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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本會第十一屆理監事會已於今年七月九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完成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的選舉，在此謹代表本屆所有理監

事及委員，感謝前任周玲臺理事長及林良楓秘書長過去四年來對各

項會務的推廣，未來本人也將積極推廣會務及國際交流，以期讓台灣

會計學術界及實務界得以在國際發聲。 

 

  學會近期主要任務如下： 

  一、日本會計學會(Jap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JAA)已於今年 9 月 6 日至 8 日

在神戶大學舉辦年會，本會亦組成代表團前往，由本人及中原大學陳玉麟教授、

東海大學黃政仁教授、成功大學林囿成教授、謝喻婷教授出席，發表論文並進

行國際交流。 

  二、本會將於今年 12 月 3-4 日與成功大學會計系、國際會計教育與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ccounting Education & Research, IAAER)

共同舉辦 TAA 年會－「2015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並於 12 月 2 日舉行年

輕學者論壇，屆時 IAAER 理監事會成員將來台召開會執行委員會議，也藉此與

台灣學者進行交流，誠摯邀請所有會員先進們踴躍參與。2016 年 TAA 年會將

由雲林科技大學主辦，屆時亦歡迎會員們共襄盛舉。 

   

  本會自創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從創會理事長鄭丁旺教授，以及接任之杜榮瑞理事長、

馬君梅理事長、薛富井理事長、周玲臺理事長，加上各屆理監事、委員，對本會長期以

來的貢獻，使本會能持續為會計界發展而努力。並感謝各位會員先進對學會的參與，因

為有您的支持與寶貴建議，才能使學會發展更加茁壯，期盼您能繼續給予支持。 

 

                 敬祝 

   闔家平安，萬事如意 

理事長的話理事長的話理事長的話理事長的話    

敬上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9 日 

李書行李書行李書行李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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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名單 

（依會員編號依序排列） 

 

 

一、北區代表：（應選四十四名） 

鄭丁旺、杜榮瑞、林嬋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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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啟娉、盧聯生、李書行、周志誠、薛

敏正、陳耀宗、林世銘、蘇裕惠、李建然、詹乾隆、薛明玲、劉嘉雯、許文馨、郭政弘、曾

惠瑾、吳郁隆、王金來、張嵐菁、于紀隆、王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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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臺北市會計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二、中區代表：（應選十一名） 

許恩得、劉俊儒、陳育成、陳燕錫、劉政淮、黃娟娟、陳俊合、黃政仁、紀信義、翁慈青、

靜宜大學會計系 

 

三、南區代表：（應選九名） 

郭藤吉、蔡阿媚、吳清在、吳淑幸、李佳玲、陳政芳、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南台

科技大學、長榮大學會計資訊系 

 

總計六十四名 



- 3 -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理監事會成員名單 

會務 

報導 

  

 

秘書長 

許文馨 

理事長  

李書行 

周玲臺 馬秀如 張仲岳 詹乾隆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盧聯生  

王泰昌 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吳安妮 吳淑幸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許恩得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薛敏正 蘇裕惠 

理事  

吳清在 社團法人臺灣省 

會計師公會 

紀信義 顏信輝 

監事  



- 4 - 

 

本會「第 十一 屆 第 一次 會 員代 表大

會」於 10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分，假政治大學商學院召開。 

 

  會議邀請到本會創會理事長鄭丁旺教

授，分享 Integrated  Reporting 之 展

望；亦 邀 請廈門大 學

李志文 教 授，與 會 員

代 表 們互相交 流，所

有與會者討論熱烈。 

 

  此次會議並進行 103 年度至 104 年度

上半年會務報告，本會理監事會議、各委

員會及秘書組等工作事項，與會員代表們

做詳細說明；另外，亦審核通過 103 年度

決算報告、104 年度預算報告及工作計

畫、組織章程修正案等；最後亦舉行頒獎

儀式，感謝會計實務委員會曾惠瑾主委、

學術交流委員會林宛瑩主委、《中華會計

學刊》總編輯李佳玲教授、擔任本會理事

二十年的林美花教授、及本會秘書長林良

楓教授對會務之付出與貢獻。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 

二、理監事聯席會議工作報告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會計教育委員會 

(二) 學術研究委員會 

(三) 學術交流委員會 

(四) 會計實務委員會 

(五) 領域交流專案委員會 

四、秘書組工作報告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本會 103 年度決算報告提請通過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決算報告，並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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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二、本會 104 年度預算報告提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預算報告，並於一個

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三、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工作計畫，並於一個

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四、本會組織章程修正案。 

決議：通過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修正案，根據內政部 103 年 2 月 21 日公告之「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三十五條修正案說明，刪除通訊選舉不得連續辦理之條文，

並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社會司備查。 

 

鄭丁旺教授（右四）、李志文教授（左四）及會員代表合影  

會員代表大會留影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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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 

假政治大學商學院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會議中進行會務報

告及議題討論。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學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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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擬請辭

本屆理事。由候補理事第一名馬秀如

理事遞補，並列入第十一屆常務理事

候選人名單進行選舉。  

二、選舉第十一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案。常務監事：盧聯生；常務理事：

李書行、周玲臺、詹乾隆、張仲岳、

馬秀如。  

三、選舉第十一屆理事長案。由台灣大學

會計學系李書行教授當選本會第十一

屆理事長。  

 

  

 

頒獎儀式 

  為感謝台北市勤業眾信教育基金會兩

年共捐助本會壹佰陸拾萬元，協助本會

《中華會計學刊》爭取列入台灣社會科會

引文索引 (TSSCI) 期刊，特舉 行頒獎儀

式，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

會計師代表領獎。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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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九屆及第十屆(100 年 7 月至

104 年 6 月)完成之任務如下： 

 

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九屆 

●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0/7/13) 

●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0/10/21) 

●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1/1/10) 

●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1/4/9) 

●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1/7/24) 

●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1/11/2) 

● 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2/1) 

● 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5/3) 

● 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6/7) 

第十屆 

● 第一次理事會議 (102/7/4) 

● 第一次監事會議 (102/7/18) 

●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10/25) 

●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1/10) 

●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5/3) 

●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6/30) 

●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10/28) 

● 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1/13) 

● 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4/30) 

● 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6/11) 

 

會計實務委員會 

第九屆 

● 台塑企業實務參訪行程 (101/4/12) 

● 2012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 (101/5/25) 

● 2012 校際聯盟會計學術研討會 (101/5/25) 

● 會計實務研討課程-高雄場次 (101/6/1) 

● 會計實務研討課程-台北場次 (101/6/6) 

● 公司監理與治理新浪潮：實質監理與治理

時代來臨 (101/6/15) 

● IFRS 元年到臨，您準備好了嗎-台北場次論

壇 (101/10/16) 

● IFRS 元年到臨，您準備好了嗎-台中場次論

壇 (101/10/26) 

● 新修訂國際審計準則理論與實務分享會

(101/11/23-24) 

● 2013 會計趨勢與教育研討會－ TIFRS 元年

之挑戰與因應 (102/5/10) 

第十屆 

● 審計公報 54 號研討課程 (102/12/7) 

● CSR 創利－開啟企業未來新競爭力論壇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九屆至第十屆工作報告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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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6) 

● 從食品安全談企業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之

強化及落實講座 (103/5/27) 

● KPMG 社會企業高峰論壇：與企業 CSR 共

創雙贏模式 (103/9/23) 

● 雲 端 / 大 數 據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契 機 講 座 

(103/9/26) 

● 舞弊偵防與數位鑑識研討會 (104/1/14-

15) 

 

  

 

會計教育委員會 

第九屆 

● 協助東華大學「2011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

勢」(100/11/11) 

● 協助台北商業大學「2011 第十屆北商論壇

-當代會計趨勢」(100/12/9) 

● 協助實踐大學「中小企業採用 IFRS 研討

會 」(100/12/12) 

● 與政治大學共同舉辦「2011 會計理論與實

務研討會 」(100/12/15-16) 

● 協助政治大學「IFRS 雙軌期間之挑戰及實

務解決方案研討會 」(101/2/21) 

● 協助東吳大學「迎接 IFRS 時代與會計教育

創新研討會 」(101/3/9) 

● 協助成功大學「IFRS 雙軌期間之挑戰及實

務解決方案研討會 」(101/3/14) 

● 協助文化大學「2012 會計趨勢與教育研討

會 」(101/5/2) 

● 協助朝陽科技大學「2012 現代會計實務與

個案研討會 」(101/5/8) 

● 協助淡江大學「2012 當代會計 IFRS 研討

會 」(101/5/25) 

● 協助元智大學「2012 年元智大學國際租稅

與證券交易所得課徵研討會 」(101/6/7) 

● 與台灣大學共同舉辦「2012 會計理論與實

務研討會 」(101/12/3-4) 

● 協助東華大學「2012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

勢研討會 」(101/12/6) 

● 協助東吳大學「資訊服務業發展 IFRS 實務

研討會 」(102/3/15) 

● 協助台北大學「2013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國

際研討會 」(102/5/24) 

第十屆 

● 與東吳大學共同舉辦「2013 會計理論與實

務研討會 」(102/10/24-25) 

● 與東吳大學共同舉辦「會計學會與領域社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九屆至第十屆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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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平台之創設 」(102/10/25) 

● 協助東華大學「2013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

趨勢研討會」(102/12/5)  

● 協助長榮大學「2014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103/3/10) 

● 協助實踐大學「會計專業核心能力研討

會」(103/4/18) 

● 協助雲林科大「2014 會計學術研討會」

(103/5/9) 

● 協助銘傳大學「2014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

務研討會」(103/5/30) 

● 與台北大學共同舉辦「第 26 屆亞太研討

會與 2014 會計理論與實務聯合研討會」

(103/10/26-29) 

● 協助文化大學「2015 會計趨勢與教育研

討會」(104/5/1) 

● 協助台北大學「2015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

國際研討會」(104/5/15) 

● 協助銘傳大學「2015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

務研討會」(104/5/29) 

 

 

學術交流委員會 

第九屆 

● 推選博士班學生出席 201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 (100/12/16) 

● 參與「2012 KAA 年會 」(101/6/20-21) 

● 參與「2012 JAA 年會」(101/8/30-9/7) 

● 本會加入 IAAER Council (101/11/28) 

● 推選博士班學生出席 2013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 (101/12/18) 

●  台 灣 大 學 會 計系潘虹華 代表出席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102/6/12-16) 

● 參與 2013 KAA 年會 (102/6/19-23) 

第十屆 

● 杜榮瑞教授代表本會參加 AAA 之 Global 

Summit (102/8) 

● 參與 2013 JAA 年會 (102/9/4-6) 

● 周玲臺理事長參加 IAEER 2014 第一次執行

委員會議 (103/2/20) 

●  政 治 大 學 會 計系邱献良代表出席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103/6/11-15) 

● 參與 2014 KAA 年會 (103/6/18-20) 

● 參與 2014 JAA 年會 (103/9/4-6)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九屆至第十屆工作報告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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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玲臺理事長及成大王澤世教授、輔大林

彥廷教授赴佛羅倫斯參加 IAAER 2014 第

二次執行委員會議 (103/11/13-15) 

●  台灣大學會計系吳思蓉代表出席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104/6/10-14) 

● 周玲臺理事長參加 IAAER 2015 第一次執

行委員會議 (104/6/30-7/2) 

 

學術研究委員會 

第九屆 

● 出版第七卷第二期中華會計學刊 (100/11) 

● 出版第八卷第一期中華會計學刊 (101/3) 

● 出版第八卷第二期中華會計學刊 (101/12) 

第十屆 

● 出版第九卷第一期中華會計學刊 (102/12) 

● 出版第九卷第二期中華會計學刊 (103/11) 

● 出版第十卷第一期中華會計學刊 (104/1) 

● 出版第十卷第二期中華會計學刊 (104/3) 

● 出版第十一卷第一期中華會計學刊 

(104/7) 

 

 

 

秘書組 

第九屆 

●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00/6/28) 

● 出版第九屆第一期會訊 (100/10) 

● 出版第九屆第二期會訊 (101/4) 

● 鄭丁旺教授榮退專題演講 (101/6/29) 

●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1/6/29) 

● 出版第九屆第三期會訊 (101/7) 

● 出版第九屆第四期會訊 (101/10) 

● 出版第九屆第五期會訊 (102/2) 

● 第十屆會員代表選舉 (102/6/3) 

第十屆 

●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02/6/24) 

● 出版第十屆第一期會訊 (102/10) 

● 出版第十屆第二期會訊 (103/2) 

● 出版第十屆第三期會訊 (103/6) 

●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3/6/30) 

● 出版第十屆第四期會訊 (103/10) 

● 出版第十屆第五期會訊 (104/2) 

● 第十一屆會員代表選舉 (104/6/3) 

● 出版第十屆第六期會訊 (104/6)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九屆至第十屆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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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報告書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本期 

主題 

(資料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 

 

 為使公司治理更具效能、資訊揭露更

透明、更善盡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強化

企業社會責任(CSR)已是全球政府與民間

機構之共識，國外標竿企業多已逐年出

具 CSR 報告書並取得第三方認證，而台

灣編製  CSR 報告書之企業家數仍待提

升。金管會規範特定產業強制編製 CSR

報告書，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也公布相關

辦法。對於企業而言，到底編製 CSR 報

告書是壓力 ? 還是機會 ?  

 

CSR 報告書的發展現況 

  目前台灣企業編製的 CSR 報告書數

量，以電子業和金融業最多，而食品工

業只有 3 家，化學工業只有 6 家。 資誠

(PwC)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朱竹元董

事長指出，主管機關目前對食品工業及

餐飲佔一半營收的企業規範較其他產業

嚴格，要求 CSR 報告書應取得會計師出

具之意見書，而其餘公司得自願取得第

三方之確認、確信或保證。 

 

  金管會表示經營民生相關業務、直接

面對消費者、或具一定規模以上之企業，

其營運活動對環境及社會大眾影響層面較

大，應善盡其企業社會責任，又近期食品

安全問題影響國人健康，並嚴重衝擊社會

大眾信心及國際觀感，因此金管會除強化

上市（櫃）公司之內部控制責任外，並將

要求上市（櫃）食品業、金融業、化學工

業及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之

公司，應編製 CSR 報告書，以提升直接面

對民眾(B to C)公司之社會責任，重振消費

者與供應鏈廠商對此類公司之信心。  

 

CSR 報告書的趨勢 – 整合性報告 

  朱竹元董事長從國際趨勢來看，企業

資訊揭露的演進，由財務報告走向永續報

告或 CSR 報告書，未來在中華民國永續發

展協會與資誠教育基金會正合力翻譯的｢整

合性報告」編製準則繁體中文版完成後 , 

｢整合性報告」的時代就將要來臨，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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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主題 
CSR 報告書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續） 

包括的非財務資訊其品質將越來越受到與

財務資訊同等的重視。 

  國際整合性報告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 IIRC)

為了促進企業資訊報導更加符合利害關係

者期待，強調企業應以滿足利害關係人的

全面觀點，提供符合五大原則、六大項目

的整合性報告。 

 

  整合性報告與現行年報報導模式之主

要差異在於企業報導的編製觀點及表達的

形式。台灣現行企業年報報導模式以滿足

法令規範及投資人觀點為重，傾向於較為

被動的問答形式。整合性報告的報導模式

是，企業以更完整、更具邏輯性的方法，

向各利害關係者揭露企業的目標、策略、

行動方案及對利害關係者意見的回饋等，

傾向於較為主動的說故事形式。 

 

CSR –台灣未來競爭力的關鍵  

  編製 CSR 報告書是希望企業在追求經

營獲利的同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讓企

業重新檢視 CSR 願景與經營策略的契合

度，控管經營風險，考量經濟、環境與社

會面向的影響，訂定營運政策及 因應措

施，提升企業永續發展能力及品牌形象， 

 

  責任型投資 (SRI)將是投資人關注重

點，而 CSR 報告是責任型投資篩選依據，

國際投資機構將 CSR 納入投資決策已成趨

勢，外資持股占台灣資本市場總市值之比

重亦漸高。若能落實 CSR，不僅增加企業

競爭力，並能獲得社會型投資人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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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舉行日期： 2015 年 9 月 6-8 日 

地點：日本神戶大學 

(由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林囿成教授提供) 

     

  個人很榮幸在台灣會計學會(TAA)的

邀請下，一同參加了 2015 年日本會計研

究學會(JAA)第 74回大會。研討會在日本

神戶大學舉行。這次研討會由台灣TAA理

事長李書行帶領，共有 5 位台灣學者代表

參與盛會，韓國會計學會(KAA)則由黃仁

泰理事長帶領下共 6 位代表與會。九月六

日晚上的歡迎會中，個人與參與的台、日、

韓三國學者交流瞭解這幾年國際會計準

則(IFRS)的推動狀況，特別是仍未強制採

用的日本現況，透過日本學者的分享，瞭

解目前日本採鼓勵自願採用的作法，目前

約有百餘家企業優先自願採用，預計未來

採用家數將更進一步大幅成長，未來這應

是個值得探討的研究議題，例如自願採用

公司之特質與採用效益等議題。晚宴中，

JAA 的理事長伊藤邦雄教授（任職於一橋

大學）的致詞中提到他即將卸任理事長的

感言，今年適逢日本學會改選，將於會後票

選出新任理事長。李書行理事長在代表致詞

時，特別介紹 TAA 的現況與運作的方式，並

提出未來與日、韓交流的一些期待與互動的

想法規劃。  

  9 月 7、8 兩日 JAA 年會中特別分別安

排兩場國際場次，7 日分別由 KAA 與 TAA

的參訪代表發表論文、進行學術交流。KAA

代表團學者發表的場次係由名古屋大學的

野口晃弘教授主持。該場首先由任教於「國

立首爾大學」的 Woo Jong Lee 教授進行報

告，其論文研究 33 國的資料，分析討論高階

經理人員的雇用特性與雇用效率以及經營

6 日歡迎晚宴介紹 KAA 與 TAA 與會學者合影   

2015 JAA 年會紀實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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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間的關連性。其次，由任教於世宗大

學的 Chang Seop Rhee 授報告其論文；

該論文探討韓國在 2011 年後強制採用

IFRS的樣本，研究發現CEO若發生更換，

會利用重編報表為 IFRS的機會， 進行洗

大澡（take a big bath）的盈餘操縱，研

究也同時發現，公司治理較佳的公司較不

會有此行為。JAA派出兩位評論老師提供

論文建議。評論人給予兩篇研究正面的肯

定，來自關西大學的阪智香教授對第一篇

提出一些跨國資料上處理的研究建議，第

二篇則由追手門大學的宮宇地俊岳教授

提出一些控制樣本與變數衡量上的一些

不同見解，例如可能需要更明確的檢視重

編的原因是因為操縱的可能性或者是準

則的 要求…等。會後個人 也 與 Chang 

Seop Rhee 討論，或許也可以嘗試以市場

角度來檢視 IFRS 採用過程重編報表的效

益，例如盈餘反應係數(ERC)的模型。 

 

  中場休息後， 由 TAA 代表進行論文

報告。本場次由任教於九州大學的小津稚

加子教授主持。首先，由謝喻婷教授代表成

功大學會計系發表學術論文，該研究主題為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之查核:會計師之因

應與產業專家的角色，以投資性不動產為

例，探討公允價值會計對審計專業的影響。

發表後由神戶大學的堀口真司評論建議，在

模型與假說建立的部分，應該加入更明確的

經濟理論文獻作為支持的說明。另一位論文

發表人為東海大學會計系黃政仁教授，其論

文題目為“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

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External Cooperation”。

透過訪談與問卷蒐集的資料分析，該文發現

機構投資人（特別是外資）持股越大，對於

研討會 

紀實 
2015 JAA 年會紀實（續） 

7 日 TAA、KAA 與 JAA 與會代表們於會後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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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績效有正面影響，且會影響與產業間

的策略聯盟創新投資。由於該研究為具實

務特色的議題，來自法政大學的評論人白

田佳子教授分享個人對日本企業法人持

股的一些實務上的觀察，給予研究問題與

資料上的一些深入建議。 

 

  8 日早上的國際場次則由學習院大學

的勝尾裕子教授主持，安排由日本學者進

行論文報告，第一篇是由來自廣島修道大

學的菅原智教授發表關於會計教育的改

革議題，針對不分係的大一學生進行會計

教育課程設計改革，引入互動學習的課程

設計，比較分析不同課程設計的學生學習

成效與未來選擇會計為主修的傾向差異。

除了KAA 的評論人Woo Jong Lee 教授

給予研究設計建議增加對照樣本的控制

外，李書行教授亦分享在美國與台灣相關

課程設計改革趨勢的經驗及觀察。第二篇

則由慶應義塾大學的村上裕太郎教授報

告使用分析性模型，探討面對人或電腦查

核，對於稅務申報行為的影響，並分析稅

率調整改革下，是否改變此行為反應。評論

人為中原大學的陳玉麟教授，給予模型假設

與結論與實務上的直覺得一些矛盾點給予

研究建議，李書行教授亦給予分析模型的一

些假定設定，提供一些修改的建議。 

  國際場次中除 KAA 及 TAA 之教授外，

由各地來的日本學者亦相當踴躍地參與會

場的討論，促進了台灣、韓國與日本的會計

學者間之學術互動與交流。與會期間， TAA

理事長李書行教授與 KAA 及 JAA 討論建議

未來三個學會間可以推動發展跨亞太區域

的期刊，提高亞太的相關研究議題在國際期

刊發表的能見度，讓研究與區域本土議題能

2015 JAA 年會紀實（續） 
研討會 

紀實 

8 日 TAA、KAA 與 JAA 與會代表們於會後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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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參與。TAA理事長李書

行教授、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玉

麟教授與成大會計系林囿成教授熱情邀

請KAA與 JAA的學者，今年 12月踴躍

來台南出席由成功大學大學主辦的TAA

年會，期許未來三方能有更多機會互相

交流。 

 

  此行最大的收穫在於認識許多韓國

及日本的會計學者，學習到不同國家對於

會計相關研究議題的關注差異。最後，本

人與所有與會的 TAA 學者也對 JAA 學術

交流委員會的野口晃弘教授（任教於名古

屋大學）、德賀芳弘教授（任教於京都大

學）及 Shiosaki 教授（任教於九州大學）

在訪問期間的熱情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謝。  

 

三國與會代表們餐敘  

TAA 與會代表們於姬路城之合影  

研討會 

紀實 
2015 JAA 年會紀實（續） 

～～～～ JAA‧KAA‧T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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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舉行日期： 2015 年 6 月 10~14 日 

地點：美國德州Deloitte University  

(由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生吳思蓉提供) 

 

  這次參加的是由美國會計學會主辦

的博士生研習營(Doctoral Consortium)，

於六月十日至六月十四日在美國德州達

拉斯近郊Deloitte University舉行。與會

的有會計學界相當知名的學者們，以及來

自美國、歐洲及亞洲等地主要大學的會計

博士生。此一論壇的目的是使來自各校的

博士生能經由與會學者們的經驗分享，以

及和學者的互動討論，了解會計研究、教

育及實務等的現況及未來發展，同時也讓

來自不同學校的博士生們能齊聚一堂彼

此交流。 

  在為期三天的課程安排上，有由教授們

分享研究經驗的Research Exemplar Talk，

用座談會方式進行諸如論文發表、就業市場

現況及教學研究等議題討論的Panel Ses-

sion，以及由教授帶領博士生進行分組討論

的Breakout Session。在Research Exem-

plar Talk中，由學者進行論文報告並分享他

們的研究相關經驗，由於學者們的研究領域

各有不同，因此得以聽到包含財務會計、管

理會計、審計等不同的研究議題，亦有關於研

究寫作的專題演講。主辦單位也安排了座談

會時間，針對研究和教學之間的綜效、研究和

實務的關係、論文發表現況及未來走向、就業

市場及職涯生活等議題進行討論。此次的研

習課程內容十分豐富多元且完整，經由這些

知名學者們寶貴的知識及經驗分享，以及和

學者及其他博士生們的互動，讓我獲益良多。 

 

  此次的論壇，和前一屆相同，也安排了讓

博士生報告研究計劃的Breakout Session，

會前即要求每位參與學生提交一份約三頁的
全體成員合照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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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電子檔，並根據學生提交之研究

計劃主題及主要研究領域進行分組，每組

約有八至九人，同時要求每位學生事先閱

讀同組組員的研究計劃內容並於分組討

論時間參與討論，每位學生約有30分鐘左

右的報告時間。帶領我們這組進行討論的

有兩位教授，分別是Mark Nelson教授和

Florin Vasvari教授，兩位教授對於論文內

容及撰寫技巧的提點，使我受益良多。此

外，在這個分組討論的過程裡，提出問題

和積極參與討論的並非只有老師，其他組

員們也都相當熱烈地參與討論，這樣熱烈

討論的氛圍著實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

也因而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 

  參加這次的論壇，聽到會計學界許多

知名教授的經驗分享，讓我收穫頗豐，也

很高興可以和來自美國及其他國家優秀的

博士生進行交流。經由這次的研習，我感

受到現在全球學術競爭真的相當激烈的，

面對這樣的環境，唯有不自我設限，並且

持續不斷努力，精進自己的專業能力及研

究能力，並在英語能力上持續求進步，才

能應付各樣的挑戰。十分感謝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讓我有這次機會可以代表台灣前往

美國參加今年的AAA Doctoral Consorti-

um，這真的是一個十分寶貴且難忘的經

驗，我期望之後台灣也一直都能有這樣的

機會選派博士生參加這個美國會計學會博

士生研習營。    

    

 

 

國際學生合照 

研討會 

紀實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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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10 
6:00 pm – 6:45 pm 
Amphitheater 
 
6:45 pm – 7:45 pm  
Westlake Hall  
 
7:45 pm – 8:30 pm  
 
8:30 pm – 10:00 pm  
Westlake Hall pre-function 
 
Thursday, June 11 
6:30 am – 8:15 am  
The Market 
 
8:15 am – 8:30 am  
Amphitheater  
 
8:30 am – 10:00 am  
Amphitheater  
 
10:00 am – 10:30 am  
 
10:30 am – 12:00 pm  
Amphitheater  
 
12:00 pm – 1:00 pm  
The Market 
 
1:00 pm – 2:30 pm  
 
2:30 pm – 3:00 pm  
 
3:00 pm – 4:30 pm  
Amphitheater  
 
4:30 pm – 6:00 pm  
 
6:00 pm – 7:30 pm  
The Market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Program 
研討會 

紀實 

 
Organizational Meeting for Faculty 
 
 
Dinner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Mark Nelson and Christine Botosan 
 
Small Groups Meet with Group Leaders 
 
Social Time 
 
 
 
Breakfast 
 
 
Welcoming Remarks: Janet Butchko 
Session Logistics: Mark Nelson 
 
Effective Writing in Research 
Presenter: Bill Kinney 
 
Break 
 
Research Exemplar Talk 
Presenters: Patty Dechow and Bob Libby 
 
Lunch 
 
 
Breakout Sessions 
 
Break 
 
Research Exemplar Talk 
Presenters: Eva Labro and Kristy Towry 
 
Interactions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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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Publishing 
Moderator: Mark Nelson 
Panelists: Paul Fischer, Patty Dechow, and Kristy Towry 
 
Social Time 
 
 
 
Breakfast 
 
 
Research Exemplar Talk 
Presenters: Paul Fischer and Lil Mills 
 
Break 
 
Breakout Sessions 
 
Lunch 
 
 
Breakout Sessions 
 
Break 
 
Panel: Rela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Moderator: Lil Mills 
Panelists: Christine Botosan, Bill. Kinney, and Dan Sunderland 
 
Interactions 
 
Dinner 
 
 
Panel: Starting Your Early Career 
Moderator: Lisa Koonce 
Panelists: Bob Libby, Leslie Robinson, and Chris Wolfe 
 
Social Time 

研討會 

紀實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Program

（續） 

7:30 pm – 9:00 pm  
Amphitheater  
 
 
9:00 pm – 10:00 pm  
Westlake Terrace 
 
Friday, June 12 
6:30 am – 8:30 am  
The Market 
 
8:30 am – 10:00 am  
Amphitheater  
 
10:00 am – 10:30 am  
 
10:30 am – 12:00 pm  
 
12:00 pm – 1:00 pm  
The Market 
 
1:00 pm – 2:30 pm  
 
2:30 pm – 3:00 pm  
 
3:00 pm – 4:30 pm  
Amphitheater  
 
 
4:30 pm – 6:00 pm  
 
6:00 pm – 7:30 pm  
The Market 
 
7:30 pm – 9:00 pm  
Amphitheater  
 
 
9:00 pm – 10:00 pm  
Westlake Hall pr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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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ne 13 
6:30 am – 8:30 am  
The Market 
 
8:30 am – 10:00 am  
Amphitheater  
 
10:00 am – 10:30 am  
 
10:30 am – 12:00 pm  
 
12:00 pm – 1:00 pm  
The Market 
 
1:00 pm – 2:30 pm  
Amphitheater  
 
 
2:30 pm – 3:00 pm  
 
3:00 pm – 4:30 pm  
Amphitheater  
 
4:30 pm – 6:00 pm  
 
6:00 pm – 7:00 pm  
Barry Salzberg Ballroom 
Foyer 
 
7:00 pm – 8:30 pm  
Barry Salzberg Ballroom CD 
 
8:30 pm – 10:30 pm  
Barry Salzberg Ballroom CD 
 
Sunday, June 14 
6:30 am – 9:00 am  
The Market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Program

（續） 

研討會 

紀實 

 
Breakfast 
 
 
Research Exemplar Talk 
Presenter: Wayne Landsman and Florin Vasvari 
 
Break 
 
Breakout Sessions 
 
Lunch 
 
 
Panel: The Job Market 
Moderator: Eva Labro 
Panelists: Florin Vasvari, Steve Stubben, and Wayne Landsman 
 
Break 
 
Synergies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enter: Lisa Koonce 
 
Interactions 
 
Reception 
 
 
 
Dinner 
 
 
Karaoke, DJ, and Dancing 
 
 
 
Breakfast 
 
 
Departure for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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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成立至今已屆 20 年，感謝各屆理事長、秘書長、理事及監事之付出，致力於促進

國內外會計理論與實務交流、擴大本會成員參與 ，謹此致上最誠摯之感激。 
 

第一屆 

理事長：鄭丁旺 秘書長：陳錦烽 

理 事：王美蘭、吳安妮、汪泱若、杜榮瑞、林美花、柯承恩、馬君梅、馬秀如、郭藤吉、 

黃金發、葉誌崇、蔡揚宗、薛富井、謝銘仁 

監 事：王秀枝、沈大白、邱正仁、林嬋娟、徐景亮 

第二屆 

理事長：鄭丁旺 秘書長：陳錦烽 

理 事：王美蘭、吳安妮、汪泱若、杜榮瑞、沈維民、林美花、柯承恩、馬君梅、馬秀如、 

郭藤吉、黃金發、葉誌崇、蔡揚宗、薛富井 

監 事：王秀枝、沈大白、邱正仁、簡俱揚 

第三屆 

理事長：杜榮瑞 秘書長：薛富井 

理 事：王美蘭、吳安妮、汪泱若、沈維民、林有志、林美花、柯承恩、馬君梅、馬秀如、 

郭藤吉、黃金發、葉誌崇、蔡揚宗、歐進士 

監 事：王秀枝、林嬋娟、簡金成、簡俱揚 

第四屆 

理事長：杜榮瑞 秘書長：薛富井 

理 事：王美蘭、吳安妮、吳國風、汪泱若、沈維民、林美花、柯承恩、馬君梅、馬秀如、 

張仲岳、陳錦烽、郭藤吉、葉誌崇、蔡揚宗 

監 事：王秀枝、林嬋娟、馬嘉應、簡金成、蘇瓜藤 

第五屆 

理事長：馬君梅 秘書長：蘇裕惠 

理 事：王美蘭、吳安妮、吳清在、杜榮瑞、沈維民、林美花、周志誠、馬秀如、張仲岳、 

許崇源、郭藤吉、蔡彥卿、薛明玲、薛富井 

監 事：王秀枝、林嬋娟、馬嘉應、陳錦烽、盧聯生 

其他 

會務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一至十屆理監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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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 

理事長：馬君梅 秘書長：蘇裕惠 

理 事：王美蘭、沈大白、周志誠、李建然、吳清在、吳國風、林美花、馬秀如、許崇源、 

郭藤吉、詹乾隆、蔡彥卿、薛明玲、薛富井 

監 事：王秀枝、林秀玉、馬嘉應、賴森本、盧聯生 

第七屆 

理事長：薛富井 秘書長：王蘭芬 

理 事：王秀枝、王美蘭、沈大白、周志誠、李建然、吳淑幸、林美花、馬君梅、陳育成、 

郭藤吉、詹乾隆、蔡彥卿、薛明玲、蘇裕惠 

監 事：張仲岳、張瑞當、黃瓊慧、蔡阿媚、盧聯生 

第八屆 

理事長：薛富井 秘書長：王蘭芬 

理 事：王秀枝、王美蘭、周志誠、李書行、吳淑幸、林美花、馬君梅、陳育成、陳樹、 

郭藤吉、詹乾隆、蔡彥卿、薛明玲、蘇裕惠 

監 事：沈大白、林秀玉、張仲岳、黃瓊慧、盧聯生 

第九屆 

理事長：周玲臺 秘書長：林良楓 

理 事：李書行、李建然、吳清在、金成隆、林美花、馬君梅、張仲岳、陳育成、曾惠瑾、 

詹乾隆、劉政淮、薛富井、蘇瓜藤、蘇裕惠 

監 事：沈大白、林世銘、張寶光、黃瓊慧、盧聯生 

第十屆 

理事長：周玲臺 秘書長：林良楓 

理 事：吳清在、金成隆、林美花、馬秀如、張仲岳、曾惠瑾、陳育成、詹乾隆、劉政淮、 

劉啟群、蘇瓜藤、蘇裕惠、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監 事：林世銘、張寶光、黃瓊慧、盧聯生、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一至十屆理監事名單（續） 

其他 

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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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A 2015 行事曆 

11 月 12 月 

11 月 

11 月 

11 月中 

  

11 月中 

第 11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 

104 年第 2 次編輯會議 

邀請五校推派博士生出席 2016 KAA 博

士生論壇（未定） 

邀請各校推派博士生出席 2016 AAA 博

士生論壇（甄選一位） 

12/2-4 

  

12 月中 

12/31 

TAA 年會－與成功大學會計系、國際會

計教育與研究學會合辦 

提供 AAA 出席博士生論壇名單 

《中華會計學刊》11 卷 2 期出刊 

TAA 2016 行事曆 

1 月 2 月 

1 月中 第 11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 2 月底 第 11 屆第 2 期會訊出刊 

3 月 4 月 

3 月中 

3 月 

發送會費繳納提醒給會員 

2016 TAA 年會徵稿宣傳 

4 月中 第 11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 

5 月 6 月 

 5 月 2016 KAA 博士生論壇（未定） 6 月初 

6 月中 

6 月中 

6 月底 

6 月底 

105 年第 1 次編輯會議 

2016 AAA 博士生論壇 

2016 KAA 年會 

第 11 屆第 3 期會訊出刊 

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7 月 8 月 

7 月初 

7 月中 

7/31 

邀請 JAA/KAA 出席 TAA 年會 

第 11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 

《中華會計學刊》12 卷 1 期出刊 

8/6-10 AAA 2016 Annual Meeting 

9 月 10 月 

9 月初 2016 JAA 年會 10 月中 

10 月底 

第 11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 

第 11 屆第 4 期會訊出刊 

11 月 12 月 

11 月初 105 年第 2 次編輯會議 12 月 

12/31 

TAA 年會－與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合辦 

《中華會計學刊》12 卷 2 期出刊 

其他 

會務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2016 年行事曆 



會訊紀要 
  理事長的話 

【會務報導】 

  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名單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紀要 

  第九屆至第十屆工作報告 

 【研討會紀實】 

  CSR 報告書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2015 JAA 年會紀實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2015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Program 

 【其他會務】 

  第一屆至第十屆理監事會名單 

  2016 年會務行事曆 

發行日期： 2015 年 10 月 地     址：台北市羅斯褔路四段 1 號 

發 行 人：李書行 理事長 電     話：(02)2365-7718 

總 編 輯：許文馨 秘書長 傳     真：(02)3366-9766 

執行編輯：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會訊編輯小組 

E-mail ： taa.org.tw@gmail.com 

網  址： www.taiwanaa.org.tw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第十一屆 

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