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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先進們 您好： 

時序推移，上半年度之學會會務也告一段落。在學術研究之部

分，第十二卷二期之《中華會計學刊》已完成編審出刊；在國

際交流之方面，學會已於六月份之韓國會計年會完成兩篇品質

優良之論文發表，並於八月份之 AAA 會計年會以及博士生論

壇進行交流並帶回寶貴之經驗。接下來會務活動將著重在以下

事項： 

1. 中華會計學刊 2016 年專刊暨論壇 

 此專題論壇將就「企業發展與社會責任報告」此一焦點議題，邀請到 KPMG 永續

 發展顧問公司黃正忠總經理、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 鄭村經理以及遠東新世紀鄭澄宇

 總經理三位貴賓，對於法規面、全球趨勢面、國內外實務面分享寶貴之知識與經

 驗。除此之外，學會也安排於會上發表六篇學術論文。此六篇精采之論文為經過國

 內外於相關領域專精之學者評審而來，而通過複審之論文也將收錄於預計今年底出

 刊之《中華會計學刊》專刊之之中，敬請期待。 

2. 2016 年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本年度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將於 12 月 1 日及 2 日於雲林科技大學舉行，並邀請到美國

 會計學會理事長 Bruce Behn 於年會上發表演講。本研討會將從理論與實務面向探討會計與

 審計之未來發展趨勢。歡迎各位會員共襄盛舉，與海內外知名學者與專家共同進行意見與

 知能交流。 

3. 2017 年 AAA 博士生論壇甄選作業 

 本期會訊收錄了十分詳盡之 2016 年 AAA 博士生論壇紀實，而學會也將 11 月進行

 明年度之 AAA 博士生論壇甄選作業，這將會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學習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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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會能繼續提供貢獻予會計界，將學會資源做最有效度的利用。  

理事長的話 

敬上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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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7

日， 假台灣大學行政大樓召開第十一屆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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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 1 月至 4 月之資產負

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算表等

報表。 

二、2016 年 KAA 年會將由將由薛富井

代表理事長、吳安妮主委、林軒竹老

師(論文發表)、蔡元棠博士(論文發

表)、陳宇紳老師(評論人)代表本會赴

韓國參與會議。會議時間預定於 6

月 16 日及 17 日舉行。 

三、2016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會議籌

辦進度報告。  

四、《中華會計學刊》相關事項報告。 

(一) 為提供讀者穩定可靠的期刊電子連結

服務，學會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簽訂【期刊 DOI 註冊代理授權

合約】。 

(二) 《中華會計學刊》將於今年九月及十

二月分別籌辦「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

責任報告」及「台灣本土特色之會計

研究」兩專刊暨論壇，歡迎各位先進

踴躍投稿。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提請審核一Ｏ四年度決算案及工作報

告。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二、提請討論本學年度各委員會之委員名單

及工作計畫。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三、提請討論一Ｏ五年度預算案。 

 決議：於會中所決議的獎項、會議、國

際學術交流研討會所需經費，需再加入

本年度預算。  

四、因原修正條文違反內政部通訊選舉之規

定，故再次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三章第

十五條文，並提請討論。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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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通過委員會組織辦法組織辦法。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

過。 

六、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將於今年度開始

舉辦，相關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基於鼓勵會計教育之原則，放

寬獲獎資格及降低提名門檻。此外為

了落實評選作業之周延性，修改審查

作業流程。 

七、申請加入本會之新會員，一般個人會

員五名、永久個人會員五名，共十名

新進會員，提請審核通過。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

過。 

八、提請討論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召開時間。 

 決議：為加深會員間之交流，本年度

會員代表大會將結合戶外活動，規劃

二日遊行程。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會務 

報導 

TAA 新進會員 

一般個人會員五名、永久個人會員五名，

共十名新進會員， 

一般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滝西敦子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葉尚明 永興業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王澤世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史雅男 銘傳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粘凱婷 銘傳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永久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吳淑鈴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劉心才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尤琳蕙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陳坤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高偉娟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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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

會」於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5 日(一)上

午九點三十分， 假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壹

號館 403 會議室召開。各位會員代表於

會中對會務提供諸多寶貴之建議，將為

學會未來展方向提供許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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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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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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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會務 

報導 

會員代表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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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系蔡元棠博士提供) 

以及評論者 10 分鐘的評論與建議，而最後保

留 15 分鐘的 Q&A 時間。 

今年代表 KAA 國際場的與會學者陣容非常

堅 強，多 是 由 韓 國 聲 譽 崇 隆 的 首 爾 大 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的學者負責報告、評論及主持的

工作。第一場次由陳宇紳教授負責評論首爾

大學教授 Woo-Jong Lee（與會者）及上海

財經大學教授 Jing Zhou（報告者）和另外兩

位學者合作的論文，題目為 Preference for 

Appearance over Substance and Corpo-

rate Investment ；林軒竹教授則於第二場

次發表文章，題目為 Leverage and Em-

ployee Compensation -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兩位教授的評論與發表

都非常精彩，我也從中學習到不少演講技巧。 

筆者於 17 日上午的國際場發表論文，講題為

Tunnel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Does tunneling only 

happen in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並由韓國學者進行評論並給予一些實用的

建議。在 Q&A 時，首爾大學的學者及吳安妮

教授亦提供不少寶貴的看法及建議，使我獲

益良多。       

研討會 

紀實 
2016 KAA 年會紀實 

中 華 會 計 教 育 學 會 近 年 來 與 Kor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KAA）及 Jap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JAA）保持良好

積極的交流。今年 KAA 按往例邀請 TAA 與

JAA 派代表參與其年會，筆者很榮幸能獲得

TAA 的邀請，與臺北大學的薛富井校長、政

治大學的吳安妮教授與陳宇紳教授以及成

功大學的林軒竹教授一同代表 TAA 出席此

一盛會。 

今年度 KAA 年會時間訂在 6 月 16 日及 17

日兩天。不同於TAA 年會每年均與臺灣各大

學會計學系合作，並於各大學校園內舉行，

KAA 年會則是由 KAA 獨立舉辦，而年會場

地多選在韓國有名的風景區內，如今年 KAA

擇定在 Goseong 的度假村內舉行。 

大會將六位學者的論文發表安排 16 日下午

和 17 日上午的的國際場，總共為三場次，每

場次約 1.5 小時，包括 20 分鐘的報告時間，

2016 KAA (Kor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日    期： 2016 年 6 月 15-17 日 

地    點：韓國 Gos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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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後，晚上是大會的歡迎晚宴。晚宴

規模非常盛大，主辦單位 KAA 邀請 TAA 及

JAA 代表上臺致詞。薛富井校長代表 TAA

理事長上臺發表 5 分鐘簡短而精彩的演說，

獲得與會者熱烈的迴響。        

本次 KAA 年會為筆者首次參與 TAA、KAA

及 JAA 三方的學術交流活動，並有幸能與薛

富井校長、吳安妮教授、陳宇紳教授及林軒

竹教授一同前往。四位老師都非常平易近

人，薛校長及吳教授對身為新進後輩的筆者

分享了不少待人處事的道理，陳教授及林教

授在會議期間對筆者更是多所關照。 

這次參與 KAA 年會是一次難得的經歷，不

論是場地選擇、議程規劃及參與學者，KAA

的安排都非常具有水準，也讓人對 KAA 的

組織能力及經費充裕留下深刻印象。 

2016 KAA 年會紀實 
研討會 

紀實 

TAA 與會者合影 

會後遊覽體驗韓國之自然與人文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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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16 KAA 年會紀實（續） 

Thursday, June 16 
 
13:30 pm – 14:30 pm 
 
 
 
 
 
 
 
 
 
14:40 pm – 15:40pm 
 
 
 
 
 
 
 
 
18:30 pm – 20:30pm 
 
Friday, June 17 
9:00 am – 10:30 am 
 
 
 
 
 
 
 
 
 
 
 
11:30 am – 12:30 pm  
12:30 pm –  

KA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 I 
 
1. “Downsizing, Impairment Recognition Timing, and Non-

Executive Employee Ownership: A Japanese Perspective 
  ”Prof. Keishi Fujiyama  
 Discussant: Prof. Woo-Jong Lee 
 
2.“Preference for Appearance over Substa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Prof. Jing Zhou  
      Discussant : Prof. Yu-Shen Chen 
 
1.  “Leverage and Employee Compensation -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Prof. Hsuan-Chu Lin 
      Discussant : Prof. Jae Yong Shin 
 
2.  “Analyst Cohesion and Forecast Errors  
       Prof. Bok Baik 
       Discussant : Prof. Keishi Fujiyama 
 
Conference Banquet 
 
KA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 II 
1. “Tunnel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Does tunneling only happen in related-party transac-
tions?” 

      Ph.D Yuan-Tang Tsai 
      Discussant : Prof. Young Jun Kim 
 
2. “ The Role of Expatriates in Managing MNC Subsidiary 

Companies: A Management Control Package Perspec-
tive” 

     Prof.Matsugi and Prof. Shima  
      Discussant : Prof. Dae-Hee Yoon 
 
Luncheon  
Half da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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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AAA 全美博士生聯誼會由台灣會計

學會(TAA)推薦兩位博士生同學參與，分

別是台灣大學吳元利與本人政治大學田耕

銘。本紀實針對三大部分說明：會議流程

說明、硬體設施體驗、內容精彩節錄。結

論在前：各位博士班同學們，記得一定一

定一定（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要爭

取明年參加的機會，此會議太值得了用力

爭取與參與了！ 

活動流程說明： 

本會議正式議程總共三天，從早上 8 點到

晚上 9 點，由授課、小組討論與座談會三

大類形式交錯進行。授課部分包括財務會

計、審計、管理會計、稅務的會計研究、

研究方法包括邏輯概念、分析性、理論、

實證與實驗研究方法。小組討論則是依據

研究方法與研究領域將一百多位與會的學

生，分成共 11 個約 6 ～ 9 人左右的小組

並配一位組長老師。小組討論內容是每個

學生的研究議題，每個學生都會跟小組成

員報告並得到組員與老師的回饋。至於座談

會的部分，內容相當彈性與實用。特就幾點

詳述如下。 

一、硬體設施體驗： 

上課流程與住宿都在同棟建築物，由於本次

會議的硬體設施相當舒適與遠超乎想像，是

先前參與的各種會議所無法比擬的絕佳體

驗，就連參與的資深老師也有同感，所以特

以本段加以說明：(1)硬體設備舒適、(2)餐

飲與住宿交通全『免費』。 

關於(1)硬體設備舒適，Deloitte Universi-

ty 是 Deloitte 事務所的全球級訓練中心，

2015 美國 Bloomberg Businessweek 雜誌

譽它為 Deloitte 的迪士尼樂園，總園區面

積近兩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寬闊，會議地點與

住宿場地是集中在園區中心的一棟『大型』

建築物內，建物兼具住宿(800 間房間)與會

議場地，故不需舟車勞頓往返住宿與會場。

建築物一樓主要是專業場域，有大型展場可

舉辦舞會與餐會、容納百人的階梯演講廳用

於授課、與眾多小型會議室用於商業討論或

個人使用，這樣的特質也就是全美國的各

種 Deloitte 員工訓練活動或顧客會議的場

所。關於休閒硬體，主體建築物外有單獨的

一棟運動酒吧，提供酒精飲料與各種遊戲，

讓人瞭解美國的酒吧社交文化，另外有超大

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研討會 

紀實 

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

toral Consortium 

日     期： 2016 年 6 月 15~19 日 

地     點：美國德州 Deloitte University 

(本紀實由政治大學會計系田耕銘博士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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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健身房，裡面提供設備也提供課程瑜

珈與熱舞運動課程，這些運動課程也是

安排在 AAA 的會議流程之中，讓所有人

在三天會議之中都可以休閒與專業交互

調劑，因為活動的宗旨之一是希望大家

能夠彼此瞭解。 

關於(2)餐飲與住宿交通全『免費』：所

有與會的學生都是一人一間房，房間的

等級與商務旅館相同，三天會議的三餐

提供超大型的不重複自助餐與無限暢飲

現點現做星巴克，在住宿的房間旁邊都

有提供小型餐飲吧，提供無限咖啡水果

餅乾飲料牛奶等。而且住宿、飲食與到

達德州交通全部是全部『免費』，都是

由 Deloitte 所補助，一瞬間以為來到矽

谷的科技公司一般，也感受到 Deloitte

對於培養人才的用心，感謝在心。 

然而，硬體設備舒適讓人如同劉姥姥進大

觀園，但其目的是為了讓與會的學生可以

專心學習並達到最高效果。會議最讓人興

奮的，莫過於頂尖學者分享研究的生命歷

程以及同學之間的交流，精彩節錄如下。 

二、演講授課內容： 

演講的進行方式是老師報告他們自己發表

的頂尖研究，當初如何發想、進行、奮鬥到

最終投稿的過程。在三天會議中你可以一次

瞭解頂尖教授，他們每一篇文章後面的故事

如何奮戰，這對於年輕學者有很大幫助，包

括(1)發現新議題、(3)如何讓研究『活』下去

以及(3)研究有用論。 

研討會 

紀實 

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可容納 4-10 人不等的眾多小型會議室 

舒適寬敞的睡房及豐富多樣的點心飲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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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研討會 

紀實 

關於(1)發現新議題，Mohan Venka-

tachalam 教授，他發表關於 The Journal 

of Finance 的研究是關於語調與公司未來

財務績效的關係的文章，他分享他花費了

一段時間『放逐』自己到完全不同的領

域，藉由逼迫自己閱讀除了學術文獻以外

的文章與書本中找尋全新的議題，最終發

現這樣有趣的聲音語調的研究議題。 

關於(2)如何讓研究活下去，Kristy Towry

教授研究是關於『多重任務行為的績效外

溢效果』，特別的是這篇文章他們是在有

紀律而且輕鬆的環境下發想出來的，她與

學校其他老師們約定每個月某個週末，大

家一間餐廳喝著雞尾酒搭配玉米片，討論

研究議題。讓同學瞭解，學術需要志同道

合的伙伴一起玩出議題，以及有紀律的讓

研究推展進度，頂尖研究是可伴隨很多快

樂的過程中同時完成。 

關於(3)研究有用論，Mary Ellen 教授的研

究探討『獎酬顧問公司與 CEO 的薪資之間

的利益衝突』，她分享了這篇『結果不顯

著』的統計結果發表於 JAE 的過程中面臨

的挑戰與運氣。研究源於美國政府認為，

當公司所聘用的獎酬顧問公司，向索取了

比較高的顧問諮詢費用後，顧問的立場會

偏頗，導致會給予董事會較肥沃的獎酬建

議，導致公司給予經理人的獎酬條件會過

份肥沃。她的研究結果發現這樣的主觀認

定是『不成立』的，以統計的術語而言就

是『不顯著』。這讓聽眾眼睛為之一亮，

因普遍認為統計結果要顯著才有可能登上

頂尖期刊，同時她也分享要證明一件事情

的『關係不存在』，需要用盡更多的方式

證實，在各種情況下都不顯著的審稿過

程。她最後說，在研究發表後，她如何跟

美國民主與共和黨的議員接觸，讓學術研

究最終真正影響政府決策將他的研究列入

法令附註之中。這個過程讓人瞭解，研究

議題的重要性更甚於統計顯著（當然包括

運氣她客氣的說），各種嚴謹測試更需要

毅力與努力，最後研究的發現，代表可能

有些政府本來的議題其實可能根本不成

立，這個過程呈現了學問有用論的學者與

學術研究的價值。 

除外還有傳奇 Bill Kinney 教授教學 Kinney 

3 paragraphs 的方法與邏輯，幫助同學在

展開研究之前使用三個問題『你發現什麼

問題(what)？這問題為什麼重要(why)？要

怎麼回答這個問題(How)？』可以釐清思

緒。另一個傳奇教授 Bob Libby 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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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by box 則是讓統計模型的概念模型與

衡量方法可以清楚呈現，Kinney 3 para-

graphs 加上 Libby box 可以讓所有的研

究議題呈現在紙上，更方便同學或是與

老師討論更快取得共識與回饋。Paul 

Fischer 分享分析型研究在學術上的定位

雖是相對小眾的領域，但其研究價值在

於可詳細的推導一個研究問題從頭到尾

的過程，無法跳過任何一個環節，相當

嚴謹，助人思緒清楚。Mark Nelson 教

授則是分享各種研究方法的優點與短

處，Florin Vasvari 分享在研究路上，讓

自己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的定位清楚的

重要性，因為時間是最重要的資產，也

必須使用時間打造自己的專業定位

（Specialize），因為多工（multiple 

task）讓人的 IQ 下降。 

三、座談會內容： 

演講授課內容較傾向於研究，而座談會

內容則較彈性也十分實用。以下針對以

幾個部分進行摘要分享。 

(一) 如何平衡家庭與研究：首先排定優先

順序，一旦決定就要全力捍衛，務必執

行最重要的事情。並且可以放一個白板

在研究室牆上，實際看到的東西，效果

比電子的好的多。Theodore Christensen

教授有有四個孩子，每次研討會，就把家

人一起帶去。並且由於家人都睡了的時候

才是自己的時間，所以早起晚睡與運動是

他的秘訣。Lillan Mills 則建議離開學校就

要轉換為家庭模式，她會透過坐車時跟自

己說話，如同一個祈禱的儀式，以轉換他

的心境。 

(二)關於研究與投稿：學生詢問投稿的秘

訣？ Mohan Venkatachalam 一再強調，

『永不放棄，永不投降』是唯一的真理。

關於投稿，何時要放上 SSRN？ Mary 教授

建議，在投給期刊評審委員看到之前是不

會放上去的，通常到各校巡迴 workshop

之後，就會把他放上去。因為放在上面也

是自己的名譽。而有時研討會拒絕一篇文

章不是因為文章不好，而是因此文在議程

中無同類型的議題所致。Mary 教授更是分

享了他曾有文章被研討會拒絕，還是登上

頂尖期刊的經驗。關於投稿與審稿意見回

覆要仔細，尤其第二輪的回覆是最重要

的，切記不要一字不改的投往另一個期

刊，因很有可能會回到同一個評審手中。

Bill 也提到，當你覺得審稿委員的意見相當

的偏頗無法接受，你要反過頭來問自己，

你的文章為什麼會引領他往另外一個方向?

研討會 

紀實 

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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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研討會 

紀實 

要想辦法用文字解釋清楚，而不是期望他

人幫你解釋。老師也建議，如果文章被接

受了成功發表，記得邀請同事一起慶祝。

並且若在你投稿時有另外一篇跟你相當類

似的文章同時跟你在競爭，記得要在文章

內引用該文，不要試圖隱藏，這對自己的

名聲也是好事。  

(三) 如何平衡研究與教學： Towry 教授也

建議可把一些想法跟學生分享，有時候學

生的回遠超出預期。教學是短期快樂，可

以支持長期研究的動力。Lillan Mills 建議

首先把時間區塊化，切分清楚後，只在該

時間區塊做該事。因為時間是最寶貴的，

所以為了在時段內完成預定任務，能夠花

錢請人幫忙的事情就花錢 (例如找博士生助

教一起改考卷，三個人同時改，但還是會

把所有的都 review 一次，可大幅縮短工作

時間； Mary 教授甚至建議現在洗衣服等

家事直接外包) 最後，剛開始擔任教學工作

可能無法馬上就上軌道，累積經驗後自然

會漸入佳境。即使被譽為數十年來康乃爾

商學院頂尖教學老師 Mark Nelson 都說他

年輕時被 MBA 學生嫌棄教學不好。 

(四) 如何平衡教學與行政：主動爭取你要

的行政，總比被指派到違反意願的工作還

好。Lillan Mills 建議在接到行政或是活動

邀請信時，無論是接受或是拒絕，都不要

立即回覆。可以先回覆說很高興知道這個

訊息，只是需要一天時間考慮，以免誤發

後悔。因為學術圈相當小，任何在網路上

的東西，都會永遠存在，寄任何郵件出

去，都要再三確認，最好郵件可以設定一

個 5 分鐘的緩衝時間（有老師甚至設定 30

分鐘），也算是維護自己的名聲。 

(四) 美國求職：以下就求職前、面試中與

拿到 offer 後進行說明。 

求職前準備： 

關於美國找工作的過程，每年冬天 rookie 

camp 主要是研究型大學在此徵才，而 8

月的 AAA 年會，則是主要是教學型學校的

徵才，而現在越來越多學校把焦點放在

rookie camp。老師們特別強調，如果沒有

想要去該校任教，千萬不要前去應徵，並

且除非每一種都登上頂尖期刊，能證明有

多工且品質優良的特質，否則會讓人感到

不專注，故建議將研究議題聚焦與研究方

法聚焦，可以讓人加分。最後，在 CV 上面

的所有資訊，都要相當瞭解，因為全部都

有可能被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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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過程中： 

在應徵的過程中，報告研究回答問題時千

完不要截斷別人的問題，即使這個問題你

已經在很多學校面試都被問過（即使這是

你第 15 次的報告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因為這樣會讓問問題的教授感到不受尊

重。要如何選擇一個你認為好的工作環

境？一個好的環境是那個環境的同事，也

希望你成功，這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方式。

應徵的過程中要盡可能減少資訊不對稱，

並且可以發射一些對學校相當熱誠的訊號

（例如想要多待在學校的城鎮一天，觀光

瞭解環境，這發射你對學校有想要長久交

往的訊號）。讓人瞭解你是擅長團隊合

作，因為老師都會詢問自己，『如果這個

應試者的辦公室你就在你身旁，你願意

嗎？』，在你單獨跟每個老師談的時候，

可以詢問他們『你在做什麼研究？』讓人

家知道你對別人的研究也是感興趣的。 

在拿到 Offer 且簽約前： 

在當菜鳥老師的時候，可以主動問問資深

老師要不要一起用餐。如果學校已經開出

聘書等你簽約，在確定接受任職之前，先

把相關的研究經費等問題都問清楚也可以

談，因為一旦簽了，就沒有籌碼了。 

結論： 

三天的會議一下就過去，在會議過程中時

時刻刻都是刺激。無論是來自老師的演講

的啟發、同學之間討論的刺激以及在社交

過程中發現每個教授是如此幽默，三天笑

聲不斷，更多時候是捧腹大笑。與頂尖學

者與優異同學之間的互動發現，每個成功

的學者際遇與天賦都不同，但是拚命往理 

想前進的心、利他的態度與有紀律的行動

力都是相同。研究之路是具有挑戰的，但

是這條路也是在場的人自己選擇的，他們

都能成功了，相信你我也能。最後再次提

醒，各位博士班同學們，記得要爭取明年

參加的機會，此會議太值得了用力爭取與

參與了！期待你明年的分享。 

研討會 

紀實 

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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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AA/Deloitte/J. Michael Cook  

Doctoral Consortium 會議紀實 (續) 

研討會 

紀實 

授課實況 

全體博士生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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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2016 年 7 月 14-15 日，上海財經大學會計

學院、會計與財務研究院和特許管理會計

師 公 會（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簡 稱

CIMA） 聯合主辦了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

究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密西根州立大

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

校、愛荷華大學、佐治亞理工學院、懷俄

明大學、英國布裡斯托大學、愛爾蘭國立

高威大學、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以色

列特拉維夫大學、悉尼科技大學、新加坡

國立大學、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輔仁

大學、香港大學、暨南大學、上海財經大

學、對外經貿大學等海內外著名高校的管

理會計上百位專家學者齊聚申城,，聚焦管

理會計領域的定量研究這一主題展開了深

入研討。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李增

泉教授作為大會主辦方代表出席本次會

議，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潘飛教授作為

大會主席主持了本次會議，上海財經大學

副校長陳信元教授以及 CIMA 中國代表

Vicky Li 女士致歡迎辭。 

為期兩天的會程主要包含 3 場大會專家報

告、3 場大會論文報告以及 6 場分會場的 12

篇論文報告。第一場大會專家報告由對外

經貿大學的湯谷良教授主持，來自密西根

州立大學的 Mike Shields 教授作了題為

“What do We Know about Manage-

ment Accounting from Published Re-

search?”的專家報告，從管理會計國際頂

尖期刊的已發表論文出發，總結了目前管

理會計的學科發展和主要研究內容；第二

場大會專家報告由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

Anne Wu 教授主持，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

的 Chris Ittner 教授作了題為“What Do 

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AOS 

Conference 2016 :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時間： 2016 年 7 月 14-15 日 

地點：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主辦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會計與

財務研究院、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本紀實由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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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研討會 

紀實 

We Know about the Demand for Man-

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from 

Practitioners?”的專家報告，立足管理會計

實務，從實踐對管理會計研究的需求角度探

討管理會計研究的現狀以及未來可能的研

究方向；第三場大會專家報告由密西根州

立大學的 Mike Shields 教授主持，來自臺灣

國立政治大學的 Anne Wu 教授作了題為

“The Field Study of Managerial Ac-

counting in Great China”的專家報告，分

析了大中華地區管理會計實地研究（field 

study）的現狀，並指出在中國大量現實案例

的基礎上，利用能夠找到比較好管理會計研

究問題，從而促進管理會計實踐；同樣管理

會計實踐也會有助於實地研究方法更好地

應用於管理會計。接著 Anne Wu 進一步舉

例如何利用實地研究進行管理會計的研究，

以平衡記分卡、業績評價與高管薪酬為例，

生動而又形象地介紹了她以實地研究的方

法分析公司內部平衡記分卡運用情況，並以

此為基礎進行業績評價，對高管做出考核。 

除了精彩的專家主題報告，還在眾多海內

外學者投稿之中，由會議組專家委員會嚴

格評審遴選了 3 篇論文入選大會報告及 12

篇論文入選分會場報告，涵蓋了業績評價、

薪酬設計、控制系統、企業創新、資訊披露、

成本行為、預算控制等管理會計的熱點研

究領域，涉及實驗研究、實地研究、問卷調

查、檔案研究等多種定量研究方法。   

CIMA 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是全球最大的

國際性管理會計師組織，同時它也是國際

會計師聯合會（IFAC）的創始成員之一，擁

有 17 萬會員和學員，遍佈 170 多個國家。

作為中國頂尖的會計與財務學術研究機

構，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和會計與財務

研究院積極回應財政部關於全面推進管理

會計體系建設的號召，圍繞加強管理會計

實務與學術研究的交流、提升國內管理會

計科學研究水準的目標，近年來與 CIMA 等

國際組織通力合作，多次召開相關高端學

術會議，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管理會計的理

論創新和實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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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續) 

本次國際研討會組織高效、內容豐富、氣

氛熱烈，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圓滿地

實現了預期的會議目標。 

 

 

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信元教授開幕致詞 

研討會會議實況 

政治大學吳安妮教授論文發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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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會計定量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續) 

研討會 

紀實 

(本紀實由成功大學會計系吳慶輝博士生提供) 兩天針對各投稿者期刊發表之研討，包括

ABC 成本會計制度(activity-based costing 

management)，平 衡 計 分 卡 (balanced 

scorecard)於實地研究結果。 

在這過程中學習到最新的管理概念及理論的

延伸，從以前學者發展的理論中，再配合文獻

的閱讀，不同理論在不斷演變及驗證下，有的

支持原理論，有的推被翻重新創立新理論。有

的學者則運用現有的管理會計構架，透過與

公司業者一起推動平衡計分卡及 ABC 作業

制成本制，並研究實行後的公司及員工績效，

運用此實務領域研究也獲得學者的喝采。深

覺管理會計確實是結合學術及實務，幫助業

者解決問題的一個有趣領域。 

大陸現在潛心研究各項學術議題並不時聘請

國際知名學者指導，增加其大學曝光率，有助

於學校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成功的機率，增

進其學校的排名。台灣亦不能落於人後，各大

學如要進軍世界百大，不論在學術及實務上，

都要與時俱進，全力以赴，才能掙得好成績。 

上海財經大學於 105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

舉辦管理會計定量研究研習會及研討會，

11 至 13 日為研究會(DEN-CGMA Course 

on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而 14 日至 15

日為研討會(Conference on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目的為解決管理會計相關議

題，包含如何設計、執行及評估定量實證研

究，將幫助參與者對於研究問題、理論架構

及研究方法有一更廣及深之了解。在研習會

上，相關議題會被提出，並由資深經驗之國

際知名學者共同討論。期能增進參與者對於

管理會計在研究過程中，如何選擇議題及從

事研究之不同的學習機會及增加研究知識

及技能。 

上 課 議 題 前 三 天 課 程 包 含 權 變 理 論

(Contingency Theory)、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心理學應用、效度(Validity)、資

料庫實證研究、實地研究及實驗性研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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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亞洲藥物市場崛起，全球新

藥研發鏈逐漸轉移，多家跨國藥廠前往亞

洲布局，對台灣展現新的合作機會。然

而，在這個新藥研發成本偏高的時代，併

購、合作研發、授權等研發活動，儼然成

為新藥研發公司創造產品價值的關鍵；從

市場角度來看，醫藥公司為了拓展全球市

場、增強競爭力，跨國合作策略也蔚為主

流。有鑑於此，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今（13）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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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剖析醫藥產業併購私募趨勢與國際合

作策略規劃。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成全會計

師指出，今年四月台灣衛福部與中國藥監

總局共同宣布「海峽兩岸藥物臨床試驗暨 

審查合作協議」，將兩岸各四家大型醫院 

「4 ＋ 41」列為臨床試驗機構互認據點，

為兩岸新藥研發立下重要里程碑。未來，

台灣新藥公司在申請中國藥證時，將可減

少在兩岸重複執行臨床試驗，縮短新藥上

市時程且節省開發成本。另一方面，許多

台灣新藥研發陸續步入臨床試驗階段，募

資及尋求合作夥伴的需求與機會也逐漸增

加。其中，智擎及中裕新藥的成功授權，

更是近期鼓舞新藥公司的重大案例。新藥

研發是高風險及高投資的過程，虞成全提

醒如能兼顧未來市場環境變化、掌握產品

利基及企業財務規劃，為永續發展提前布

局，無論在「亞洲盃」及「世界盃」都能

創造佳績。 

(1  4+4 ─台灣：台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

醫院、台大醫院、林口長庚醫院；中國：

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上海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醫

學院附屬瑞金醫院。) 

 

產業 

資訊 

醫藥併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 

生技醫療講座 

【醫藥併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講座 

日        期： 2016 年 7 月 13 日 

主辦單位：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本紀實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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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稅負倒置等。觀察 2015 年的併購趨勢，

藥廠主要透過併購來獲取同一領域的不同

產品，或是跨入前景看好的新產品線，再藉

此擴大市場版圖，帶來未來的營收挹注。整

體而言，跨國藥廠的策略性併購活動目的仍

以產品線擴張為主，財務目的為輔。展望

2016 年，藥廠併購腳步仍將持續前進，尤其

併購、共同研發及授權等外部創新所帶來的

報酬，對藥廠營收貢獻不低，對研發導向的

藥廠而言，併購已逐漸成為企業永續發展規

劃的要角。 

醫藥跨國授權合作趨勢與策略 

亞獅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Carl Firth 表

示，許多跨國藥廠近年來面對營收衰退的困

境，積極採用併購或授權的模式來擴大產品

線。當新藥公司擁有跨國藥廠理想的平台技

術，或是創造公司價值的單一核心資產時，

跨國藥廠便會考慮進行「併購」；然而，倘

若新藥公司擁有多種產品組合，跨國藥廠卻

只對其中一項產品有興趣時，則會考慮採用 

生技製藥產業併購與募資的重要指南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財務顧問代表

潘家涓執行副總經理指出， 從全球角度來

看，2015 年受歐美地區整體資本市場衰退

影響，生技產業 IPO 件數雖略為下降，但生

技產業 IPO 件數占總 IPO 案件數仍呈成長

趨勢。2015 年台灣生技醫療產業募資金額

達到 129 億元高峰，而 2016 上半年登錄興

櫃公司數大幅成長，已超越 2015 年全年登

錄興櫃公司數量，顯示台灣地區生技產業仍

積極進入資本市場。 

近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經濟景氣影響，跨

國藥廠如急需解決成本壓力，同時欲強化產

品競爭力並鞏固市場地位，併購合作活動成

為快速見效的解決方案之一。過去兩年全球

生技醫療產業的併購規模屢屢超過百億，

2016 上半年全球整體併購活動雖趨緩，但

生技產業相對穩定，且佔整體併購金額比重

提升。潘家涓表示，近期跨國藥廠進行策略

性併購的主要誘因分為五大類，包括：全球

化、擴大產品組合、企業轉型、改善財務狀

醫藥併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 

生技醫療講座 

產業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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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資訊 

醫藥併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 

生技醫療講座 (續) 

「授權」的方式合作。Carl Firth 指出近兩

年全球併購活動雖持續成長，但從過去一

年表現來看，併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

丹，因此，預期「研發合作」的模式將會繼

續增加。雖然合作需求增加，但有潛力的新

藥公司卻沒有同時增加，因此造成藥廠競

爭日趨激烈的狀況。過去五年來，授權金額

有成長的趨勢，尤其在特定領域，如癌症及

抗發炎用藥，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建議跨國

藥廠可將野心拓展到早期開發藥物即早切

入布局。 

Carl 也提到，與跨國藥廠、大型生技公司、

小型生技公司與學術界合作，各有不同的

優缺點。主要衡量標準包括臨床資料的品

質及完整性、決策速度及財務考量等。因此

企業應充分評估不同合作夥伴與回購策略

的優劣勢，擬定明確的合作策略，落實各項

步驟，研發合作對新藥公司的加分效益將

會更加明顯。 

台灣生技醫藥公司與國際藥廠合作之機

會與挑戰 

近年來跨國藥廠積極在亞太地區投資成

立新藥研發中心，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葉志鴻表示，中國對跨國醫藥業

來說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市場，新藥

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時，若新藥產品競爭力

佳及市場潛力好，便可透過其市場資本龐

大的優勢，進而拓展至全球。目前中國正

在進行醫療改革，未來三到五年的醫藥政

策將會逐漸與國際接軌，屆時，中國市場

將對新藥研發更具吸引力。智擎生技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執行長葉常菁表

示，台灣新藥公司在與跨國藥廠商談國際

合作時，應優先考量產品本身市場競爭力

及產品開發目的，其次，配合公司長期營

運規劃決定國際合作策略模式，最後，考

量合作團隊組成實力是否能有效幫助公

司產品開發達到目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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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併購私募與國際合作趨勢 

生技醫療講座 (續) 

產業 

資訊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財務顧問代表潘家涓執行副

總經理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成全會計師 

左起：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葉志鴻、亞獅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Carl Firth、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執行長葉常菁、勤業眾信生技

醫療產業團隊財務顧問代表潘家涓執行副總經理、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

人虞成全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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