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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 CA、CMA 还是 CGA？许多会计

专业的学生和会计师都会有些无所适从，不

知该选择哪一个。加拿大是会计体系非常

发达且成熟的国家，会计师职称有 CA、

CMA和CGA三种,而且还有“邻居”美国的

CPA。因此，想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会计

师职称还真是不容易。

加拿大会计师考试要求非常严格，考

试过程往往持续若干年甚至十几年。会计

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及因需要全日学

习、考试导致的收入损失。这对会计师的生

理、心理及家庭都是巨大的考验。因此，选

择适合自己的会计师职称至关重要，这与个

人的未来职业规划紧密相联。加拿大三种

会计师职称所侧重的职业方向有所不同，从

它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略见端倪。

认识CA、CMA和CGA

CA 是 Chartered Accountants 的缩写，

中文可称为特许会计师，有政府特许之含

义。在加拿大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

计 师 ，需 要 像 医 生 和 律 师 一 样 ，持 照

（Accounting Licenses)经营。长期以来，在加

拿大的大部分省份，只有 CA 有权获得执

照。CA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影响重大，牵涉

到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对上市公司

进行审计并签署审计报告之后，只有政府特

许的执照会计师才能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因此，相当一部分 CA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主要从事审计及税务业务。

CMA 是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s（注册管理会计师）的缩写，顾名

思义，CMA主要培养目标是从事管理的会

计 师 。 会 计 知 识 体 系 分 为 财 务 会 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和 管 理 会 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两大分支。财务

会计负责对外（如税务局、相关政府部门、董

事会和股东）提供财务报表，而管理会计的

主要服务对象是企业内部的经理人员，提供

企业日常经营决策所需的财务信息。成本

核算（尤其是制造型企业的成本核算）和经

营战略决策分析是管理会计的“重头戏”。

相当一部分 CMA 在咨询公司及会计师事

务所，作为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提供管理咨询

服务，这与MBA的发展方向有某些重合之

处。实际上，CMA 的“战略领导力程序”

（Strategic Leadership Program）就是一个“迷

你MBA程序”。

CGA 是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s

的缩写。General意味着普遍、一般、通用以

及综合（不是总会计师的意思）。中文一般

就称为注册会计师，比较确切的称呼应该是

“注册财务会计师”，这是相对于CMA注册

管理会计师而言的。CGA的职业方向比较

靠近人们所说的普遍意义上的会计师，从事

会计记账、财务报表编制、为客户报税等工

作。CGA与CA的职业方向较为重合，所以

两者的竞争也较为激烈。

选择CA、CMA和CGA

CA、CMA和CGA作为加拿大的三大

会计师职称，职业方向虽各有侧重，但是并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划分。无论在是企业、政

府或会计师事务所，你都可以发现，CA、

CGA与 CMA几乎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在魁北克和 BC 省，CGA 很早就拥有

与CA同样的地位。在安省CGA经过长期

的“不懈抗争”，终于争取到了与CA一样挂

牌从事审计业务的权利，目前CGA也已开

始对其成员实施领取执照的培训及考试。

但CGA要想在审计业务上达到与CA一样

的规模，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主要是

由于领取审计执照需要650 小时的审计经

验作为前提，除了个别在 CA Firm 工作的

CGA，大多数的 CGA 都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而且CGA第五级考试分四个方向，只

有选择Public Practice方向的人才有资格申

请执照，否则需要重新进行税收和审计五级

课程的考试。

一般来说，CA无论是收入或是职业前

景都比CGA和CMA要高，但想要拿到CA

也要比其他两者要难，时间也要久。除了

CA学习深度和考试分数的要求高之外，30

个月的CA Firm工作经验也是必要条件，而

且需要指定培训“CA学生”的CA Firm。一

般大中型的 CA Firm 才有资格培训 CA 学

生，而进入这样的 CA Firm 工作竞争很激

烈，只有非常优秀的会计专业学生才有可能

获得这样的机会。虽然 CA 协会因为面临

考生的短缺，提出了改革方案，使得一些较

大的公司也可以培养CA学生，但目前能培

养CA学生的公司仍然很有限，能够通过该

渠道获得 CA 的人数也是相当的少。这也

成为限制CA发展的制约因素。

对于一般的会计工作，CGA比较受欢

迎。因为 CGA 的课程与 CA 类似，以财务

会计为主，适应面比较广,因此CGA最受新

移民特别是中国及印度移民的追捧。这也

是 CGA 的考生人数持续上升，而 CA 及

CMA的考生人数却逐年下降的原因。

如果你觉得从事纯粹的会计工作如记

账、报表、审计和税务等比较单调，但又觉得

会计领域比较好找工作，升迁的余地也较大

的话，那么选择CMA也许会比较适合。一

般公司的财务部门倾向于招收CA和CGA，

但在招收项目会计和成本会计师时倾向于

考虑CMA。

会计师的工资水平与所在地区有着很

大的关系，正所谓需求决定价值。住在

Edmonton的会计师，即使拥有会计职称，找

工作也不易，自然工资报酬也低。而在

Calgary，如果有 7—10 年的工作经验，起薪

能达到9—10万元/年。据调查，CA的入门

工资是 7.5 万/年，五年后能超过 10 万/年。

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安省及 BC 省，注册

会计师很少有找不到工作的。CGA三级或

四级学生在求职中颇受欢迎。如果想进入

金融行业如银行工作，CGA、CMA及CA的

招牌同样有效。

虽然就读CGA和CMA的进入门槛较

低，但不要认为考取CMA和CGA很容易，

特别是对于缺乏英语能力的新移民和国际

学生。在决定考会计证时要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许多新移民即使获得了学分转换，仍

然要花费 5—10 年的时间才能拿到 CGA。

这主要是因为，许多课程不能一次性通过，

而需要重修和补考。这种马拉松式的考试

对于久经考场的中国移民也是相当严峻的

意志考验。

CGA需要拥有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

身份才能报考，而 CMA 与 CA 无此要求。

由于CA需要三年的CA Firm的工作经历，

CGA 也需要三年的加拿大会计工作经历

（两年初中级，一年高级会计），所以国际留

学生一般选择CMA。需要说明的是，CMA

需要学生具有制造企业成本核算的工作经

验，会计师事务所如 CGA Firm 和 CA Firm

的经验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因此应该先向

CMA协会进行核实。

综上所述，CA 虽好，但周期长，成本

高，风险也高。如果找不到CA Firm的工作

积累经验要求，就等于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CGA 入门容易，但通过考试难，想要拿到

License更难。考CMA相对来说要快些，但

是缺点跟MBA一样，不一定适合在北美求

发展的华人。 （董睿/编辑）

加拿大移民部已于九月十七日开

始接受名为“加拿大经验”类别的移民

申请。

有中国内地朋友得悉后，雀跃万

分，连忙拜托本人入纸申请。经本人

初步了解后，发觉她虽然有加拿大工

作经验，可是其工作性质并不是属高

中层技术类别。因此，她的资历，是不

能以“加拿大经验”类别来申请移民

的。她顿时非常失望。不过，经本人

再深入了解，发觉她原来是有资格，以

另一项鲜为人知的类别，来申请移

民。她获知后，欢喜若狂，连忙与本人

握手道谢！

这项鲜为人知的类别，便是“住家

护理员”(Live-in Caregiver)类别。“住

家护理员”又称“住家保姆”。不过，

以工作本质来说，“住家护理员”的名

称是比较贴切的。看完本文后，便知

分晓。

在加拿大，“住家护理员”是指能

够独立为雇主提供看护小孩、老人或

者残疾人服务，并具备一定条件的人

员。

原来，加拿大非常缺乏可以提供

住家护理服务的人才，因此有大量岗

位空缺需要填充。引进符合要求的外

籍“住家护理员”项目因此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在中国内地以“住家护

理员”类别申请来加拿大工作，只需三

数个月 (以技术移民类别skilled worker

来申请，要数年) 。到步后，工作满两年，

就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带同家人，定

居加拿大。

“住家护理员”类别的申请资格，

主要是：

1.高中学历，或接受过相当于加拿大

12 年级的教育。

2.能够说、读和理解英文或法文。

3.能够独立处理家庭环境下的各项事

务。如：能够在需要时与紧急服务机

构联系。

4.在近3 年内，有12个月的相关带薪工

作经验，或受过6个月的全日制相关培

训。培训或工作经验必须是照顾幼

儿、幼儿早期教育、照顾老年人、特殊

教育、儿科护理、急救等相关领域。

5.没有犯罪记录。

可见“住家护理员”并不局限于

照顾幼儿。而有资格申请的人士，亦

不单只是有“带幼儿”经验 或受过有

关训连的人士。如果你是幼儿院教

师、护士，甚至是特殊教育从业员，皆

可申请的。

说到这处，本人想起一个非常感

人的移民故事，下次与你分享吧！

（本文由CWO集团供稿）

选择QA完全是因为移民的需要。上

世纪90年代末QA在中国还没有独立成为

一个专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资深的QA

人士了。因为要移民，化学背景的我深谙

在加拿大找专业工作不易，为了能在登陆后

马上从事 IT 工作，我

在递交了移民申请后

就 自 学 了 QA 的 理

论，并一直在朋友的

公司里从事专业的

QA工作。

事实证明计划

永 远 赶 不 上 变 化 。

2002年初登陆加拿大

正好赶上整个北美经

济的萧条期，网络泡

沫破灭，IT 公司大幅

度裁员，对我这个刚

刚登陆的新移民来说

正可谓“生不逢时”。

为了生计，我进了工

厂成为了一名生产流

水线上的操作工，虽

然有些辛苦，但一开

始自己还是相当的乐

观，想着一切都会过

去，白天上班，晚上修

改简历是那个时期自

己全部的生活内容。

但最后发现自己显然过于乐观，因为这样的

日子过了近 1 年，发出去的简历如石沉大

海，没有任何的面试，甚至连Job Agency 的

电话都没有，自己的心情也经历了从最初的

踌躇满志到最后的心灰意冷。

经过近一年的找工后，我不再坚持，而

决定转向学校学习。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

有多年QA工作经历就不需要继续上学，但

我考虑到自己没有信心完全是因为对北美

QA工作缺乏整体的了解，而且参加培训对

自己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至于在

每天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中消沉下去，继续

keep找专业工作的梦想。

整个学习差不多花了3个月的时间，结

束后我就开始试着找工作。由于有过去一

年多找工的经历，这次准备起来就充分很

多，加上有QA专业人士帮我修改简历，面

试辅导，增强了不少信心。一开始我就在

workopolis 贴 简 历 ，还 上 门 进 行 了 几 个

Cold Call。简历发出一个月后一家做网上

交易系统的公司给了我一个面试机会。记

得当时对方要求马上过去面试，跑到对方公

司后，第一个面试官就是 QA manager ，所

有的面试问题都是技术方面的，包括QTP

工具的使用，系统文件的放置，界面发生变

化时如何维护脚本等等诸多问题。得益于

过去的从业经历和在加拿大的QA学习，这

些专业的面试问题都被我应对过去。在面

试快结束的时候manager 问我什么时候可

以上班，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看到manager 脸上微

笑的时候，才相信这是真的。面试完回家的

路上自己真是百感交集，有喜悦更有一年多

自己打工的辛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是终身

难忘。上班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客户突然

改变计划要求提前一个月交出项目，而他们

其中的一个QA成员因为家里的一些突发

事不能继续工作，所以才找了我这个“临时

替补”。更幸运的是，3个月“临时替补”后

我被转成了一名正式的“永久队员”。所以，

找工作，信心+运气，一样都不能少。

在这家公司一年后我又跳槽到一家银

行里做QA Tester，2年后又成功换到本地一

家数据库公司。近几年可以说自己的足迹

遍布加拿大几大行业，职位上也经历了从最

基层的QA Tester 到QA manager，去年还成

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朋友一起外包一些测试

项目。

入行这么多年，自己对软件测试这个

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应该来说，北美的企

业更重视质量，这点从他们的组织架构和人

员配备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国内，QA人员

很多都是其他技术人员兼职的，而在加拿大

不仅有专职的QA人员，其组织上还被纳入

管理的队伍范围。在岗位的配置上，一直以

来都有五比一的说法，在一些重要的领域，

如银行、电信、航空部门等由于牵涉到数据

的重要性，远高于这一比例，有的企业开发

与测试工作量的比重甚至达到了二比一。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经济中心，聚集了

加拿大大型企业，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

独立的软件开发系统，这些开发的系统在投

入运行前都需要进行全面的测试。但从理

论上讲，国内北美是一样的，但测试的环境

和文本要求都要比国内规范，需要专门的培

训才能掌握。

软件测试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这是我

从业这么多年来由衷的感悟，虽然软件测试

环境和测试方法也要随着整个开发工具的

更新而更新，但总体来说，难度没有软件开

发那么大，软件测试更多是经验依赖型的，

你一旦熟悉软件测试的整个流程和工作技

巧，即使整个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也能轻松

地找到切入点，顺利找到解决方法。所以

说，软件测试真的是一个稳定、容易入行的

职业。

本文作者是新职专业工作QA CO－OP

学 员 ，新 职 专 业 工 作 位 于 交 通 便 利 的

Sheppard Ave &Consumers Rd的交界，周围

高档写字楼林立，同时也是华人聚居地。每

个周末新职都为华人移民朋友举办免费公

开课或求职辅导。新职九月份举办的新一

期QA Program 系列课程现已开课，周一至

周五的下午 7 点到 10 点，以及周末白天 10

点到下午4点均有课程，欢迎试听，需提前

订座。

详情可电话咨询：416-637-5311，或查

询网站：www.NewJob123.com。也可以亲

临校址：2175 Sheppard Ave East, Suite 108,

TorontoON M2J 1W8 (Sheppard/Consumers

东南角第一座楼），大量免费停车位。

（本文由新职专业工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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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软件测试(QA)从业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