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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先進們 您好： 

        「2017 會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已於上月初順利

落幕了，感謝文化大學會計學系、各贊助單位及許多人之協

力合作，也感謝各界對此會計界年度交流活動之支持與踴躍

參與。時序推移，學會 2017 下半年度之學會會務也告一段

落。在學術研究之部分，《中華會計學刊》經過歷代主編之

努力，正式於 2017 年收錄為 TSSCI 期刊，期望學刊可以繼

續穩定成長，為會計界提供良好的研究心得分享園地；在國

際交流之方面，學會已於九月份之日本會計年會完成兩篇品質優良之論文發表，並也已

完成參與 2018 AAA 博士生論壇代表博士生之甄選。今年學會也將推薦兩名博士生參與

此國際論壇，期許未來能繼續為會計學者們拓展更多國際交流機會。 

          此外，學會 2018 年上半年度將著重於「會計教育創新專案」之研究推動，此專案

由資誠教育基金會發起並贊助，學會主導進行。在此半年期的初階專案計畫期間，將透

過會計教育之文獻整理、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問卷調查等方式，針對台灣會計高教體系教

育與實務工作間存在之落差，做一通盤性之了解並提出改革的可能方向。會計教育應著

重初入職場的銜接與成功，或該強調厚植學生之長期職涯需求? 對於學生的會計專業能

力之外，是否有需要調整學校對於學生管理能力和溝通能力等基本能力培養之比重? 感

謝專案成員台北大學薛富井教授、成功大學王澤世教授、政治大學戚務君教授、東吳大

學蘇裕惠教授對此計畫之共同推動與貢獻，也非常感謝專案研究過程中，各實務界、企

業界與學術同仁對於此研究計畫之寶貴意見分享。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會員與先進們對本會之一路支持。 盼您能繼續給予學會關注

與鼓勵，讓學會之資源更能被充分發揮，帶給會計界更多收穫。  

理事長的話 

敬上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30 日 

李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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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表達對終身貢獻會計教育且成就傑

出的資深學者之敬意，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特

設置「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獎項。經過會

員提名、評選小組評選、理監事會議通過等

三階段作業，學會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

獎人為政治大學鄭丁旺前校長。 

政治大學鄭丁旺校長為臺灣第一位留

美會計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特

聘講座教授、李先庚會計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並為中華會計教育學會與中華無形資產

鑑價研究發展協會之創會理事長，在我國會

計學術、教育、實務及制度面均為開創者，

帶頭制定本國財務會計準則與公報，推動創

立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對我國會

計資訊水準的提升及資本市場的健全發展，

貢獻至大。 

為讓廣大後進能更加了解鄭校長數十

餘載持續不斷之貢獻，學會邀請鄭校長接受

學會訪問。在訪問中鄭校長除了分享其建立

與推動台灣會計準則、創辦《會計評論》、

《會計研究月刊》、創立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以及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學會的心路

歷程外，也對會計界未來發展分享了許多寶

貴的意見與期許。鄭校長除了豐富的學經歷

外，更有著照顧後進不遺餘力之關懷慈愛之

心，期許藉由鄭校長這樣的典範楷模，能激

研討會 

紀實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鄭丁旺校長賢伉儷於 2017 會計理論與實務

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接受學會頒獎 

鄭丁旺校長為 2017 TAA 年會帶來精采的 

開幕式演說 

發更多學者與學子投身於會計教育與學習

之路之熱忱。 

( ※ 鄭 丁 旺 校 長 完 整 訪 談 影 片 ：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6t9NhgbZjSc，如

需影片檔案，歡迎來信向學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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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研討會 

紀實 

 會即移歸基金會，賡續制定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鄭校長自民國 73 年 4 月 14 日

至民國 85 年 6 月 17 日擔任財務會計準

則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共發布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 26 號，為我國財務會計資訊

與先進國家接軌奠定紮實基礎。 

5.  民國 74 年 10 月 1 日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開始發行會計研究月刊，鄭校長擔任社

長兼總編輯，為我國最具權威會計實務期

刊之肇始，並於 75 年 7 月 1 日接辦該月

刊，擔任發行人，使月刊得延續不墜。 

6. 鄭校長創刊<會計評論>期刊，對我國會

計學術研究之發展貢獻至大。 

7. 在會計教育方面，鄭校長亦開啟一個新紀

元，引進西方會計理論，積極提倡會計研

究，著書立說，帶動我國會計教育的蓬勃

發展，其所著中級會計學，引進最新會計

理論，已成會計經典之作。 

8. 1895 鄭校長並首創我國第一個經教育部

核准之會計系博士班，培育我國會計博士

人才，充實公私立大學會計師資。 

9. 鄭校長於 1998 年獲選為美國會計學會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之

傑出國際講座 (Distinguished Interna-

tional Lecturer)。該學會每年從美、加以

外之國家只選取一名傑出講座，邀請至

美、加兩國八所大學巡迴演講。 

鄭丁旺校長特殊貢獻： 

1.   鄭校長於民國 63 年 6 月獲美國密蘇里

大學會計學博士學位，為第一位回台灣

的留美會計學博士。 

2.   鄭校長於 71 年 4 月 1 日聯合中華民國

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省、台北

市、高雄市等四會計師公會成立我國財

務會計委員會並擔任主任委員，開始制

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範我國上

市、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編製，達成財務

資訊透明化之目標，為我國資本市場發

展之關鍵，曾榮獲財政部長頒獎。會計

師公會財務會計委員在會計研究發展

基金會成立之前，自 71 年 4 月 1 日至

73 年 4 月 1 日已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五號，開啟我國制定現代財務會計準

則之先河。 

3.   民國 72 年 11 月 21 日，財政部決定仿

照美國財務會計基金會，成立會計研究

發展基金會，推舉籌備小組，由宋作楠

先生擔任召集人，鄭校長為九人小組成

員之一。 

4.   民國 73 年 4 月 14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成立，鄭校長擔

任常務董事兼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主

任委員，原會計師公會之財務會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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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鄭校長於民國 74 年至 80 年擔任政治

大學商學院院長；於民國 81 年至 83 年

擔任政治大學教務長；於民國 83 年至

89 年擔任政治大學第一任民選校長。任

內積極建置典章制度，落實校園民主及

學術自由，順利帶領政大從威權體制過

渡到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鄭校長積極

促進國際學術交流，與各國知名大學締

結姐妹校及交換教授與學生，召開國際

大學校長會議，成效卓著。 

11. 為積極推展提昇我國會計學術發展，促

進會計社群的知識創建與知識分享，鄭

校長首創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民國 84 

年至 88 年擔任該會創會之第一、二屆理

事長，奠定良好基礎，不斷擴充學會的功

能，每年度均固定舉辦的會計理論與實

務學術研討會，是國內目前規模最大、最

重要的會計學術研討會，除增加會計學

者研究交流之機會外，對提升會計教育

及實務領域均有重大助益。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與美國、日本及韓國會計學會均

有積極互動及交流，大幅提升我國會計

學術的國際能見度。 

研討會 

紀實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續) 

12. 鑒於國際會計準則日趨採用公允價值會

計，需要大量合格之評價人才，以及嚴謹

之職業道德，鄭教授邀同產官學界發起創

立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並擔任

第一、二屆理事長，積極培育企業評價人

才，並訂定嚴謹之職業道德規範，為我國

評價專業奠基。 

13. 我國於 2010 年政策決定全面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以因應全球化時代之來

臨，當時金管會主委陳冲率同副主委親自

登門拜訪，敦請鄭教授出任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翻譯初審及覆審委員會總召集人，負

責審定中文本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於

2012 年完成，獲國際會計準則理事會認

可。我國於 2013 年 1 月 1 日正式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全面與國際接

軌，大幅提升我國會計水準之國際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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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7 JAA 年會紀實 

        第 76 屆日本會計學會（JAA）年會於 9 

月 22-24 日在 Hiroshima University, Hi-

gashi-Senda Campus 舉辦。此次共有 6 位

台灣會計學會（TAA）代表及 6 位韓國會計

學會（KAA）代表出席參加研討會。台灣學

者代表為臺灣大學李書行教授(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理事長)、臺北大學薛富井教授、臺北

商業大學陳玉麟教授、文化大學李慕萱教

授、中央大學顏如君助理教授及筆者。歡迎

會於 9 月 22 日晚上舉行，席中各學會代表

互相認識並分享討論研究興趣及心得。李書

行理事長在代表致詞時，特別強調各國保持

良好積極交流的重要性及分享未來加強互

動的想法規劃。 

       JAA 年會中的國際場次安排於 9 月 23

日，各國皆由 2 位代表發表論文、進行學術

討論。JAA 代表為 Professor Katsuhiko 

Kokubu from the Kobe University 及 Dr. 

Junjian Gu from the Nagoya University. 

2017 JAA (Jap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日    期： 2017 年 9 月 22-24 日 

地    點：廣島大學 (廣島縣廣島市) 

(本紀實由政治大學會計系張祐慈教授提供) 

歡迎會現場 

KAA 理事長 Prof. Yang, Dong-Hoon (左)、JAA 理事

長 Prof. SAKURAI Hisakatsu (中)以及 TAA 李書行理

事長交換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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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Kokubu 的論文從國際觀點探

討 環 境 管 理 控 制 系 統。共 同 作 者 中 的

Professor Thomas Guenther from Tech-

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亦在現場參

與討論與分享。Dr. Gu 則分享了近年日本

熱烈討論的國際會計準則 (IFRS) 的推動現

況，並討論企業優先自願採用及其會計品質

的關係。KAA 代表為 Professor Suil Pae 

from the Sungyunkwan University 及

Professor  Yeonhee  Park  from  the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Professor 

Pae 的論文探討經理人對其本身職業發展

的關注 (career concerns) 會影響其投資決

策及財報品質。Professor Park 的論文則探

討審計人員的任期、客戶大小、及審計品質

的關係。任期的長短雖影響審計人員的獨立

性(降低審計品質)但亦可增加其對客戶的

2017 JAA 年會紀實（續） 
研討會 

紀實 

了解程度(加強審計品質)。其研究發現，當客

戶越大(複雜度越高)，審計品質的轉變(降低)

則遞延。TAA 代表則為筆者及顏如君老師。

顏老師的論文探討公司使用社交媒體(如

Twitter) 為資訊平台及市場對營收公告的反

應。筆者則是報告會計師如何藉由審計計畫

書 中 的 文 字 述 說 做 形 象 管 理。評 論 人

Professor Kenichi Yazawa from the Ao-

yama Gakuin University 給予許多建設性

的提議幫助我提昇論文品質。研討會席間除

了 KAA 及 TAA 的教授外，由各地來的日本

學者亦相當踴躍地參與會場的討論，展現各

國會計學者間的學術互動與交流。 

        此次參與 JAA 會議除了讓我認識許多

韓國及日本的會計學者、對日本會計學界有

多一點瞭解，更確認了各國學會間學術交流

的重要性。期許未來有更多機會能與日韓及

亞洲各國學者互動。 

TAA、JAA、KAA 與會代表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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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7 JAA 年會紀實（續） 

JA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 

III  12:50- 13:55 

“Voluntary IFRS adoption and accounting 

quality: evidence from Japan”  
Presenter: Prof. Junjian Gu (Nagoya Univer-
sity)  
Discussant: Prof. Jong-Seo Choi (Pusan Na-
tional University) 

“Auditor Impression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Governmental Audit Proposals” 
Presenter: Prof. Yu-Tzu Ch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cussant: Prof. Kenichi Yazawa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Saturday, September 23  

JA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 

I  9:30-10:35 

“A Construct Validation Study on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esenter: Prof. Katsuhiko Kokubu (Kobe 
University) 
Discussant: Prof. Keisuke Oura 
(Ritsumeikan University) 

“Career Concern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
ty, and Efficiencies” 
Presenter: Prof. Suil Pae (Sungyunkwan 
University)  
Discussant: Prof. Ju-Chun Ye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A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 II  
10:45-11:50 
“Firms’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Market Reac-

tions to Earnings Announcements-
Evidence from Twitter” 
Presenter: Prof. Ju-Chun Ye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iscussant: Prof. Makoto Nakan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he Continuing Audit Period, Client Size, and 
Audit Quality Turning Point” 

 Presenter: Prof. Yeonhee Park (Kongju Na-
tional University) 
Discussant: Prof. Tomomi Takada (Kobe 
University) 
 

 

研討會後遊覽廣島附近人文自然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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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與中華會計

教育學會聯合舉辦之「2017 會計理論與實

務國際研討會暨亞洲會計學會聯合研討

會」，在各界之踴躍參與及支持下，已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順利落幕。除了 31 場學

術論文發表場次外，也感謝各大會計師事務

所帶來 9 場精彩的實務綜合座談會，讓各專

家學者、企業界與官方代表人員，有此機會

齊聚一堂，相互分享會計實務經驗與挑戰，

貫徹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實踐會計理論與

實務之間的連結，並探討會計和審計實的未

來發展。 

        學會很榮幸邀請到第一屆會計教育終

身成就獎得獎人鄭丁旺校長，以及 AAA 理

事長 Dr. David Burgstahler 擔任研討會開

幕式主講人。兩位主講人也分別對於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Where Do Academic Fi-

nancial Accounting Researches Go 以及

Challenges For Accounting Research 之

主題帶來了十分精彩的演講，為現場來賓帶

來許多收穫與反思。 

2017 TAA 年會紀實 
研討會 

紀實 

研討會開幕式 

文化大學國術系舞獅隊為研討會晚宴帶來 

熱烈開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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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JAA、KAA 三國國際論文交流場次 

研討會 

紀實 
2017 TAA 年會紀實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TAA 與會人員以及與會來賓大合照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主編 Prof. Suresh Radhakrishnan 

(右四), Prof. Jeong-Bon Kim(右三)擔任場次主持人 

        此次研討會也同時是學會首度聯合日

本會計學會(Japan Accounting Associa-

tion)、韓國會計學會(Kor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所舉辦之亞洲會計學會聯合

研討會，研討會除了加強對亞洲各國之徵

稿外，也與國際期刊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聯合徵

稿。研討會與會貴賓除了日、韓會計學會代

表人員外，並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尼、

美國、澳洲等多國學者蒞臨，國內外學者們

於兩天的會議議程中發表學術論文及參與

評論，期許透過各國學者間研究主題、研究

重心、研究環境背景之比較異同，可以激盪

出更多學術研究之火花，並且也期許透過

此開端，未來學會可以繼續開創更多與亞

洲會計界間之對話與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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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資訊 
《中華會計學刊》誠徵稿件 

各位先進 您好，  

          《中華會計學刊》(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自本會 2000 年發行創刊號至今已

走入第 18 年，在歷任總編輯及編輯委員之盡心貢獻下，建立起完整的編輯群與嚴謹的審

查機制，並持續為論文審查效率與出版論文品質嚴格把關。依據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於今年 11 月 27 日公布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

果，本刊於管理學門期刊中，評選為 TSSCI 核心期刊。在此，感謝各位前輩先進過去的支

持與愛護，以及對本刊品質的肯定，本人與編輯群將持續努力，提升本期刊對台灣會計理

論與實務的貢獻。在此也特別感謝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自 102 年起長期財務支援本

期刊，讓本期刊得以維持高品質並成長茁壯。  

            為提升稿件審理透明度及審稿效率，本刊已採用線上投審稿系統(http://www. 

ipress.tw/J0112)。本刊全年徵稿，中文或英文之稿件均非常歡迎。本刊收到稿件後會將於

三個月內回覆初審審稿意見，敬邀各位先進不吝賜稿。 

《中華會計學刊》 

  發行人       李書行 (台灣大學)   領域主編         王衍智 (台灣大學) 

  總編輯       廖珮真(台灣大學)           2017-2019      戚務君 (政治大學) 

  編輯助理    蔣春玫                             張文瀞 (彰化師大) 

  行政助理    陳怡穎                             許文馨 (台灣大學) 

                                          陳耀宗 (台灣大學) 

                                     楊朝旭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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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導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3. 時間與地點 

● 2 月 26 日(一) 台北場 (下午)：國際會議中心 3 樓大會堂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一號) 

● 2 月 27 日(二)新竹場(下午)：喜來登大飯店 3 樓宴會廳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265) 

● 3 月 5 日(一) 高雄場(下午)：漢來大飯店 9 樓龍鳳廳 (掏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 號) 

● 3 月 9 日(五)台中場(下午)：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廳 (台中市臺灣大道二段 666 號) 

4. 活動議程 

5. 研討會網址： http://www.tpex.org.tw 

6. 報名方式： 2018/2/23 (五)前將填寫報名表並寄至 kea@ardf.org.tw 

其他 

活動 
推動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研討會 

(TAA 代宣傳)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30-14:00 來賓報到  

14:00-14:05 主辦單位致詞 主辦單位代表 

14:05-14:45 行政函令宣導 

1. 會計審計面 

2. 證券發行面 

主管機關代表 

14:45-15:05 審計準則公報第 65 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 

1. 重點介紹 

2. 新舊公報重大差異 

2/26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美燕會計師 

2/27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智政會計師 

3/5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琇宜會計師 

3/9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琬茹會計師 

15:05-15:20 休息時間  

15:20-16:40 IFRS 16「租賃」公報 

1. IFRS 16 重點介紹及導入 IFRS 

16 之食物因應建議 (盤點租

約、辦認租賃、影響評估、內

部控制或系統調整) 

2. IFRS 16 導入計畫參考範例說

明 

2/26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美燕會計師 

2/27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智政會計師 

3/5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琇宜會計師 

3/9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琬茹會計師 

16:40-16:5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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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紀要 
  理事長的話 

【會務報導】 

  第一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研討會紀實】 

   2017 JAA 年會紀實 

   2017 TAA 年會 紀實 

【其他活動】 

  「推動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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