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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會已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並完成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的選舉，未來將由本人繼續擔任學會第十
二屆理事長，為各位繼續服務。學會成立以來，除了歷屆理事長、理監事及
委員的辛勞貢獻外，也承蒙各位先進的支持與愛護，成長至今，至為感謝。
此外也在此感謝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東吳大學六校的贊助
支持，及學會吳安妮主任委員、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 Steve Wen-Jen Lin 教授、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的 Joanna Ho 教授的熱心連絡，
讓學會能藉 2017 AAA 年會之機緣，
促成了 8 月 8 日與在美台灣會計學者之交流活動。所有與會學者均相當感激學會能聯合幾所大學舉
辦此聚會，讓台灣會計學界能被國際所重視。未來學會也將持續推廣各項國際交流活動，讓學術界
及實務界於國內外均有更多交流與分享之平台與管道。
目前學會每年固定選派兩位同學參與 AAA Doctoral Consortium，在此特別感謝美國會計學
會(AAA)同意我們由一位參加者增加至二人之要求。這是一個對年輕學者相當有幫助的活動，但限
於規定，我們無法讓更多博士生參與。在此謝謝台灣大學會計系許芙瑄博士生在這期幫我們撰寫了
精彩的報導，分享她這次與會之經驗。
最後也向各位報告學會近期主要任務，敬請各位先進持續關注參與：
一、日本會計學會(Jap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JAA)將於今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廣島大學
舉辦年會，本會亦組成代表團前往，由本人及台北大學薛富井教授、中原大學陳玉麟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李慕萱教授、政治大學張祐慈教授、中央大學顏如君教授出席，發表論文並進
行國際交流。
二、 本會將於今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與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共同舉辦 TAA 年會－「2017
會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亞洲會計學會聯合研討會」，大會將邀請到國際知名會計學者進
行會計相關經驗之分享與傳承，此外本年度也擴大向國外學者之宣傳與徵稿，也得到十分熱
烈之迴響。今年度研討會將於風光明媚之中國文化大學陽明山校總區舉辦，期許能帶給產官
學更多發想和方向。
敬祝

闔家平安，萬事如意

李書行

敬上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8 日

-1-

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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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名單

（依會員編號依序排列）

一、北區代表：（應選四十五名）
杜榮瑞、王秀枝、薛富井、葉疏、陳國泰、吳琮璠、王泰昌、周玲臺、吳安妮、劉啟群、張
仲岳、范宏書、顏信輝、戚務君、謝永明、陳富祥、盧聯生、李書行、周志誠、薛敏正、陳
耀宗、鍾聰明、蘇裕惠、朱炫璉、詹乾隆、薛明玲、劉嘉雯、許文馨、郭政弘、李貴富、曾
惠瑾、李慕萱、吳郁隆、王金來、張嵐菁、于紀隆、王全三、廖芝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臺北市會計師公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二、中區代表：（應選十名）
許恩得、劉俊儒、簡俱揚、陳燕錫、林秀鳳、陳俊合、黃政仁、紀信義、張育琳、靜宜大學
會計系

三、南區代表：（應選九名）
吳清在、楊朝旭、林囿成、黃華瑋、周庭楷、王澤世、高雄市會計師公會、南台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會計資訊系

總計六十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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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理監事會成員名單

理事長
李書行

秘書長
許文馨

常務理事
薛敏正

周玲臺

蘇裕惠

劉嘉雯

理事
勤業眾信聯合

資誠聯合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

安永聯合會計師

會計師事務所

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

事務所

吳淑幸

社團法人中華民
詹乾隆

吳安妮

許恩得

國會計師公會全

王全三

國聯合會

常務監事
吳清在

監事
盧聯生

顏信輝

社團法人臺灣省
會計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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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信義

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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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於 106 年 7 月 10 日

(一) 會計教育委員會

（一）上午 9 時 30 分，假台灣大學社會科學

●

院 419 及 420 會議室召開。此次會議進行

2016 當 前 會 計 理 論 與 實 務 研 討 會
(105/5/27)

105 年度至 106 年度上半年會務報告、並就

●

辦理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奬

本會理監事會議、各委員會及秘書組等工作

●

亞 太 管 理 會 計 協 會 2016 年 會

事項，與會員代表們做詳細說明；另外，亦

(105/10/4-7)

審核通過 105 年度決算報告、106 年度預算

●

報告。

2017 當 前 會 計 理 論 與 實 務 研 討 會
(106/5/26)

●

IFRS9「金融工具」和 IFRS15「客戶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合 約 之 收 入」會 計 準 則 研 討 會

一、主席致詞

(106/6/19、21、22)
(二) 學術研究委員會

二、理監事聯席會議工作報告
●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刊 (105/7)

(105/05/27)
●

第十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第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中華會計教育學刊第十二卷第二期出
刊 (105/12)

(106/05/05)
●

科技部「105 年期刊編輯費用」申請
補助 (105/11/10)

(106/02/16)
●

2016「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論
壇 (105/9/30)

(105/11/18)
●

中華會計教育學刊第十二卷第一期出

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比 暨 核 心 期 刊 收 錄」線 上 申 請

(106/06/21)

(1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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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

中華會計教育學刊第十二卷特刊出

(四) 會計實務委員會

刊 (106/04)
●

●

ipress 線上投審稿系統前置作業
●

(三) 學術交流委員會

●

●

推選政治大學博士班田耕銘博士生

●

續發展創意無限延伸研討會

表本會出席 2016 AAA Doctoral

(105/10/5)
●

會計師查核報告重大變革研討會－透

參與 2016 KAA 年會 (105/6/15-

析 財 報 關 鍵 查 核 事 項 (105/10/7、

17)

12、19、21)

李 書 行 理 事 長 赴 美 國 參 與

●

2016 年資誠 CSR 專業研討會－企業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

水 資 源 管 理 與 趨 勢 研 討 會

tion’s Annual Meeting (105/8)

(105/12/19)

參與 2016 JAA 年會 (105/9/12-

●

參與 2016 TAA 年會國際交流場次

CSR 如何與企業營運策略結合-台達
電參訪行程 (106/6/19)

四、秘書組工作報告

(105/12/1-2)
●

2016 年資誠 CSR 創意論壇－企業永

及臺灣大學博士班吳元利博士生代

14)
●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講座－醫藥併
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 (105/7/13)

Consortium (105/6/15-19)
●

「與董事協會合辦家族治理」高峰論
壇 (105/06/20)

(106/05)

●

會務
報導

●

協助召開第十一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推選臺灣大學博士班許芙瑄博士生

(105/05/27、105/11/18、106/02/

及政治大學博士班游柏祥博士生代

16、106/05/05、106/06/21)

表本會出席 2017 AAA Doctoral

●

出版第十一屆第二期會訊 (105/5)

Consortium (106/6/14-18)

●

出版第十一屆第三期會訊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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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續)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105/7/25)
●

一、105 年度決算報告提請通過案。

出版第十一屆第四期會訊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決算報告，並

(105/12)
●

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協助建置 ipress 線上投審稿系統

二、106 年度預算報告提請追認案。

前後台內容 (106/04))
●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預算報告，並

協助本會辦理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選舉 (106/06)
●

協助本會與各大專院校主辦或協

辦相關研討會
●

提供本會會員相關會務服務，並
持續招募新會員。本會期共新增
一位永久會員、四十一位個人會
員、十位預備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會員代表大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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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要
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一）中 午 12 時，假 台 灣 大 學
Living One 餐廳召開，並於會議中進行會

會務
報導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本會張仲岳理事婉拒擔任本屆理事，依

人 民 團 體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定，人民團體理/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

議報告及議題討論。

理/監事依次遞補，故經出席理監事同意由
候補理事第一順位王全三理事進行遞補。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報告學會 106 年度 1 月至 6 月之資
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算表
彙總。

二、第十二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案：
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規定，由理

事中互選五名常務理事，監事中互選一名為
常務監事。
三、第十二屆理事長選舉案：依本會章程第
十七條規定，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第十
二屆理事長。

出席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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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7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時間： 2017 年 6 月 14-18 日

2017 AAA 博士生論壇於 6 月 14 日至 18 日

地點：美國德州 Deloitte University

在美國德州 Westlake 的 Deloitte University

(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生許芙瑄提供)

舉行，此論壇每年皆會邀請國際頂尖會計學
者們，以及世界各地學校的博士生參與，透過
精彩的演講、座談會及社交活動，提供與會者
和當代會計大師及他校優秀博士生間學習交
流的機會，期能藉由豐富與會博士生之經驗，
來提升未來會計教育及研究的品質。以下針
對演講、專題座談、小組討論 / 與會者交流互

動和不可錯過的趣事四大主題分別介紹：

全體與會者合影

Deloit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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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研討會
紀實

一、演講

(二) Rob Bloomfield – Wise Compromises

(一) Charles Lee –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 Data Gathering

Scholar

Rob Bloomfield 教授提出研究者和期刊

Charles Lee 教授首先提出
「學者｣不僅是

編輯必須認知「每個研究都需要妥協｣，以研

研究、教學與服務三者之集合，更代表著對於

究者的角度為例，
他提及許多研究造假是因為

理解世界的真實樣貌有強烈渴望與熱情的人

研究者不願意接受每個研究皆有其限制，
而追

生態度，學者是真理的追求者。他認為成為成

求超出能力所及的研究成果。因此，認知「每

功的學者需要具備三個重要因素：(1)聰明效

個研究都需要妥協｣相當重要，在認知研究需

率的工作狀態，例如：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

有所妥協後，
我們才能進一步規劃怎麼樣的妥

當開始一份工作時，就很清楚這份工作的最

協能讓研究有最大貢獻。
研究過程常面對的妥

終目的，如果能明白每個階段做每件事對於

協，舉例來說，通常有趣的研究問題和可靠的

人生的意義，便可以知道現階段的自己在哪

答案無法兩全其美，
當我們能用越多工具嚴謹

裡。(2)有效的溝通想法 Aristotle 提出有效的

的去驗證研究結果時，我們的答案會很可靠，

溝通需要具備邏輯、情感、人格三個關鍵要

但研究者也因為要取得嚴謹的實證而可能無

素，首先演講者必須邏輯的表達想法，幫助他

法探討最有趣的研究問題。
以資料蒐集和處理

人理解你在說什麼；其次在情感上要能喚起

方法為例，Archival Data 比較能夠解答有趣

聽眾的共鳴，如果演講者對於演講主題抱持

的問題，
然而其不能控制產生資料的環境及操

熱情，聽眾也較易因情緒感染而投入；最後

弄自變數，相對的，實驗研究法雖能讓研究結

是聽眾對於演講者人格的感知，當聽眾認為

果具有可靠的因果關係，
但往往通則化的效果

演講者是在乎他們的，他們會更願意聆聽你

較差。因此思考什麼是自己追求的、什麼是願

的話語。(3)與各種人工作的能力，包含成為一

意妥協的非常重要。

個可靠、謙遜，並清楚的知道自己價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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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7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續)

另一方面，期刊編輯對於「研究需要妥協｣

接受，57%的文章有修改後再審的機會，38%

的認知也十分重要，因為期刊對於文章的要

文章拒絕；第三階段有 79%的文章被接受，

求會決定投稿者的行為。當前許多期刊要求

14%的文章有修改機會，7%的文章拒絕。

研究者提出新想法，但同時又要能適用舊理

Mark DeFond 教授指出文章被拒絕的原因

論思維；要同時具有因果關係和通則化；要

主要為：(1)研究題目不有趣，對會計文獻貢

深入探討一個議題，也要能提供有用的應用

獻不大(2)作品還在草稿階段(3)文章的邏輯結

等等；然而事實上這些要求很難兼得，唯有

構和文法需加強(4)敏感性測試的結果不一致

期刊願意接受研究為了達成某些目標而需在

(5)沒有做適當的內生性處理(6)修改後再審的

其他方面有所妥協時，才會有越來越多高品

階段，對於評審的意見沒有嚴謹的回覆。

質的研究產出。
(三) Mark DeFond – Publishing

二、 專題座談

Mark DeFond 教授分享了《The Ac-

以下專題座談針對教學、時間管理和就業市

counting Review》的審稿程序、文章接受/拒

場三方面分別介紹：

絕 率 及 文 章 被 拒 絕 的 原 因。首 先，《The

(一) 教學

Accounting Review》審稿平均約 70 天，審

關於教學，Charles Lee 教授認為教學不

稿程序上依序為品質控制(1~3 天)、
總編輯將

是提供學生食物，而是設法讓學生感到飢餓，

文章指派給編輯(1~3 天)、
編輯將文章指派給

這樣便會開始自己找食物。Kristy Towry 教授

兩位評審(10 天)、兩位評審遞交審查意見(33

進一步說明自己如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首

天)、最後編輯做出決定，寄信給投稿人(5~14

先，她會給學生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請大家

天)。談到評審的選擇，Mark DeFond 教授說

設法解決，當學生很渴望解決問題時，就會激

明投稿人可以推薦自己偏好的評審給期刊，

起學習的動力，
這時再告訴大家可以使用的理

但最終決定權在編輯。關於文章接受/拒絕

論或工具時，學習效果往往不錯。這個教學方

率，以 2016 年為例，第一階段有 25%的文章

法也反映了真實世界的樣子，
我們往往是先遇

通過，75%文章拒絕；第二階段有 5%文章被

到問題，再尋找可以解決問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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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課堂秩序上，Kristy Towry 教授教

研討會
紀實

(二) 時間管理

導大家如何處理學生上課手機響或玩手機的

關於時間管理，Mary Ellen Carter 教授提

狀況，她曾在學生手機響時，直接把對方手機

出下列建議：(1)每件事都存在邊際報酬遞

接起來，和對方的女友、媽媽和未來雇主聊

減，如果教學的評鑑滿分是 5 分，要得到 4.6

天，學生從此上課手機不曾響，大家都太害怕

分很容易，
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接近滿分的分數

被老師接聽。另外，如果學生在底下玩手機，

時，所付出的心力可能就必須是得到 4.6 分的

她都會幽默的問玩手機的同學:「今天有發生

數倍，因此不要想要每件事都做到最好；(2)

什麼大新聞嗎?｣，對方被調侃後就會很不好

適時地去度假很重要，
當頭腦得到休息後會比

意思的專心上課。 關於回覆學生郵件佔用太

較容易有新觀點，之後工作往往事半功倍；

多時間一事，Ted Christensen 教授建議可以

(3)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不要把每個人的問

告訴學生有問題先詢問教學助教，如果仍未

題都當成自己的問題，
要知道哪些事情對自己

解 決，可 以 多 利 用 office hour ； Rob

是最重要的，Mary Ellen Carter 教授開玩笑

Bloomfield 教授則建議應多了解學校的學習

地說許多學生都說她是唯一可以幫助他們的

平台，如果學習平台可以讓學生在上面提問，

人，但事後發現學生又去找其他人，原來自己

並讓同學間互相解答交流，不失為一個節省

並不是唯一；(4)一天中總有生產力的高峰和

時間的方法，而將問題公開同時也解答了許

低谷，善用自己最有生產力的時間努力工作，

多人的疑惑。

同時寬容的對待生產力不佳的時刻。
Paul Madsen 教授提出情緒管理的重
要，
他分享自己過去總能游刃有餘地把事情完
成，但幾年前因離婚及兄弟自殺，當時自己每
天在痛苦的深淵掙扎，
做每件事都感覺非常困
難，從這個人生經歷中，他體悟了效率工作與

個人情緒息息相關，如果你在一個快樂、滿足
和安全的狀態下，你會很容易地把事情完成。

時間管理專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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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Stubben 教授談到以其所任職的 The

Lil Mills 教授建議將時間區隔清楚，有排
課的日子專注教學，教學日子外的時間全心

University of Utah 為例，他們會將招募資訊

投入研究。對於他人的邀約，Lil Mills 教授也

在 Miami Conference 之前就公布在學校網

建議可以先詢問對方是否能明日回覆，為自

頁，之後透過 skype 面試或其他方式進行第

己贏得更多時間來跟身邊的人溝通，也思考

一階段篩選，通常在第一階段選出 12~20 人

自 己 對 這份 邀 約的 意願。她 舉 例 當 Mary

至 Miami Conference 面試(約 60~70%的錄

Barth 教授邀請她擔任《The Accounting

取率)，之後在 Miami Conference 決定哪些

Review》的編輯時，她詢問 Mary Barth 教授

應徵者有到校面試的機會。
關於面試要訣，老師們建議多了解應徵學

是否能明日回覆，而她利用爭取到的時間跟

系主任溝通，盡量爭取權益(例如：接這個期

校老師的研究領域，可藉由連結自己與學校

刊編輯對系上的名聲有幫助，是否可因而減

老師的研究來展現對學校的興趣；此外，要

少其他服務工作)，也思考自己是否期待這份

充分了解自己的 CV。而如果是國外應徵者，

邀約工作。

還應積極表達對美國體制(例如：稅法制度)的
熟悉。Ole-Kristian Hope 教授提出展現研究
創新很重要，如果應徵者與指導教授的研究

(三) 就業市場
美國會計一年主要有兩個大型的徵才活

議題太相似，則應徵者的創新能力可能會被

動－ 8 月的 AAA Annual Meeting，
主要為教

質疑。Mohan Venkatachalam 教授認為一

學型大學的徵才； 12 月的 Accounting PhD

對一面談是錄取與否的重要關鍵，從面談可

Rookie Recruiting and Research Camp

以看出應徵者的研究與教學能力，及是否能

(在 Miami 舉辦，通稱 Miami Conference)，

和未來同事相處融洽，因此在面談前最好自

主要為研究型大學的徵才。老師們建議鎖定

己列一張清單，想想你希望透過面談讓老師

其中一個活動應徵，因為當應徵上了，多數學

們了解你什麼。

校會要你即刻回覆，通常很難兩者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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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Steve Stubben 教授勉勵大家，就算

就業市場，因此大家都把這次的報告當成面試

沒得到工作，應徵的過程將遇到很多有趣的

時的簡報，非常積極熱烈的參與。

人，藉此拓展人際網絡，同時透過論文簡報

博士生論壇很重要的目的是促進與會者的

和面談，你的文章也會得到很棒的意見。

交流，所以每日的行程都有約三小時的社交時
間，讓大家互相認識，老師們也會約同學騎腳

三、 小組討論 / 與會者交流互動

踏車或玩桌遊。此外，主辦單位很用心的把大

此次博士生論壇依研究興趣將與會博士

家的座位每天都排在不一樣的位置，所以左鄰

生分為 11 小組，每組由一位領域教授帶領，

右舍總是坐著不同的博士生，很快的就能認識

一組約 6~10 人，
大家在參與論壇前需繳交研

許多朋友。用餐時間老師同學們都會一起用

究計畫並製作簡報，同時也會收到同組成員

餐，大家隨意坐一桌，因此每餐也有機會認識

的研究計畫，必須事先閱讀為之後的小組討

新朋友。另外，Deloitte University 內有個酒

論做準備。我所屬小組由 Ole-Kristian Hope

吧，同學們下課後會相約去酒吧聊天打撞球，

教授帶領，記得第一天晚上老師帶著大家去

也是互相交流的好地方。

戶外散步，互相了解彼此的背景，我的組員分
別來自美國、中國、新加坡、韓國和印度，大

四、 不可錯過的趣事

家聊著南北印度名字和價值觀的差異、各國

在論壇第一場演講前，大家都會拿到一張

的信仰文化、學校周遭的治安、彼此的家庭等

配對表，裡面有許多有趣的事，例如：養一隻寵

等，組員們的聰明幽默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之

物豬、看電影《Mama Mia》36 次、跳上一列

後每天的小組討論時間，同學輪流上台報告，

運載貨物的火車，還不知道火車要開往哪裡、在

報告涉及美國創投公司快速啟動法案

飛機上完全沒認出 Ben Affleck 坐在身旁，
很放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 ；

鬆的流著口水呼呼大睡等等，大家要將這些有

JOBS)、中國中組部 18 號文等議題，老師會

趣事蹟和與會老師們配對，不同小組間相互比

給予每個報告者意見回饋，組員間也會踴躍

賽配對成功率，所以大家吃飯和社交時間都會

地互相評論。由於大部分的組員今年就要進

互相打探答案，而在最後一天的晚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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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

們紛紛揭曉答案，超有趣的！答案是： Paul
Madsen 教授養寵物豬、Ole-Kristian Hope

這是一場太棒的論壇，誠如去年參與

教授看電影《Mama Mia》36 次、Mohan

AAA 博士生論壇的田耕銘學長說的：「此會

Venkatachalam 教授跳上不知目的地的火

議太值得用力爭取與參與了！｣(對論壇有興

車和 Kristy Towry 教授在 Ben Affleck 旁呼

趣的同學們，強力推薦看田學長詳盡的紀

呼大睡！在最後一天的晚宴，主辦單位也請

實)，無論是學習國際一流的會計學者們思

了 DJ，
老師同學們上台唱卡拉 OK，
一起跳
《江

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方式，從而了解自己在

南 style》、《YMCA》等歌曲，氣氛熱烈！

思考及研究上的盲點；或是聆聽大師們分享
他們是如何一路走過來的，如何調整心態和

平衡生活，他們睿智的建議讓人更清楚未來
的規劃；老師們善於說故事的演講技巧也是
學習的一大重點；而和來自世界各地優秀的
博士生們相互交流，分享彼此的生命歷程，都
是很寶貴的收穫，由衷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
會提供如此難得的機會！最後，分享論壇中

晚宴同歡

Lil Mills 教授所說的一段話，她說：「學術路
上總是會面臨許多未知和恐懼，我們擔心投
稿期刊被拒絕、就業不確定、研究遇到瓶頸等
等，但研究的初心是對世界的好奇，要學著專
注在好奇上，讓好奇心帶領我們克服對未知
的恐懼。｣

倫敦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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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很榮幸在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A)的

時間： 2017 年 6 月 15-16 日
地點：韓國 Paradise hotel BUSAN

邀請下，一同參加了 2017 年韓國會計研究學

(本紀實由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陳富祥敎授提供)

會 (KAA)2017 年 年 會。研 討 會 在 韓 國 釜 山
Paradise hotel 舉行。這次研討會由台灣 TAA
前理事長薛富井教授帶領，共有 5 位台灣學者
代表參與盛會，日本會計學會(JAA)則由理事長
帶領下共 6 位代表與會。六月十四日晚上由韓
國 KAA 宋會長主持歡迎會，個人和參與的台、
韓兩國學者交流，瞭解這幾年韓國會計學界努

力增進會計資訊的透明度及可靠性情況。
6 月 15 日 KAA 年會中特別分別安排三場
國際場次，分別由 KAA、JAA 與 TAA 的參訪代

Paradise hotel BUSAN

表發表論文及進行學術交流。
在 6 月 15 日下午
的第一場由台北大學薛富井教授主持，首先由
任教於靜宜大學會計學系的陳欣妤教授進行論
文發表，報告的論文為”R&D expenditures
and CEO compensati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on managerial opportunism” ，採
用台灣 2008-2014 年上市櫃公司 R&D 支出改
KAA Tae Young Paik 教授及 TAA 論文發表人

變資料探索 CEO 以股票為基礎之獎酬的關聯

陳欣妤教授(左圖右)及陳昭蓉教授(右圖右)

性，
其結果為正向關係。
評論人為 Kwangw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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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的 Seung Uk Choi 教授，
指出需注意

計公費溢酬並沒有理論關聯，此假說只建立在

在競爭巿場上業主是否會允許 CEO 藉由減少

會計實務的理由。第二篇由任教於屏東大學會

R&D 支出來極大化公司盈餘?第二篇由任教於

計學系的陳昭蓉教授發表”The impacts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 Jong-Hag

CEO turnover types and successor origin on

Choi 教授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論文為”Audit

cost stickiness: Taiwan evidence”，並由韓國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audit fee: an in-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的 Tae Young

ternational evidence” ，使用 17 個國家資料

Paik 教授進行評論並給予一些更精進的研究建

進行實證並指出審計市場集中化對審計公費有

議。

正向影響。評論人為 Catholic University of

第三場由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的

Korea 的 Sungyoon Ahn 教授，指出需注意此

Jongseo Choi 教授主持，分別由 Hitotsubashi

關聯性在具有強大法律規範(elgal regime)的

University 的 Takuma Kochiyama 教 授 和

國家，影響力就會減弱。在 Q&A 時，首爾大學

Kobe University 的 Gustavo Tanaka 教授分別

的學者及薛富井教授亦提供不少寶貴的看法及

發表”Discretion in the deferred tax valua-

建議，使我獲益良多。

tion allowance and its impact on firm’s

第二場由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的

dividend payouts”及”Decision-making in a

Tae Young Paik 教 授主持，首先 由 Korea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r in Peru: short

University 的 Gil S. Baw 教授進行論文發表，報

term analysis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告的論文為”Auditors’ fee premiums and

並由韓國學者 Gil S. Baw 教授及台灣學者 Hsin-

low quality internal controls”，檢測低品質之

Yu Chen 教授進行評論，給予強化研究動機並

內部控制和審計公費溢酬之關聯性並指出較弱

以更嚴謹的理論架構來推論等以精進未來研

的內部控制，審計人員會收取較高審計公費。評

究。

論人為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的 Takuma

Kochiyama 教授，指出低品質之內部控制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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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場次中除 JAA 及 TAA 之教授外，由各

研討會
紀實

者十分熱烈的迴響。本次 KAA 年會為筆者首次

地來的韓國學者亦相當踴躍地參與會場的討

參與 TAA、KAA 及 JAA 三方的學術交流活動，

論，促進了台灣、韓國與日本的會計學者間之學

並有幸能與薛富井教授、陳玉麟教授、陳昭蓉教

術互動與交流。會議結束後，晚上是大會的歡迎

授及陳欣妤教授一同前往。這次參與 KAA 年會

晚宴，晚宴在 Paradise hotel BUSAN 舉行，規

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歷，KAA 年會不論是場地

模非常盛大，主辦單位 KAA 邀請 TAA 及 JAA

選擇、議程規劃及參與學者，都安排的非常恰

代表上臺致詞。薛富井教授代表 TAA 理事長上

當，令我對韓國這些年的快速進步及 KAA 的組

台發表 5 分鐘簡短而精彩的演說，獲得全體會

織能力及募集經費能力非常敬佩。

TAA、KAA 與 JAA 與會代表們會後於釜山景點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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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會計準則研討會

時間： 2017 年 6 月 19、21、22 日
地點：台北大學（台北場）、亞洲大學（台中場）、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場）
主辦單位：台北大學、亞洲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主講人：張仲岳教授（國立台北大學）
蔡彥卿教授（國立台灣大學）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會計準則

時，因為適用不同公報而可能產生觀念上及應

理事會(IASB)即著手對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

用上不一致的現象。例如建設業適用 IAS 11

資產)的會計處理進行大幅改革，經過多年分

「建造合約」及 IFRIC 15「不動產建造協議」，

階段的準則草案修改及徵詢意見之後，千呼萬

而一般製造業及買賣業則適用 IAS 18「收入」

喚始出來的 IFRS 9「金融工具」終於完成，並

及 IFRIC 13「客戶忠誠計畫」。IFRS 15 的適

且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以取代原

用日期亦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由於

先金融工具會計處理(IAS39)。此外，IASB 與

這兩號重要公報的適用，重大改變了財務報表

美國 FASB 兩者共同發展的客戶合約之收入

的認列與表達，因此本研討會特別針對這兩號

(IFRS15)，改善了原先不同產業在認列收入

新公報分別進行研討。

研討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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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7 KAA 年會紀實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會計系林宗輝主任(左)、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中)、張仲岳主講人(右)

研討會實況

研討會實況

蔡彥卿主講人主講實況

張仲岳主講人主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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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理事長的話
【會務報導】
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名單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第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紀要

【研討會紀實】
2017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2017 KAA 年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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