的不够好，也有可能是题做的不够熟练。3、把书上的每

句话都可以当成重点来学习，但老师强调的重点一定要掌握

，同时不要轻视那些老师没提到的内容，也要相当熟悉才好

的。4、对于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好说，个人认为如果老师串讲

的时侯你都能把老师串讲时提到的知识点融汇了，合起书来

都知道书里讲的每个知识点，而且网校最后几套模拟题平均

分在120分以上了，再有考场上的正常发挥就应该是没什么问

题了吧。呵呵！ 学员小鼎：你好！说起这个考试真是爱恨交

加了。单科五门全过关了，却因为有一门重考没合格，带出

今年三科要重考！因为从来没学过会计，“财务与会计”这

一门课我花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在06年过关了。可是第一年轻

松通过的“相关法律”却没能再次通过。现在要考“相关法

律”、“税务代理实务”“税法二”。想请教的问题是：网

校开了“实验班”，我要不要选择参加自己很犹豫，你给个

意见参考一下吧！我也是孩子的妈妈，大你两岁。也是在事

务所工作。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要不要报实验班真

的不好说啊！在事务所工作还是很需要这个证件的。感觉你

的基础很好，以前可以考过今年也一定可以考过的，再努力

努力一定可以通过的，祝好运！ 学员小鼎：向红你好！再次



提问，你选择的练习是网校课件里的练习题吗？做那些题就

够了吗？其实回想起来我一直做练习太少了。今年是志在必

得，所以想踏踏实实地去做。网校上面有关于另一种参考辅

导书你觉得有必要吗？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是网校

课件里的习题，同时还有一些电子书里的题，同时看看历年

的试题吧。考前在网校的论坛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试题，建议

你经常上论坛里去，有好多好的贴子里也有很多好题的。网

校的另一种参考书我没有看不知道怎么样，但相信你认真的

看书，认真的做题，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学员阿方西娜：

真的很佩服你！一次能过五门。我今年也报了五门，同事都

说我疯了，我是一位妈妈级考生，06年注会税法已过，我白

天工作很忙，只能在晚上看书，现在感觉相关法律看起来较

吃力，请问你这五在复习过程中怎样组合较好？ 中华会计网

校学员向红回复：你有税法良好的基础啊，建议你把税法一

税法二实务代理当成一科来学，相关法律要听课，而且要不

断的看书，不断的做题的。我在复习中是每门课同时进行的

，因为我怕看完这科再去看那科的时侯会把前面看的忘记了

，所以一起进行复习的！ 学员小姜根：向红，你好！“ 税法

一：96 税法二：100 财务与会计：107 税收相关法律：109 税

务代理实务：62 ”。偶羡慕之余又有点怕怕，你其他4科都考

的这么好，尤其是税1（据说06年的及格线为57分）为何税代

成绩却不高呢？偶是今年第一次报考，也听说税代是最难应

对的一门，看了你的成绩就验证了这点。非常想听听你就税

代的学习有何建议？非常感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呵呵，税代的成绩真的是很不理想，原因是我一直不太喜

欢这门课程，在这门课上用功最少，所以就考的最差了。建



议千万不要轻视这门课，也不要因为自己有良好的会计基础

，掌握了税法一税法二就可以不学税代了，这门课还是有自

身的特点的，尽管书编得与考试有一定的距离，但还是要认

真学习的。我想还是老方法吧，看书听课做题，最重要是要

把税法一税法二与会计和税代的各种申报表融汇贯通吧！ 学

员飞天战士：向女士，您好！我是甘肃的考友，今年42岁了

。作为同处大西北的学子，向您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最热烈

的祝贺！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1、代理实务在考试答题时，

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才能提高答题速度！另外答会计分录

时对二极明细科目可以省略吗？ 2、今年由于新会计准则的

颁布，给财务与会计的复习带来了很多困难，现阶段没书的

情况下，如何复习这门课程。考试时找不到感觉，心慌意乱

该怎么办？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谢谢考友！

1、代理实务与其他四门考试是有差别的，平常一定要多动手

去做题，而且要记得用笔写下来，因为考试就是要又快又准

确的答题的。会计分录的二级科目建议不要省略，平常多写

些字，速度起来了也不在于多写几个字。 2、现在没有书可

以看看新的会计准则啊，如果觉得准则的条文很没意思可以

看看实务指南啊，还有中级的书快出来了，先看看中级可能

也会好些的。考试时不要担心，你不会的题别人也可能不会

，所以平和的心态很重要的。如果真的慌了就做心理暗示吧

，也许效果会不错。 学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好！首先恭

喜你获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证。我是第一次参加注税考试，

我的会计基础知识不是很好，你说财务与会计这科建议先看

中级的会计，是不是《中级会计实务》，这本书哪里能买到

？请问如何复习《财务与会计》？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



复：就是《中级会计实务》，这书出来后应该在一般的财经

书店都可以买到的。复习《财务与会计》时重点应该是会计

，但财务因为考得相对简单，所以也要学习。 学员Tmsjyfz：

你好，我还是九十年的中级，现可免试三门，请问：考税代

是不是得看税一、税二，税一、税二用不用听课了？税代听

基础班的课能行吗？用不用听实验班的呢？ 中华会计网校学

员向红回复：税法一税法二是税代的基础啊，所以税代的学

习过程中不明白的最好学学税法一税法二的。偶没听过实验

班，所以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但基础班的老师讲得还不错

，偶想如果你努力了应该就有好成绩吧！ 学员糙哥哥：向红

你好，我注意看了你的成绩，除了税代其他科目考的都很高

，这说明税代想过关还是很困难的，我06年也考了税代，得

了53分，主要原因是我会计基础太薄弱，那道会计分录的大

题我没有做，真是后悔啊！税一和税二都过关了，今年报了

其他三门，而税代和税一和税二又都有联系，你能给我一些

好的建议吗？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你基础很好啊，

我考得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不喜欢这门课，而且在考场上题也

没有做完。建议你把税一税二今年有变化的地方仔细的学习

一下，然后把去年的知识再温习一遍这样可能会对税代有一

定的帮助。财务与会计因为你的基础不是很好，可以先买本

中级的会计实务提前学习，相关法律一定要多多的看书，看

个几十遍你一定能记住书上的内容的。 学员云水心：再请教

一个问题可以么？偶现在的学习情况是这样的，税一税二书

看完一遍习题集做了一遍，其他三门听说变化大，新书未到

，不知接下来如何学习！麻烦给个建议好么？偶关键怕现在

还没看明白了新书到了又要重新洗脑！害怕学乱了！怎么办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财务与会计的财务应

该变不大的，相关法律变化最大的可能是破产法、物权法、

公司法的内容吧，税务代理应该有变化因为会计变了啊。所

以建议你会计先学准则吧，相关法律先看行政法部分，民法

部分可以选一些变化不大的章节看，祝你好运！ 学员小鼎：

你说的“电子收里的题”，电子书是什么啊？在哪里找到啊

？谢谢！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电子书在网上可以查

到，偶是网友发的。 学员学员真爱无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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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偶在02年过得中级，不知道中级的财管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无论怎样都不要着急啊，心里急了学习的效果就会不好的。

我想财管光看书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做题，做大量的题来消

化书里的那些公式的。听听网校老师的课，多做些题，然后

再回去看书，效果可能更好了！ 学员Shangshj：我是9岁孩子

的妈妈，白天要上班，只能晚上学习，不能全职学习，今年

报了注税代理和法律，能一年通过吗？听说今年新书晚，我

现在可以如何学习，我心里很急！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

复：不知道你税法一税二过了没有？如果过了那代理还好些

，如果没报偶觉得这样的考试组合不是太好啊。代理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会计变化引起来的，但与税法相关的部分应该变

化不大的，请多关注今年税法与去年税法的变化啊。相关法

律的变化我前面有提到，麻烦你看前面的回复好吗？ 学

员ljw1125：我报了税法一、二、税代。前一段把06年的课件

听了一遍，感觉注税的考点特别细，关注的地方太多，感觉



无从下手，希望给个建议！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注

税的考试面广点细的，所以看书一定要特别的仔细的。建议

你认真的多看几遍书，再把题多做一些，一定就会感觉好很

多的。祝好运！ 学员Shangshj：我是九十年的中级，现符合

免试条件，只报考代理与法律，白天上班，学习时间有限，

只在这两科不明白时再查税一税二和会计书可行吗？还是要

全部系统学习。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建议你把税一

税二系统的过一遍吧。会计也要适当的学习啊 学员小鼎：还

是注册税务师考试的吗？不懂，没见过。我的信箱是

：ezong@163.com，回头你若是有空的话发一个样本看看好吗

？多谢了！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建议你加一个考注

税的群，到群里去问一定会有人帮你的。我现在电脑重新做

了，以前存的东西都没有了，不能发给你了，真不好意思！ 

学员Hangshj：我是九十年的中级，2004年过的高级，符合免

试条件，只报法律和代理，白天上班，学习时间有限，只在

学习这两科不懂时再查税一税二和会计可行吗？还是要全部

科目系统学习。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偶前面回复的

有，但只是建议啊。祝好运！ 学员武装自己：向红，了不起

！我今年第一次参加注税考试，一口气报了5门，由于我已

过40又想一次通过，不得已辞职在家学习，学习中有时注意

力不集中，听课的效果不是很好，反正现在感觉来有及了！

想请教您是怎么看书的？时间怎么安排？每门要如何复习？

听课时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中华会计网校学员向红回复：

不要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心里压力太大的时侯学习的效果

不会好的。也不要认为自己40岁了就一定不行的，要对自己

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我是边看书边听课的，因为



全职考试每天的学习基本维持在10个小时的，这五门课都有

不同的特点，考试要注意的事项老师在讲第一节课前言的时

侯会讲得很清楚，建议你可以多听几遍。听课时不要开QQ或

者音乐，但也别老是听课，老是重复一件事人会累的。考试

不是唯一的，换个心态学习人会轻松些，祝您好运！ 主持人

：非常感谢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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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交流活动

到此结束，网校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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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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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