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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自鄭丁旺教授於民國 84 年創立之
日起，於各屆理事長之努力及多方資源之挹注下，已使本會成
為國內會計資訊交流之重要平台。今年學會已邁入第二十一個
年頭，為能服務廣大的會計人才，除了現行已上軌道的會務活
動外，也將加強推動以下目標，期許學會能更上一層樓：
一、 持續拓展新會員
針對會員的需求，籌辦更多高質量的活動，以吸引會計人才加入，擴大會員基
數，替學會注入更多活力。
二、持續擴大國內外學術交流
除了與 JAA、KAA 日韓兩國會計年會之定期交流活動外，學會也將善加利用身為
國際會計教育與研究學會(IAAER)執行委員會副會長(VP at Large)之優勢，擴大國
際學術交流之平台，提供更多機會以服務本學會之會員。
三、持續提升《中華會計學刊》之出版品質，使之名列國內頂級會計學刊
於民國 89 出版首刊之《中華會計學刊》，目前已為穩定出刊之半年刊，期刊收
錄內容也穩定擴充中。今年期刊重點活動為《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報告之專
刊暨論壇》及《台灣本土特色之會計研究特刊》兩專題特刊，並藉由持續廣邀會
計專業人才投稿、設立會計論文獎項、籌辦專門議題之特刊，以廣羅優質論文，
目標為通過 2017 年由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所舉辦之期刊評比活動，並得收錄於
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以上即為學會近期重點會務。 期望各位會員、先進不吝指教，您的寶貴意見是學會成長

之動力。
敬祝
闔家平安，萬事如意

李書行

敬上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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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本會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經甄選審核後，由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

日， 台灣大學行政大樓會議室召開第十一

士班同學田耕銘及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博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會議中進行

士班同學吳元利代表本會出席。

會務報告及議題討論。

五、感謝勤業眾信會計教育基金會同意繼
續贊助《中華會計學刊》。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報告學會 104 年度 1 月至 10 月之資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算

一、提請討論本學年度各委員會之主任委

表彙總。

員名單。

二、本會李書行理事長、陳玉麟副主委
（評論人）、黃政仁教授（論文發

說明：各委員會一Ｏ五年重新改選，

表）、謝喻婷教授（論文發表）、林

提請確認一Ｏ五年度委員會召集人。

囿成教授等五位老師，已於 9 月 6 日

決議：

至 8 日參加 JAA 年會，本會與會代表

(一) 學術交流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副

並發表論文 2 篇及評論 1 篇，獲得極

主任委員由吳安妮老師及陳玉麟老師

多迴響。

繼續擔任；
(二) 學術研究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由李

三、已順利和成大、IAAER 共同完成舉辦

佳玲老師繼續擔任；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三) 會計教育委員會於會後再行商討

四、本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完成推選博士
班學生代表本會出席第四十五屆

實務界代表加入之可行性；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四) 會計實務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於會

Deloitte Foundation/J. Michael

後由安永、安侯建業、資誠、勤業眾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信等四大會計事務所商討是否輪流推
派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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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二、提請討論學會歷史文件之處理方式。

會務
報導

臨時動議

說明： 前屆學會文件與用品尚有部分

李書行理事長提案：

留在前學會辦公地點(台北大學與政治

一、建議於年會新增頒獎獎項，以提升學

大學)，提請討論歷史文件處理方式。

刊出版品質，並藉此多方強化年會活

決議： 歷史期刊、研習營資料留存一

動，提升學會重要性。請諸位理、監

至二份以供未來文件電子化之需要；

事們會後研議新增獎項之可行性，並

會議記錄保留七年;其餘重要性低之學

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提出。

會用品得就地報廢。

二、新年度主要目標之一為擴大會員人

三、本次申請入會者共計個人會員十三

數，盼各位理監事們能多加支持。

名，提請審核。

決議：李燕松副理事提議由會計師公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會全國聯合會率先針對其內部公會會
員推廣本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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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資料由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提供)

構及財務報導品質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自

會議時間： 2015/12/2-2015/12/4

己成為首要改革目標。我國金管會亦在

會議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2013 年底通過規定，要求所有上市(櫃)

及會計學系系館

公司於 2015 年至 2017 年間完成獨立董
事之聘任並擴大審計委員會之設置範圍。

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A)與國際會計教育與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所產生之跨國投資

研究學會(IAAER)於 12 月聯合舉辦「2015

與籌資行為已成常態，為統一各國過去各

會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因應沙賓

國編制財務報表所依據之會計準則，提升

法案之訂定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實施對

可比較性，減低轉換成本，目前全球已有

於企業之財務報告、管理績效、以及會計

超過 130 國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師事務所審計業務帶來重大變革，從理論

(IFRS)，同時金管會亦要求台灣上市櫃、

實務各面向探討會計與審計其未來發展的

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須於 2015 年起全面

趨勢。

兩大探討議題
自 2001 年的美國安隆（Enron）事件相
繼爆發弊案後，美國國會所迅速通過的沙
賓法案，其新增的規定包含設立公共會計
監督委員會 PCAOB 以監管公開發行公
司，及強化審計委員會職能。改善治理結

Katherine Schipper 教授發表開場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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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研討會
紀實

JAA/KAA/ TAA 聯合會議 I

採用 2013 年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編製財務報告。由此可見會計與審計未

●

主題一： Ratcheting of Profitability

來發展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重大之影響。

Expectations and its Consequence

此次研討會開幕式主講人 IAAER 現任

for Supply Chains

理事長杜克大學的 Katherine Schip-

主講人： KAA 代表人 Dae-Hee

per 教授與南洋理工大學的 Hun-Tong

Yo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Tan 兩位教授針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

與談人： Audrey Wen-Hsin Hsu

發展與如何探尋重要的會計研究提出許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多精闢見解。

●

主題二： Incorporating Unobservable Constructs Into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發表人： JAA 代表人 Takashi
Yaekura (Waseda University)
與談人： Greg Burt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

JAA、KAA、TAA 與會代表們於會前合照

主題三： What Do Auditors Promise Their Audit Clients? Audit Proposal Evidence from Governmental Audit Procurement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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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續）

發表人： TAA 代表人 Yu-Tzu

●

主題三： Accruals Quality and

Ch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

Managers’ Choice of the Type of

versity)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與談人： Kwang Hwa Jeong

from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 in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發表人： KAA 代表人 Kwang Hwa
Jeong (Kangwon National Univer-

JAA/KAA/ TAA 聯合會議 II
●

sity)

主題一： Cost Behavior and

與談人： Shu-Ling Wu (National

Bond Yield Spreads

Taiwan University)

發表人： TAA 代表人 Ting-Kai
Chou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與談人： Takashi Yaekura
(Waseda University)
●

主題二： The Significance and
Outlook of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發表人： JAA 代表人 Takashi Ando (Doshisha University)
與談人： Sui-Hua Y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聯合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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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續）

研討會
紀實

研討會大會冠蓋雲集，與會貴賓包括國際會

2015 年輕學者暨博士生論壇

計教育與研究學會(IAAER)、中華會計教育

研討會之博士生論壇提供了年輕學者與

學會(TAA)、韓國會計學會(KAA)及日本會計

博士生研習及交流的機會。

學會(JAA)及我國、美國、澳洲、奧地利、加

三 位 講 師 Katherine Schipper 教 授、

拿大、波蘭、日本、韓國、大陸、羅馬尼亞、

Hun-Tong Tan 教授與國際會計研究期

巴西、印尼等多國主要代表學者蒞臨，並於

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兩天的會議議程中發表學術論文及參與評

Research)主編奧克拉荷馬大學的 Ervin

論，與會者咸感收穫豐富。

Black 教授針對財會、審計與國際會計三
個領域和青年學者與博士生分享從事會
計研究的寶貴經驗。

JAA、KAA 與 TAA 理事長上台致詞

年輕學者暨博士生論壇與會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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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續）

另外九場實務綜合座談會亦是相當精彩，
主講者包含證交所、會計師公會、四大會
計師事務所、KPMG 澳洲會計師代表專家
及企業界與談人，官方、學術界與業界代
表齊聚一堂，共同分享會計實務經驗與挑
戰，
綻放智慧交流的美麗火花，
十分寶貴。
3 日餐敘合影

KPMG 澳洲合夥 Michael Bray 會計師

與會代表們於赤崁樓之合影

累計大會共有八十多篇學術論文的發表與
評論，包括各個會計研究領域，議題新穎及

成大會計文教基金會王金來董事長

時，為過去一年國內會計學者研究成果極具
代表性的菁華展示；大會並評選出三篇最
佳論文獎及十篇佳作獎。

證交所簡立忠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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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紀實
（續）

IAAER 會訊對本次研討會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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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會員
招募

IAAER 介紹

IAAE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ccounting Education & Research)為一於 1984 年成立
之非營利學術型會計學會。早在正式成立前，便已活躍於四年一度之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ccounting Educators (ICAE)國際會議，直到與日本會計學會合辦之第六屆 ICAE 會議時，IAAER
正式組織也於同年確定成立。
主要會務活動：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及《Accounting Education》之
刊物出版；

2.

藉參與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之國際會計教育準則理事會(IAESB)、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CF)之教育諮詢小組(Education Advisory Group)及準則諮詢委員會(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協助訂定國際會計審計準則；

3.

舉辦各種全國性及地區性之會計人才發展培養活動

4.

藉由會訊 COSMOS、網站等各種媒介，與會員分享學界與業界之最新動態；

目前 IAAER 會員廣布全球，其會員類別可分為學生、個人、學校及事業機構。 除了以上活動外，
IAAER 尚針對不同類別之會員，提供不同之福利：
1.

基本福利：線上資料庫 eIFRS 使用權

2.

進階福利：
(1) 增加國際能見度。 團體會員之校名/機構名及其網址連結將刊登於 IAAER 之頁面，以及會
訊 COSMOS Accountancy Chronicle 上。
(2) IAAER 將可協助宣傳機構單位所籌辦之之各項活動資訊。
(3) 利用 IAAER 之資源，增加參與跨國研究計劃之機會
(更多會員資訊，請見: http://www.iaaer.org/public/join_iaaer)

INDIVIDUALS

One-year membership: US$25

STUDENTS
& PhD CANDIDATES

One-year membership while enrolled: US$20

UNIVERSITY MEMBERSHIP
(Universities & Colleges)

One-year membership: Varying rates

INSTITUTIONAL MEMBERSHIP
(All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associations
& organizations)

One-year membership
Academic Body: US$350
Professional Body: US$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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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ER 介紹

團體會員名將刊登於 IAAER 網頁上（左圖）及會訊上（右圖）

- 11 -

會員
招募

其他
會務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新進會員

新進會員名單(個人)
編號

姓名

現職

1

蔡元棠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畢業生

2

田慧枝

高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邱安安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

4

周玲儀

亞洲大學會計與資訊系助理教授

5

戴家偉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專任教師、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博士生

6

李易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7

蘇榮斌

中華科技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8

梁少懷

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助理教授

9

徐崇豪

長榮大學會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10

呂國禎

蒂特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稽核

11

許育綝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12

潘昭容

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3

陳佳煇

靜宜大學會計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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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會務

2016 會計實務與理論研討會
2016 年行事曆

TAA 2016 行事曆
1月
1 月中

2月

AAA 2016 Doctoral

2 月底

Consortium 代表博士生確認
3月

4月

3月

4月

發送會費繳納提醒給會員
2016 TAA 年會徵稿宣傳
企業社會責任揭露與價值之論壇與專
刊徵稿宣傳

5月

6月

5 月初

第 11 屆第 2 期會訊出刊

6 月中

2016 AAA 博士生論壇

5 月中

105 年第 1 次編輯會議

6 月中

2016 KAA 年會

5 月底

第 11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

6 月底

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7月
7 月初
7/31

8月

邀請 JAA/KAA 出席 TAA 年會

8月

《中華會計學刊》12 卷 1 期出刊

8 月中

AAA 2016 Annual Meeting
第 11 屆第 3 期會訊出刊

9月
9 月初

10 月

2016 JAA 年會

11 月

12 月

11 月初

105 年第 2 次編輯會議

12/1-2

TAA 年會

11 月底

第 11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

12 月底

第 11 屆第 4 期會訊出刊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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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學刊》12 卷 2 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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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專欄

邁向企業永續的綠色競爭力

(本文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並同步刊載於工商時報)

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研討綠色競爭力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1 次締約方會

簡又新指出，COP 21 不只是影響企業永續的關

議（COP 21）即將於本月底在巴黎登場，該

鍵會議，更是一場「翻轉世界」的大會。台灣

項會議將訂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減碳協議，防

雖非公約會員國，卻是擁有高耗能產業與出口

範氣候變遷所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台灣企

導向的國家，供應鏈受到國際與消費端減碳的

業研訓中心理事長簡又新指出，企業面對極

壓力。

有可能在 COP21 簽訂的全球氣候協議及未來
的減碳路徑，應具決心做好因應準備，思考

簡又新表示，立法院今年三讀通過《溫室氣體

加速讓企業朝綠色永續邁進，不僅是台灣，

減量及管理法》，明訂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更是全球企業當務之急的努力方向。

降為 2005 年的 50％以下，讓減碳不再成為台
灣的貿易地雷。

引領國內企業邁向永續的綠色競爭力，台灣
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和資誠（PwC Taiwan）、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低碳倡議行動（LCI）等
單位昨（17）日共同舉辦一場「邁向企業永
續的綠色競爭力」研討會，新上任的歐洲經
貿辦事處處長 Madeleine Majorenko、歐洲在
台商務協會執行長 Freddie Hoeglund 到場支
持，並由歐洲在台商務協會低碳倡議行動企
業社會責任暨教育平台負責人 Bodo
Kretzschmar 和台灣企業研訓中心理事長簡又
新發表專題演講。
研討會亦邀請德商風電能源技術服務公司、
台灣愛普生、台達電子、歐萊德等國內外綠
色標竿企業進行經驗分享，激盪出更多企業
綠色競爭力的火花，讓追求環保、經濟及社
會發展並進的永續發展，成為全球人類共同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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