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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大家好：

非常感謝學會所有會員及理監事的支持，
給我這個機會為學會服務，為台灣的會計教
育、學術及實務界盡一份心力。
首先向各位報告學會的近況。由本人帶隊參
加 9 月 7 日至 9 日在日本神戶學院大學主辦之 日本會計學會(JAA)年會，參加成員包括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臺灣大學會計系系主任，劉順仁教授，以及兩
位報告論文的老師，政治大學會計系，陳宇紳教授與臺北大學會計學系，陳漢鍾教授。兩
位老師不論是報告或評論論文，皆備受與會者肯定，本期會訊中亦邀請兩位老師撰文分

享參與本次研討會的感想。在 JAA 的理事長 Yoshihiro Tokuga 教授的用心安排下，研
討會的進行順利且圓滿，同時預告明年的 JAA 舉辦地點將移到北海道舉辦。會議進行過
程中，劉順仁主任也代表主辦單位，熱情邀請韓國會計學會(KAA)與 JAA 派代表出席，
今年 12 月初在台北舉辦的 TAA 年會暨研討會。
接著是學會的年度盛會，2019 TAA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即將於 12 月 5 日至 6 日
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辦。感謝共同主辦單位，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在劉順仁主任帶領下，費
心協助，規劃與安排。參照歷年的規劃，會議中也會特別安排國際與會者研討單元，即
JAA-KAA-TAA 三方之交流。精彩可期，提醒尚未報名參加的會員們，請儘早完成報名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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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舉辦年會之前，由學會與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共同籌辦，首次在美國本土以外舉辦
之全球會計學會論壇 (Global Accounting Gathering)，亦將在晶華酒店展開為期兩
天的會議。除感謝本會前任理事長，李書行教授積極爭取，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尤其
是劉順仁主任大力支持與協助，規劃安排本會議。
日前接獲美國會計學會(AAA)通知，今年提供本會選派一位博士生的名額赴美國
參加 2020 年 AAA Doctoral Consortium，已將此訊息轉達設有博士班的系所，期盼
各校的師長們能轉達此訊息並鼓勵就讀於博士班的同學踴躍爭取，參與此項難得的活
動。
確定接任第 13 屆 TAA 理事長後本人即積極著手辦理兩件事，組成服務團隊與拜
會相關單位。感謝臺北大學葉淑玲博士，同意接任本會秘書長，以及台灣大學會計系
林嬋娟教授同意接任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還有劉順仁主任，以及台灣大學
會計系廖珮真教授分別同意續任，會計教育委員會及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上
安排待理監事會同意後聘任。有關會計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及各個委員會成員，
仍在積極邀請中。除組成團隊外，期間亦積極拜訪實務界先進，交換意見。
學會的成長與茁壯，以及台灣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發展皆有賴大家熱情的參與和支
持。祝福大家都有一個收穫豐盛的 2019 年，同時期待更璀璨的 2020 年。

敬祝

平安如意

薛敏正 敬上
October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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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報導

第十三屆會員代表名單
（依會員編號依序排列）

一、北區代表：（應選四十五名）
馬君梅、薛富井、周玲臺、范宏書、顏信輝、戚務君、陳專塗、吳燕瑛、謝永明、
劉克宜、盧聯生、王蘭芬、李書行、周志誠、薛敏正、林世銘、蘇裕惠、莊昆明、
簡雪芳、姜家訓、鄭桂蕙、詹乾隆、汪瑞芝、陳叡智、陳慕賢、林瑞青、許文馨、
李淑華、黃美祝、徐俊賢、謝碧峰、林孝倫、林建邦、林寬政、王全三、吳幸蓁、
郭振雄、廖珮真、葛俊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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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北市會計師公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二、中區代表：（應選十名）
劉俊儒、蘇迺惠、陳美嬪、尤隨樺、劉若蘭、紀信義、翁慈青、陳家煇、李桓伊、
靜宜大學會計系

三、南區代表：（應選六名）
吳清在、吳淑幸、余文彬、黃華瑋、謝佳純、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

總計六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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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理監事會成員名單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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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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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葉淑玲

常 務 理 事
蘇裕惠

劉嘉雯

戚務君

理

黃華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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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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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

李書行

朱炫璉

詹乾隆

許文馨

周玲臺

李佳玲

常 務 監 事
盧聯生

監
顏信輝

事

詹凌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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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省

社團法人高雄市

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公會

會務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報導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暨第十三屆理監事選舉」於 108 年 7 月

一、主席致詞

25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假國立臺灣

二、理監事聯席會議工作報告

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國學講堂(B)召開。
●

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7/03/15)

本次會議除進行 107 年度至 108 年度

●

上半年會務報告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十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7/07/30)

各委員會及秘書組等工作事項報告) 外；
●

亦審核通過 107 年度決算報告及 108 年度

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06/04)

預算報告。
●

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07/10)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會計教育委員會
●

協辦 2018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 (107/05/25)

●

辦理第二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奬

●

協辦 2019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一)

會 (1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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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報導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二) 學術研究委員會
●

●

(10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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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與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107/03)
●

參與 2018 KAA 年會

(107/08)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四卷第一期出刊
●

(107/07)

參與 2018 JAA 年會
(107/09/04-06)

●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四卷第二期出刊
●

(107/12)
●

●

(107/12/06-07)

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

●

推選臺灣大學博士班華浤安博士生

評 比 暨 核 心 期 刊 收 錄」申 請 作 業

及政治大學博士班林雀華博士生代

(108/03)

表本會出席 2019 AAA Doctoral

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臺灣學術資

Consortium (108/06/19-23)

源影響力-知識影響力獎：管理學學

●

門期刊第三名」 (108/03/29)

參與 2019 KAA 年會
(108/06/20-23)

(四) 會計實務委員會

(三) 學術交流委員會
●

參與 2018 TAA 年會國際交流場次

●

推選臺北大學博士班葉淑玲博士生

支援「會計教育創新專案」問卷調
查 集 焦 點 團 體 座 談 會 進 行

及成功大學博士班朱雅菁博士生代

(107/01)

表本會出席 2018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107/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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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報導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四、秘書組工作報告
●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協助召開第十二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107 年度決算報告提請通過案。

(107/03/15、107/07/30、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決算報告，並

108/06/ 04、108/07/10)
●

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體司籌備處備查。

(107/07/30)

二、108 年度預算報告提請追認案。

●

出版第十二屆第二期會訊 (107/01)

●

出版第十二屆第三期會訊 (107/07)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預算報告，並

●

協助辦理第十三屆會員代表選舉

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

(108/06)

體司籌備處備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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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期共新增四位永久會員及十五位個
人會員。

第十三屆會員代表合影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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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要

報導

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議暨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於 108 年

一、本會吳安妮理事及吳清在監事婉拒擔

7 月 31 日（三）中午 12 時，假台灣大學

任本屆理監事，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

管理學院壹號館 702 會議室召開，並進行

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人民團體理/監事

會議報告及議題討論。

出缺時，應以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
決議：經出席理監事同意由候補理事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李佳玲理事及候補監事社團法人高雄
市會計師公會進行遞補。

一、報告學會 106 年度 1 月至 6 月之資

二、第十三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
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

案：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

算表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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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理事長選舉案：
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規定，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第十三屆理事長。

第十三屆理監事合影

新舊任理事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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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紀實

( Information )
2019 年於 6 月 19 日開始 AAA Doc-

時間： 2019 年 6 月 19-23 日

toral Consortium，來自美國各大校與世界

地點：美國德州 Deloitte University

各地的博士生候選人們一同在美國 Deloitte
(本紀實由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生林雀華提供)

University- Westkake Texas 相互交流與學
習。
本次由 AAA 主席 Marc Rubin 揭開序幕，
且由會計各領域的國際頂尖學者們帶領我
們一同分享研究生涯的經驗。本紀實係各演
講議題、專題分享、小組討論與各校同學交
流之經驗分享。

一、精彩研究議題與專題演講分享
本次會議由多位學者以正式演講方式，
生動不失專業的傳達著目前會計研究上的

AAA 與會者合影

剖析，且亦分享自己從博士生生涯到現在的
經歷過程，來鼓勵在場的博士生們，對於研

『The winner is ~ Group 10 !』
在 Deloitte University 的最後一晚，在
AAA 及 Deloittle 的人公正公平投票制度

下，Prof. Paul Madsen 與 Prof. Stephen
Stubben 帶領 Group 10 團員與我贏得當晚

讀中與即將踏入研究與教學學術界的博士
生們是既豐富又不可多得的經驗。

(一) Professor Paul Madsen - Innovative Research
Prof. Madsen 的演講主題 Innovative

最佳表現獎……

Research 亮眼、直接且吸引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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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續)

紀實

(二) Professor Tina Carpenter - Au-

Prof. Madsen 是位在會計研究上有著獨特
見解的學者。他的演講分享主要為研究興

研討會

diting Research - My Perspective

趣、研究議題生成、研究見解、與過往經歷

Prof. Carpenter 是 位 會 計 研 究 上 的

內容。Prof. Madsen 對於會計上的研究，係

Wonder Woman，讓我 印 象深 刻。Prof.

因興趣而產生熱誠，所以在研究議題上總可

Carpenter 的分享主題是關於未來審計研

以發現對於會計領域的重要貢獻。

究的洞悉。她感人且生動的從自己由業界轉

他對於會計研究過程與眾不同，樂於分
享並且給予建議，例如關於他如何生成研究

入博士班時的經歷講起，讓在場的大家皆觸
動研究的心。

議題、使用有別傳統資料庫的運用及如何讓

老師分享自己一路以來的經歷，並且感

自己在研究上找到方向。
Prof. Madsen 透過

激遇到許多提拔她的教授們，鼓勵著她向前

演講分享他在研究生涯路上的經歷，如何找

走。在審計研究上面，Prof. Carpenter 是屬

到研究題目的興趣，他沒有給大家絕對的答

於實驗的研究方法。
透過 2010 年至 2018 年

案及定位，而是給在場的同學自行判斷的絕

對於四個頂尖期刊中的審計研究剖析，她分

大空間。

享著審計實驗研究法在不同期刊上的發表

透過演講，我學習到學術研究沒有絕

篇數與重要性，並且也透過自己與學生在研

對，一切都是需要自己的判斷與想法。透過

究上遇到的困難及發表時遇到的難處經驗

自己的判斷下，讓自己找到自己對於研究議

和大家分享。

題的好奇心、不要害怕自己做的事情與眾不

透 過 這 些 困 難 的 經 驗 下，Prof. Car-

同，更不要害怕挑戰別人說的風險高的研究

penter 用堅定眼神和聲音告訴大家，『即使

議題，因為這些都會是養分，讓你可以持續

再困難永不放棄』。在場的博士生們，大家

在研究上保持不變的初心與努力。

感同身受且受到很大的激勵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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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2019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續)

演講過後，博士生們也紛紛走向前謝謝

讓在場的大家都更近一步此研究主題與相

老師的鼓勵，她的故事與鼓勵讓大家有著努

關內容，老師如此仔細的分享自己研究內容

力下的研究動力。Prof. Carpenter 的分享，

與主題實屬難得，對於學生們都是一大所

不僅給予未來或將踏入學術界的博士生們

獲。

審計研究發表上的未來可塑性，更給予學生

(四) 更多優秀學者

們心靈上一大動力。

還有其他頂尖學者們分別透過演講和

( 三 ) Professor Robert Bushman Transparency & Governance

講座來為學生們分享與解答。在場氣氛分享
與交流濃厚，讓每個學生都是一個難忘的經

在自己的網站上有個中字『氣』，是我對

驗，且帶回了許多鼓勵和支持。

Prof. Bushman 的深刻印象。Prof. Bush-

man 是位頂尖且資深的學者，也是各大頂尖

二、小分組討論、交流到合作

期刊常客。因此，這次老師分享他於研究上

我是 Group 10，主要由三位老師帶領，

專業主題-Transparency and Governance

Prof. Paul Madsen, Prof. Jeffrey Hales

的機構環境與公司透明度的重要性、資訊環

and

境與研究資料如何應用於學術研究上、透過

Madsen 是主要帶領我們小組的老師，並且

公司透明度與公司治理上的整體架構、與他

一起發想最後一天的比賽與表演。每天都會

對此主題相關研究發表與其未來見解的分

透過小組方式交流，大家更能親近彼此，且

享。

不吝於分享對於彼此研究主題上面的想法，
Prof. Bushman 在演講中也分享自己的

Linda

Myers。其 中，Prof.

給予最大支持與鼓勵。

主題與研究過程的重要性，更是難得透過本
次機會，提供這麼細微的分享。

Prof.

Group 10 的大家大部分是以管理會計
實驗研究方法或實證研究方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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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續)

研討會
紀實

因此對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都能給予直接

透過這樣的交流，我瞭解到許多不同學校的

且重要的回饋。

學習方法與研究模式。分享與溝通是這場論

本次的小分組都是以接下來的學術就

壇中很重要的學習，如何有效且直接的傳達

業市場導向為主的方式進行討論，所以三位

自己的研究領域給交流的同學，彼此分享著

指導老師與同學們透過交流與報告給予最

相關知識，都是這場論壇上很大的收穫之

重要且直接的幫助。希望每位學生在即將到

一。學術界是個非常好的橋樑，可以貫穿研

來亦或是未來的研究工作上可以有更好更

究運用於實務上，可以是我們的重大貢獻。

多的發會。雖然只是短暫的相處，我們彼此

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給予我這次珍貴又

還是有好的默契與團隊合作。此外，更在

值得的機會，讓我前往美國與世界不同的學

Prof. Madsen 帶領下，
大家齊心一同拿到了

者們及同學們一起學習，這會是我研究生涯

第一名的榮耀。

中最深刻的回憶及學習，我也會把這份深刻
分享給大家並且延續它於我的研究中。

三、世界各校同學交流
在演講與討論會中，有著很多機會認識
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們。主要有美國各大
校、歐洲、台灣、香港及韓國等各國各校學
生，大家帶著自己不同的會計專業研究領域
下，與大家溝通和學習。
Group 10 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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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9 KAA 年會紀實

紀實
( Information )
時間： 2019 年 6 月 20-23 日

6 月 21 日 KAA 年會中特別安排六場國際

地點：韓國 Paradise hotel BUSAN

場次，分別由 KAA、JAA 與 TAA 的參訪代表

(本紀實由中正大學會計資訊系曹嘉玲副敎授提供)

發表或評論論文及進行學術交流。當天上午

會場之主持人為 KAA 副會長 Professor
Jong-Seo Choi， 第 一 場 由 任 教 於 Inha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Jungmin Yoo 進
行論文發表，報告的論文為”The Dynamic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Strategies and
吳瑞萱教授及曹嘉玲副教授合影

個人很榮幸在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A)
的邀請下，一同參加了 2019 年韓國會計學
會(KAA)年會，此次研討會是在韓國慶州市
的 K-Hotel 舉行。由台灣 TAA 理事長李書
行教授帶領其他 3 位台灣學者代表參與盛
會，分別為國立台北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陳
玉麟教授(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學術交流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會計學群
吳瑞萱教授以及本人，
日本會計學會(JAA)亦
有 5 位代表與會。 首先於 6 月 20 日晚上由
韓國 KAA 會長 Professor Seong-Pyo Cho
主持歡迎會，並由三國學者進行學術和文化
交流。

Competitive Product Market Environment with the Impact of IFRS Adop-

tion”，該文之研究議題如下: (1)探討自從
Korea 在 2011 年全面採用 IFRS 後，如何影
響企業自願揭露資訊的供需；(2) 探討自從
Korea 在 2011 年全面採用 IFRS 後，如何改
變企業經理人自願揭露的動機；(3) 探討自
從 Korea 在 2011 年全面採用 IFRS 後，
企業
經理人如何回應產品市場自願揭露行為的

改變。
其實證結果發現: (1)當企業採用 IFRS 後，
產業集中度較高的公司較傾向揭露自願性
盈餘預測； (2) 當企業採用 IFRS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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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KAA 年會紀實(續)

研討會
紀實

在產品市場上非以產品價格競爭的公司較

並提到經理人獎酬和企業的股利發放間可

不傾向揭露自願性盈餘預測。評論人為任教

能之內生關係，以及實際的樣本可能大於該

於 Kobe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Keishi

文所檢測的樣本。

Fujiyama，除了提出對於該文研究假說之修

第 三 場 由 任 教 於 Hitotsubashi Uni-

正建議，並建議加強對於以下論點之陳述:

versity 的 Professor Makoto Nakano 進

(1)為何研究範疇著重在自願性盈餘預測?

行論文發表，報告的論文為” Aggregate

(2)該文之研究貢獻；(3)私有資訊成本和盈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 and Economic

餘預測之關聯性…等。

Shock: International Evidence”，該文之研

第二場由任教於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會

究議題如下: (1)探討整體的會計資訊對於預

計學群的吳瑞萱教授進行論文發表，報告

測 GDP 之有用性；(2)探討該有用性是否在

的論文為” Payout Policy Decisions: The

經濟環境不確定之時期內更為顯著；(3)探

View of Compensation Structures”，旨

討該資訊之有用性是否對已開發和開發中

在探討不同的 CEO 獎酬制度間對企業的股

的國家有不同的差異。上述研究議題在實證

利發放政策之影響。其主要之實證結果發

結果獲得驗證。評 論人為任教於 Sejong

現: (1)持有較多股票選擇權的 CEO 其企業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Hee-Yeon Sun-

較傾向支付較少的股利，但較傾向增加股

woo，建議針對該文和先前文獻有不同統計

份回購；(2)持有較多內部負債的 CEO 其企

結果之變數再做檢測，因其研究樣本大部分

業較傾向支付較多的現金股利，其對於股

是由美國公司所組成，建議將美國公司刪除

份回購的影響較小。評 論 人 為 任 教 於

後再進行增額測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Bok Baik， 指出該文之學術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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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9 KAA 年會紀實(續)

下午會場之主持人仍為 KAA 副會長

評論人為任教於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Professor Jong-Seo Choi，第一場由本人

的 Professor Makoto Nakano，認為該文

進行 論 文 發 表 ，報 告 的 論 文 為 ”CEO’

花太多篇幅在討論外聘 CEO，應說明為何外

s Supply Chain Knowledge and Audit

聘 CEO 比內升 CEO 較好。

Pricing”，旨在探討企業更換之 CEO 其是否

第二場由任教於 Kobe University 的

具有供應鏈知識對於審計公費之影響。其實

Professor Keishi Fujiyama 進行論文發

證結果發現 CEO 先前服務的公司和剛就任

表，報告的論文為” Transitioning from a

之公司如果不具有供應鏈關係，相較於兩者

bank towards an equity financing sys-

間具有供應鏈關係者，其審計公費增加的幅

tem in Japan: The impact on income

度較小；並發現 CEO 先前服務的公司和剛

smoothing practices over 40 years”，

就任之公司如果不具有供應鏈關係，相較於

旨在探討由銀行融資轉為證卷融資是否降

兩者間具有供應鏈關係者，其審計公費增加

低企業進行盈餘平穩化的程度，其實證結

的幅度較小；發現 CEO 先前服務的公司和

果支持該文之預期。評論人為任教於 Inha

剛就任之公司如果不具有供應鏈關係，相較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Jungmin Yoo，

CEO 為內部拔升者，其審計公費增加的幅度

建議說明日本市場的特質如何影響 debt-to

較小。該文並顯示當克服慣性壓力和降低需

-equity ratio，以及重新檢測 adj-R²，確

求風險可減少供應鏈風險，從供應鏈外部聘

認是否有變數 over-fitted 的問題。

任 CEO 可降低企業風險。

KAA 研討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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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KAA 年會紀實(續)

研討會
紀實

第三場由任教於 Seoul National Uni-

KAA 的會員大會和晚宴在 K-Hotel 舉行 ，

versity 的 Professor Bok Baik 進行論文發

由 主 辦 單 位 KAA 現 任 會 長 Professor

表， 報告的論文為” Market Reactions to

Seong-Pyo Cho 致詞，並邀請即將上任的

Narrative R&D Disclosure in 10-K Fil-

新任會長 Professor Seok Woo (Tiger)

ings”，旨在探討投資人是否正確將 R&D 的

Jeong 致詞，接下來由 JAA 和 TAA 代表上

揭露資訊反應在股價。其實證結果發現: (1)

台致詞，李書行理事長 代表 TAA 上台發表

當年度 R&D 的揭露和下年度 R&D 的金額

演說，李理事長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

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2)投資人無法正

並邀請在座學者參與 2019 年「中華會計教

確的將 R&D 的揭露資訊反應在股價；(3)

育學會年會」，並獲得全體與會學者十分熱

年報對於 R&D 資訊的揭露程度和可讀性越

烈的支持。在晚宴進行期間，主辦單位 KAA

低，此股價未能及時反應的情況更為明顯。

下下任會長 Professor Tae-Young Paik 全

評論人為任教於元智大學管理學院會計學

程陪同 TAA 代表，足見主辦單位 KAA 對

群的吳瑞萱教授，建議該文檢測 R&D 金額

TAA 之重視。

相近但揭露程度不同之公司。且由於有些研
發計畫需具專業背景才得以瞭解，建議以產
業知識取代可讀性，進而對股價反應做更深
入的探討。

6 月 21 日研討會當日，除了由三個國
家的會計學者在論文發表會場上進行學術
互動外，理事長李書行教授亦參與了 KAA
的會員大會，以瞭解 KAA 現行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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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A 與會者合影

研討會
紀實

2019 KAA 年會紀實(續)

的工作崗位也不禁離情依依，但也奠下未來
TAA、KAA、和 JAA 持續進行學術交流的基
石。

此次與李書行理事長、陳玉麟副主任
委員、以及吳瑞萱教授一同參與 KAA 年會，
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歷，
見證到 TAA 在歷屆
所有幹部及與會學者的努力之下，受到 KAA
TAA 成員合影

和 JAA 的重視，並深刻感受到三方間的友好

6 月 22 日 在 KAA 副 會 長 Professor

關係。在與 KAA 和 JAA 與會代表的接觸當

Jong-Seo Choi 的帶領下，由三個國家的會

中，
多次提到來台灣參與 TAA 主辦之研討會

計學者進行文化交流，到訪 KAA 年會舉辦

的美好經驗，
顯現出 TAA 多年來的努力獲得

地點附近之名勝古蹟，包括名列世界遺產之

大家一致的認同。KAA 對於此次研討會的安

石窟庵和佛國寺、以及慶州市國立博物館，

排非常流暢，且接受發表的論文品質也很

並由專業人員陪同解說，讓 TAA 和 JAA 代

高，提供參與之會計學者極佳的學術和文化

表們對於韓國的歷史文化有初步的瞭解，讓

交流平台。最後，特別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

各國的會計學者除了學術的研討之外，也能

會給予本人此次的機會，讓本人發表的論文

有文化上的交流。當天晚上並由 KAA 舉辦

能收到諸多寶貴的修改建議，進而可提升該

歡送晚宴，邀請所有與會學者和家屬成員共

論文的品質。

同參與，經過三天的相處，與會的代表們互
動更為熱絡，對於會議結束後各將回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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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JAA 年會紀實

( Information )

研討會
紀實

歡迎晚宴於 9 月 7 日晚間於神戶波多比

時間： 2019 年 9 月 6-9 日

亞(Portopia)飯店舉行，宴席中各國會計學

地點：日本神戶學院大學港島區

會代表(JAA、TAA、KAA)互相致贈禮品並討

(本紀實由臺北大學會計學系陳漢鐘助理敎授提供)

論這次年會學術交流事宜，薛理事長與劉主
任也極力邀請 JAA 與 KAA 前來參與今年底
的 TAA。這次 JAA 年會的國際場次於 9 月 8
日舉行，日本、臺灣、韓國各有 2 位與會代
表報告研究論文，並進行評論與交流。JAA
代表為 Professor Toshiaki Wakabayashi
(Sophia University) 及 Professor Junjian

Gu (Tsukuba University)。
以下簡介國際場次中所發表的數篇文

JAA 與會者合影

章。JAA 代表之一的 Professor Gu 之研究
2019 年日本會計研究學會（JAA）第 78

(Attractive from A Distance? Evidence

屆年會於 9 月 6-9 日在 神戶學院大學港島

from Acquisition of Multi-Location Tar-

區舉辦。臺灣會計學會（TAA）共五位代表

gets)利用中國資料，分析跨省併購、併購規

出席參加這次的研討會：中華會計教育學

模與股價的關係。他發現當主併公司與被併

會理事長薛敏正教授、臺灣大學會計系系主

公司來自同一省份時，會產生所謂的「近親

任劉順仁教授、臺灣大學會計系林嬋娟教

繁殖」效應，加深代理問題而使得市場的反

授、政治大學會計系陳宇紳教授及臺北大學

應較為負面。此外，作者更進一步提出各種

會計系陳漢鐘助理教授。

衡量概念上「距離」(教育、人口、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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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9 JAA 年會紀實(續)

指標，且發現在跨省規模的案例中，距離越

協助投資人分辨經理人提供 non-GAAP 盈

短者，股價的反應越正面。整體而言，加深

餘的動機是出自投機性或是資訊性。
會議間，特別感謝 Professor Kitagawa

了我們對於「距離的經濟後果」這一支文獻

(Kobe University)的評論，指出另一種解釋

的理解。
同為 TAA 代表的政治大學陳宇紳老師

此實證結果的原因。來自日本銀行金融研究

則發表 Outside Directors’ Equity Incen-

所的 Professor Chikara Toyokura 也在會

tive and Strategic Alliance Decisions 一

後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並交流日本會計

文，該文檢視外部董事的權益薪酬與策略聯

準則演變的過程以及日本監理機關對於

盟決策的關聯性。實證結果指出當外部董事

non-GAAP 這種資訊的看法。種種討論都對

的權益薪酬所佔比率越高時，權益誘因將降

後續修改我的論文幫助很大。整體而言，在

低外部董事與股東間的代理問題，而誘發更

國際場次中，除了 JAA、TAA、KAA 的代表

多的策略聯盟活動，且該策略聯盟行為與未

外，也有來自日本各地的學者甚至許多實務

來公司價值關係更為明顯。若進一步將策略

界人士，大家皆很熱烈的提問交流，回饋建

聯盟活動細分為與製造、行銷、或研究後，

議給發表論文講者。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JAA 會議的國際場

則發現特別是行銷或研究相關的策略聯盟

次，藉由這個機會也認識了多位來自日本與

活動權益誘因更為明顯。
臺北大學陳漢鐘則是報告 The Infor-

韓國的學者，並交流了許多學術議題。其中

mation Quality of non-GAAP Disclo-

討論到運用本土資料發表至國際期刊的關

sures 一文，其研究討論 non-GAAP 盈餘的

鍵，以及非美國地區學者使用美國資料進行

質性揭露品質如何影響投資人對於 non-

研究可能遭遇的困難等。期待未來還有更多

GAAP 盈餘的解讀，以及質性揭露的好壞能

機會，能與亞洲區的學者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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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學刊》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論文
徵稿

期 刊 宗 旨
《中華會計學刊》（Taiwan Accounting Review）係「中華會計教育學會」（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之機關刊物，創刊於 1999 年，其宗旨在提供發表會計學術領域研究成果之
園地，以提升台灣之會計研究水準並促進學術與實務之交流，冀能發揮會計之決策管理與社
會服務功能，開創會計之多元價值。任何嚴謹或創意之會計相關理論、實證、個案、研究方
法等之學術論文，均為本學刊刊載之範疇，尤其歡迎針對台灣及大中華地區實際會計相關問
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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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接受英文或中文論文之投稿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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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之整體論文包括：封面頁、簡單摘要頁（中英文摘要，中文 250
~ 300 字、英文 130 ~ 160 字、中英文關鍵詞，以四個為限）、正文、
註釋、附錄及參考文獻；作者姓名及個人資訊僅能出現於封面頁，
其餘部分不得出現；如不符合稿約規範，將不予審查或刊登。

03

稿件之封面頁中英文資訊並陳：論文名稱、作者姓名、服務機構名稱
，並附上聯絡地址、電話、傳真及通訊作者之 E-mail。本篇所有列名
作者皆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並能擔負修改、校對及與審查者討論之
工作；所有列名作者均同意論文之內容及結論。投稿時須確認作者與
順序，業經本刊發出稿件接近刊登函後不得異動。

04

為提升文章易讀性，經接受發表之文章均須檢附1至3頁之長摘要
(Long Summary)，長摘要語言視文章正文而訂（中文正文，英文長摘
要；英文正文，中文長摘要），內容包括「研究議題」、「研究假說
」、「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含最後一段研究貢獻）。文章內
文設為12字級、單行間距。

05

文章引用之所有數據，其小數點後顯示之位數須統一。例外：若經四
捨五入後且統一位數後的數據無實質意義時，其小數點後之顯示可至
有意義的位數為止。

06

參考文獻須與正文引用相互對照。
英文文獻請遵循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th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文文獻之刊名、書名等正式出版品名稱應以粗體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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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中華會計學刊》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徵稿

中英文文獻例示如下
林世銘，2000，會計師稅務簽證與租稅逃漏，中華會計學刊，1卷（1期）：頁15-26。
DeAngelo, L. E. 1981a. “Auditor independence, ‘low ball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 (2): 113-127.
DeAngelo, L. E. 1981b.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 (3): 182-199.
Gordon, E., and L. Vincent. 2000. “A comparison of the equity valuation of property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ev, B. 1974.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A New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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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將至少由兩位專家學者匿名評審。

08

本刊恕不接受已發表或已投稿至其他國內外期刊之論文，亦不退回稿
件。來稿經本刊發表後，版權歸本學會所有。

09

來稿請提供 WORD 檔與 PDF 檔，以及自我檢核表電子檔乙份至投稿
信箱tarsubmission@gmail.com，並請劃撥投稿費（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當年有效會員免投稿費，非會員為新台幣2,000元）；待稿件接受後，
另需劃撥版面編排費（有效會員為新台幣4,000元，非會員為新台幣
5,000元），劃撥收據均寄至編輯處。

10

稿件發表後由本刊致贈《中華會計學刊》一本及抽印本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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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會計學刊》編輯處
主編：廖珮真 教授
電話：（02）3366-1127 編輯助理：蔣春玫
地址：116-99文山指南郵局第1-271號信箱
(2) 中華郵政劃撥資料
戶名：中華會計教育
學會帳號：1942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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