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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2020 年 開 啟 了 一 個 不 太 平 靜 的 一 年，           

自中國武漢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快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幾乎無一處倖免，對

全球經濟、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與影響，期盼本次

疫情可儘速獲得控制，並告一段落。 

        接者向各位報告學會的近況。首先是學會的年度盛會，2019 TAA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於去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在台北晶華酒店順利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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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感謝 Dr. Marc Rubin (Dean of Farmer 

School of Business, Miami University of Ohio)擔任研討會開幕式主講人，以及韓國會計

學會(KAA)理事長 Tiger Jeong，與日本會計學會(JAA)理事長 Yoshihiro Tokuga 分別率領

KAA 與 JAA 代表熱情參與。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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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順利圓滿。 

  至於 2020 的年會，共同主辦單位為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李坤璋主任正在積極協助籌備

本次會議，公開徵稿活動業已展開。今年年會的主題為「劇變衝擊下會計新思維與挑戰 

(Perspecttives and Challenges in Accounting amid Volatile Change)」，日期訂在 11 月

26 至 27 日，已邀請到四位學術與實務界的傑出人士擔任主講人，分別是行政院洗錢防制辦

公室執行秘書許永欽博士 (檢察官)、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商學院副院長 Joanna Ho 教授、台灣

大學會計學系杜榮瑞教授，與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戚務君教授，精彩可期，邀請各位會員共襄

盛舉。 

 

理事長的話 



   

 

 

         還有兩件好消息與所有的會員分享，首先是本會出版的重要學術刊物「中華會計學刊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在總編輯廖珮真教授，以及全體編輯群的努力下，於今年

初再次獲得評鑑單位的肯定，被收錄在台灣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TSSCI)中。謝謝廖總編輯領

導的團隊。其次是，學會的新網站業已上線，網址與原網站相同，歡迎各位會員與先進上線

使用並指正。 

        有關美國會計學會(AAA)，邀請本會選派博士生赴美國參加 2020 年 AAA Doctoral 

Consortium，至申請截止日前共有兩位博士生提出申請，經學術交流委員會評選結果，推

薦臺北大學博士生秦嘉偉同學參加本次論壇。原規畫期程為 6 月 24 至 28 日在美國達拉斯舉

辦，惟受疫情影響，活動安排與進行方式可能調整，靜待美國會計學會的通知。 

         再者，非常感謝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營運長陳俊光會計師，同意接任會計實務委

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並籌組團隊，相信在陳營運長的帶領下，會安排許多精彩的實務交流     

活動。 

        疫情終將會告一段落，一切皆會重歸常軌，多留意與關心您自己、家人與朋友的健康與

生活，明天會更好。敬請大家持續支持學會，還有學會出版的刊物。      

 

            敬祝        平安、健康、如意 

 

                                                                                              敬上   

                                                                                              April 8, 2020 

理事長的話 

薛敏正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本會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2 日，

假台北大學會計系研討室召開第十三屆第

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會議中進行會務

報導及議題討論。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學會 108 年一月至十月之資產負債表、          

        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算表彙總。 

二、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籌辦進度報告： 

        2019 年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將由台 

        灣大學會計學系與學會共同主辦，定於  

        12 月 5 日及 12 月 6 日於台北晶華酒店 

        舉行。並邀請 Dr. Marc Rubin 及張鴻章 

        教授擔任 keynote speaker。 

三、國際學術交流事項報告： 

       (一)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林嬋娟主委、劉 

              順仁教授、陳宇紳教授（論文發表及 

              評論人） 及陳漢鐘教授（論文發表 

              及評論人) 於今年 9 月 7 日至 9 日代 

              表本會赴日本參加 JAA 會計年會。 

       (二) AAA 邀請本會推派博士生代表參加 

        2020 AAA Doctoral Consortium，本 

        會已邀請六校推派博士生代表參與甄 

        選，後續將由學術交流委員會委員組成 

        甄選小組，進行相關甄選作業。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提請確認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工 

        作計畫。 

        說明：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工 

        作計畫，提請理監事會討論並確認。 

        決議：  

       (一) 會計教育委員會、學術交流委員會 

              及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工作 

              計畫，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 

              過。 

      (二) 會計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人選一 

              事，出席理監事建議由理事長暫先 

              代理，以利會務運作。 



 

二、提請確認一Ｏ九年度預算案及工作計 

        畫。 

        說明：一Ｏ九年度預算案及工作計畫， 

        提請理監事會討論並確認。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三、申請加入本會之新會員，提請審核。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共計個人會員 

        2 名、預備會員 3 名 。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臨時動議 

本會個人會員申請轉永久會員之會費繳納

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目前個人會員得以補足餘額方式轉

為永久會員(惟補繳會費少於一萬元者，最

低以一萬元計)，然優惠期限已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截止。未來是否仍繼續執行此優

惠方案，提請討論。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決議，同意繼續

執行，並建議向未申請轉為永久會員之個

人會員多加宣傳，以增加會費收入。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研討會 

紀實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二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為表彰對會計教育發展有卓越貢獻的資

深學者之敬意，使成為後進學者之典範，中

華會計教育學會特設置「會計教育終身成就

獎」，予以表揚。經由會員提名、評選小組

評選及理監事會議通過等三階段作業，由台

灣大學張鴻章教授榮獲第二屆會計教育終

身成就獎。 

         2019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中，首先

由薛敏正理事長簡介張鴻章教授生平，張教

授畢業於華頓商學院，民國 69 年回到台大服

務，並在民國 74 年擔任台大會計系系主任，

當時從國外延攬許多會計學博士回台服務，

於 6 年的系主任期間對系上有許多的貢獻。

民國 78 年時，因當時全台灣僅有政大及東吳

兩所會計學研究所，故張教授從台灣大學商

學系研究所，獨立出商學系會計組研究所。

數年之後，改制為會計學研究所(包括碩士班

及博士班)，自此開始，台大會計學研究所陸

續培養許多會計界及學術界的菁英。 

 

        此外，張教授並極力奔走，邀請許多實

務界的朋友，共同籌辦研討會及講座，相關

活動一直持續至今。民國 85 至 88 年擔任管

理學院院長期間，亦設立許多學術獎勵，皆

為當時的創舉，對現今制度影響深遠。 

        薛敏正理事長於簡介後，代表致贈第二

屆會計終身成就獎予張鴻章教授。張鴻章教

授除豐富的學經歷外，對提攜後進更是不遺

餘力，期許藉由如此典範楷模，能激發更多

會計學者與學子投身教育之熱忱。 

 

 

致贈第二屆終身成就獎予張鴻章教授 



研討會 

紀實 
2019 Global Accounting Gathering 紀實 

本次 2019 Global Accounting Gath-

ering 於 12 月 4 日舉行，各國現任或前任會

計學會會長、院長、系主任、教授，共 25 位

學者與會。上午之議程主要係邀請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進行演講，演講之主題分別為「審計

創新」、「台灣會計師產業現況」及「數位

時代的價值創造」。 

 

「審計創新」之主講人為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柯志賢會計師，其主要介紹勤

業眾信的審計創新。首先，柯會計師介紹大

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在審計上的

應用。大數據分析在勤業眾信運用得非常

多，其原因為大數據分析可幫助審計人員作

風險評估及覆核。此外，亦介紹了流程機器

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

亦即利用機器人幫助審計人員作一些重複

性的工作。勤業眾信目前利用雲端（Cloud）

技術將許多資料儲存於雲端中，亦利用物聯

網技術（Internet of Things, IoT）建立許多

設備（Devices）與客戶端之設備作連結，以

便使雙方有更佳的溝通管道，並使審計人員

能夠更有效率的完成查核工作。 

  時間： 2019 年 12 月 4 日 

  地點：台北 101 大樓 36 樓國際會議廳 

  (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生華浤安、韓陽提供) 

專題演講Ⅰ：柯志賢會計師 

KPMG 于紀隆主席致詞 



柯會計師亦提到區塊鏈（Block Chain）

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目

前區塊鏈在審計上的運用尚屬初步階段，運

用最廣的地方為銀行函證；而人工智能部

分，包括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

此亦為初步階段，亦是未來勤業眾信會努力

開發的一塊。最後，柯會計師提到，由於科

技日新月異，重複性的工作將可能被機器取

代，因此審計人員要能夠處理機器無法做到

的事。因而，下一個世代的審計人員應具備

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對於新科技亦要有基本

的知識並知道如何運用，並且須具備良好的

溝通能力，若能有多重背景則為更佳。 

「台灣會計師產業現況」之主講人為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富煒會計師。陳

會計師首先介紹了台灣會計師協會的現況，

後續分別介紹中華民國註冊會計師協會全

國聯合會的目標、職責和組織結構，以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監管範圍。第二部分則

介紹台灣會計準則和品質控管。關於品質控

管，陳會計師詳述台灣了 GAAS 44 和 GAAS 

46 準則，並且通過實務經驗分析了公司內部

的審計控制制度是否在全公司範圍內和在

個人參與的基礎上，是否按照審核標准進行

了精心設計，是否得到充分執行。最後，陳

富煒會計師對道德準則、會計師專業進修

CPE、會計師懲戒，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協

會的互動交流等做簡單介紹。 

「數位時代的價值創造」之主講人為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偉晏副總經理。

賴經理首先介紹了台灣 CEO 的展望，並分析

了台灣目前的環境。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

《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台灣的

競爭力在亞洲排名第四，經濟穩定全球排名

研討會 

紀實 
2019 Global Accounting Gathering 紀實(續) 

專題演講Ⅱ：陳富煒會計師 



第二十，創新力全亞洲排名第一。賴經理展

示台灣各產業的數位化指數，指出台灣的製

造業數位化程度較低，未來會有較多發展機

會。爾後，賴經理詳述了 KPMG 的數位化發

展：多元化團隊，超過 10%的員工擁有非商

學院的學術背景；數位化轉型服務與生態

系統：數位策略規劃、數位分析團隊建構、

數位治理、大數據資訊架構、視覺分析、預

測 模 型 建 構、機 器 人 自 動 化 ； Smart 

Sync ：聚焦企業內部溝通的通訊軟體，用通

訊連結所有人，開啟企業內部多方溝通新管

道。最後，賴經理分享數位成熟度評估和以

客戶為中心的智慧城市兩實務案例。 

下午議程則為各國會計學會及會計學界

領袖會議。藉由分享自身經驗以探討區域合

作的議題，並建立未來的交流管道。而印尼

會計學會會長亦歡迎大家參加在印尼舉辦

下次的各國會計學會及會計學界領袖會議。

藉由本會議，除了能讓各國會計學會及會計

學界領袖們瞭解目前產業界的變動外，亦能

讓其瞭解目前審計的實務及未來趨勢。此

外，藉由各國會計學會及會計學界領袖會

議，除強化彼此的友誼外，亦能促進區域合

作及學術交流，並建立未來的交流管道。 

 

研討會 

紀實 
2019 Global Accounting Gathering 紀實(續) 

專題演講Ⅲ：賴偉晏副總經理 

與會人員合照 



研討會 

紀實 
2019 TAA 年會紀實 

由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及中華會計教育學

會聯合舉辦之「2019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

會」，在各界會計先進踴躍參予及支持下，

已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圓滿落幕。本次年會

主題為「迎向商業智慧與數據分析的新紀

元」。專題演講分別邀請美國會計學會前主

席 Marc Robin 教授，以及台灣大學會計學

系張鴻章名譽教授擔任主講人，並頒發會計

終身成就獎予張鴻章教授。 

研討會共發表 67 篇論文，每篇內容皆極

為豐富，發表人、評論人及與會者均熱絡討

論，除讓發表人研究更臻完善外，也使與會

者能深入了解相關議題，並激發出新研究方

向。本次年會亦有 2 場專題演講、1 場教育座

談會及 5 場實務座談會，教育座談會邀請新

加坡管理大學王紀偉教授擔任主講人。五場

實務座談會，則分別邀請審計部及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發表演講。每場均吸引許多與會者

參加，透過主講人分享使與會者能夠吸收目

前會計界新知與現況。 

藉由本次年會的發表與討論，相信能讓

每位成員更努力邁進，推動會計界新紀元。 

 

與會貴賓合照 

開幕致詞：台大會計系劉順仁主任 

終身成就獎頒獎引言：薛敏正理事長 



Rubin 教授針對「Data Analytics in 

Accounting」進行演講，Rubin 教授先將今

天講題的精華，用一張投影片概括：會計人

的確需要數據分析的技巧，分析之前，最好

先能有一個計劃，並且認真思考，考慮不同

的單一課程及課程間的整合後，據以作成一

個有影響力的研究。最後，也必須檢視我們

自己，在形成研究的過程中，是領先抑或是

落後？ 

 

Rubin 教授投影片中將今天講題分成幾

個部分：會計的目標、商業模型的改變與科

技、大數據與分析的概論、會計行業的數據

分析、會計行業對數據分析的迴響、會計學

界的挑戰、在教學以及研究上，會計是否有

應該要改善的地方？如果需要改善，應該如

何改善？而本文將重點節錄如下。 

一、會計的目標 

Rubin 教授說，什麼是會計學界與這一

行業的責任？會計的角色，在於提供有用的

資訊予決策者，讓決策者根據資訊做出好的

決策。在會計提供有用資訊的方式上，Rubin

教授提供幾點建議，包括：透過有目的性的

統合會計研究、教育及實務，建立一個對學

生、會計實務界人士及教育者的完備行業；

發展一個易於分享的學習資源、及對系上老

師有發展機會的課程模型；透過建立實施

流程，將思想轉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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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模型的改變 

要了解商業模型改變的情況，Rubin 教

授在投影片中提到了四個面向，包括： 

●   破壞者與被破壞者 

●   新的產品以及服務 

●   新的企業模型 

●   為要經營企業而有的新的方法與過程 

      Rubin 教 授 在 演 說 中，以 通 用 電 器

(General Electric)為例說明，GE 自 1892

年成立，自從成立 GE 多項業務後，公司

不斷隨著環境變化而調整，是世界上最大

的提供技術和服務業務的跨國公司之一。

近年 GE 受到的挑戰眾多，包括 2018 年

嚴重的利潤虧損，都讓 GE 的經營轉型備

受考驗。 

三、大數據與分析的概論 

 無論是在結構化或是未結構化上的資

料，大數據被形容為「大數量數據」的一個

名詞，其產生的量，都能以一日淹沒一家企

業的量來計算。但對企業來說，數據產生的

量並不是最重要的項目，那些真正與組織有

關的資料，才是具有重要性的。大數據(Big 

Data)，是能用以分析並據以讓決策者做出

更好的決策，以及讓決策者據以使用，企業

並依據此採取策略性行動。 

 簡而言之，數據分析是如何能從資料或

資料集中，無論是手動「整理數字」，或使

用數據分析工具等方式，所能了解的訊息。

當和大數據結合在一起，數據分析即變成分

析工具，而這種分析工具能夠審閱大數據的

資料集，並進而增加見解。 

四、會計行業的現今環境 

   Rubin 教授指出，現今會計環境變遷是

很快的，其引用「Paving the way to a new 

digital world」的期刊文章說明（By Jeff 

Drew, Journal of Accountancy, 2018）。根

據文章，會計學界正迎向史上最大的改變與

崩壞的一個時期。科技進步將來自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科技將無庸置疑的加強資

料重要性，並增加更多資料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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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將會走向以資料作為驅動的一門學問，

而資料分析及人工智慧的使用，將會改變過

去財務報表被查核的方式。第二階段中，我

們詢問的問題是「當科技繼續進步的情況

下，過去財報審計方式仍有多少價值？」文

章作者相信，對於會計業的確信模型(指審

計)，透過科技的進步，最後將轉變到專注於

審計人、審計過程以及其系統，此將為一個

有趣的轉變。文中繼續提到，在未來三到五

年間，仍有兩項值得注意的議題。一、專業

人士會如何使用資料作分析。我們必須更貼

近於即時的報導。其中部分原因是現代工具

能在不改變資料特性的情況下，提供預測性

分析。第二、未來，我們可能不再對財務報

表提供審計。而是可能對審計人員能力做審

閱，可能對所有非財務資訊產品的績效做處

理。無論何種情況發生，市場將會開始對安

全且可信任的資訊或意見，尋求資源。如果

我們做的正確，相較於今日兩造雙方程度平

衡的情況，未來 CPA 行業將領先一定程度。 

   

  教授亦以「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analytics」另一篇期刊文章做說明（By 

Brad  J.  Monterio,  Strategic  Finance, 

2019）。文章中提到，過去如何做會計師的

傳統模型與典範，正因創新的新方法解決方

案及流程興起，而逐漸被破壞。在產業中已

有發生過去典範崩解的情況，如今趨勢仍持

續著。有些人能觀察到其中的不確定性，有

些人能看到其中的創新、機會或是崩解下的

比較利益。這種破壞性的改變，代表會計人

員必須要去適應，否則會在大趨勢下落後。

同時，會計行業必須發展自己的能力與技

能，以在未來還能保持與產業相關，自身也

具備價值。 

   另一篇「Merging accounting with 

‘big data’ science」說明（By Jeff Drew, 

Journal of Accountancy, 2018），文中提

到，即時性的資料，會對會計行業產生前所

未有的挑戰與機運。此文的作者，也建議會

計課程中，對資料分析以及計算機科學的學

科抱持開放的心胸，作者也認為上述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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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會計課程的核心能力之一。此外，

未來對科技關注程度必會有增加，會計業有

責任確保會計專業畢業生及新註冊會計師，

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以因應未來審計演進

的發展。 

五、會計事務所對數據分析的迴響 

   四大事務所現在都對高度複雜且以資

料為中心的會計環境，設立了高度專業工具

及數據集，以因應未來科技進步的情況。美

國許多的大學與 KPMG 統整並設計課程，在

取得會計碩士或是稅務碩士前，至少修畢 30

學分以上的資訊與分析課程。在 EY (中文譯

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則是強調要有「資料

分析」的心態 (The analytics mindset)。此

外，PWC、Deloitte 也分別有針對數據分析

時代，各自與美國大學的合作方案與計畫。 

六、教學資源—持續改變 

   近年來，在許多的會計學術期刊上，都

有 針 對 資 訊 分 析 的 內 容 來 評 論。如 ：

Accounting  Horizons、Journal  of  Ac-

counting Education、Journal of Infor-

mation Systems 皆可見。資訊分析可以成

為一個研究的範例，以達成會計的任務。 

● 在 AAA 今年的 workshop 當中，也針對

資 料 分 析 的 主 題 來 開 設，本 次

workshop 開放對於那些專注於資料分

析主題的教學老師、或是關注於課程創

新或對會計專業轉變有敏捷度的系所領

導人、以及任何有興趣的 faculty 參加。 

● 準備統整資訊分析(D&A)的課程，需要

下列的技術與知識： 

      —使用 Automation Anywhere 或是        

           UiPath 達成機器人程序自動化。 

     —使用 Alteryx, Power BI, Tableau Prep  

          達成資料清理。 

     —使用 Tableau, Power BI, SAP Analyt 

          -ics Cloud 達成資料視覺化與分析。 

     —使用 Python and R 達成實作目標。 

     —使用 Mindbridge AI, IDEA 作為審計 

          工具。 

     —利用個案與模擬瞭解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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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AA 建議在規劃審計課程時，可以考慮下

列的課程形式： 

● 資料科技的課程：會計主修的人應慎重

考慮修習滿足審計創新目標以及自動化

資料分析程序的課程。 

● 人工智能以及認知學習的課程：藉由創

新工具及平台的使用建立經驗，可以幫

助審計人員透過讓其專注在高風險區

域，以增加審計效率及品質，並減少那些

易於錯誤(error-prone)、手動的工作。 

● 先進風險管理模組：審計人員會需要在

風險分析評估中，帶入重要且有創意的

思考。此外，應用認知科技（cognitive 

technology）來對風險有更深的了解，

以及如何發展一個反應靈敏的審計程

序。審計人員應更能說明一個豐富資料

的故事，也能提供給客戶有價值的見解。 

● 區塊鏈課程：根據 2017 年 AICPA 以及

CPAC 發布的一項報告，區塊鏈會使審

計人員對於了解整體風險更為得心應

手，例如更為複雜的欺騙行為，因此，更

能改變審計人員如何執行業務的行為。

企業已有增加使用區塊鏈的情況，而事

務所亦去了解使用區塊鏈的動機。 

● 軟技巧（soft-skills）的課程，例如新發

展科技的道德議題：很多人認為軟技巧

是企業不可或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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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教 授 本 次 的 講 題 是 ： 系 統 性 思 考

(Systems Thinking)。講題由來為台大商學

系原有 4 個組別，幸世間教授是張教授的同

班同學，幸老師推薦其擔任台大會計系系主

任，游柏龍教授當年亦鼓勵張教授出任系主

任一職，張教授便和會計有不解之緣。 

 

   張教授擔任系主任以後，想延攬在美國

取得會計學博士的人回台任教，但因對事務

所先進較不熟悉，故由幸世間教授帶其去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拜訪所長，請各大事務所支

持，以能夠讓回台教授對薪資無後顧之憂。

當時已有四位在美的年輕學者答應回台，故

先行募足給與四位學者的獎助金。 之後，陸

續有學者回台，故張教授很感謝事務所的大

力支持與贊助。而因各事務所對於獎助金的

支持，張教授認為可舉辦相關的研討會，以

學術研究回饋予實務界，故創辦了一年一度

的「會計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後來，教

授亦為訓練學生口條技巧，創辦一年一度的

「會計學辯論比賽」，也延續到今日。 

當時，張教授亦想運用華頓商學院的教學

模式於台大，猶記得當年 Kieso 在教科書寫

到美國 500 大公司，有許多 CEO 都具有會

計、財務的背景。故張教授認為應該以 MBA

的方式來辦研究所，而不只有會計研究所而

已。張教授在辦會計學博士班的時候，因許

多會計學期刊都有經濟學以及財務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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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時便要求會計學博士班的學生，也要到

經濟學研究所修經濟學理論、數量方法，以

奠定紮實的基礎。 

  此外，在教授擔任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

認為管理學院應該能開源增加財務的源頭，

以減少各會計師事務所對學界的捐助負擔，

故其創辦了台大 EMBA，希望能自籌財源支

撐管理學院各系所的發展。創辦 EMBA 的過

程相當辛苦，因需要滿足人事、會計法規，

尤其在公立學校，必須符合法令。而在突破

人事法規上，的確花了一些時間。 

張 教 授 在 系 統 性 思 考 演 說 上，則 以

Akeoff 教授當年傳授的知識，向在場的觀眾

演說。由於 Akeoff 教授不希望學生針對錯誤

的問題求解，故要求學生首先必須要會問對

的 問 題。教 授 提 出，如 果 提 出 的 問 題 是

subset，則需要詢問較大的問題為何者？了

解問題之後，再去看解決問題的條件有哪

些，再看如何對整個體系做貢獻。要先了解

最後的目標為何，再看要如何達到目標。 

 

  最後，劉順仁主任對此場專題演講下結

論，結論中除再一次肯定張老師對於會計學

系所打下紮實的基礎表達感謝外，更對其形

塑了會計系的組織文化表達肯定。這樣的組

織文化，以系所「我們」作為出發點，而非

僅有「我」為考量。劉順仁主任亦對幸世間

老師表達肯定，因幸老師當時認為主任應具

有博士學位，故以此例子說明，以「我們」

作為出發點為組織文化，是值得令人肯定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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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臺灣大學會計學系與中華會計教育

學會(TAA)聯合舉辦之「2019 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年會-迎向商業智慧與數據分析的新

紀元」，在各界的踴躍參與及支持下，已

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順利落幕。本會計有

2 場專題演講、24 場學術論文發表及 5 場

實務綜合座談會，使與會專家學者及實務

界代表相互研討，貫徹此次研討會的主題─

迎向商業智慧與數據分析的新紀元。 

        開幕典禮由大會主席劉順仁教授(臺灣

大學會計學系)主持，並邀請胡星陽院長(臺

灣大學管理學院)致詞。而本次研討會也特

別邀請 Dr. Marc Rubin (Dean of Farmer 

School of Business, Miami University of 

Ohio)擔任研討會開幕式主講人。主講人對

於 Data Analytics in Accounting 之主題

帶來了十分精彩的演講，特別是對於 Data 

Analytics 的思維，為與會人員帶來深刻的

反思。另學會為了對於終身貢獻會計教育

且成就傑出的資深學者表達敬意，由 TAA

理事長薛敏正教授代表頒發「會計教育終

身成就獎」予張鴻章教授(臺灣大學會計學

系)，並請張教授以“System thinking”為

主題發表演說，並獲得全體與會學者熱烈

的迴響。此次研討會也同時邀請日本會計

學會(Jap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JAA)及韓國會計學會(Kor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KAA)多位學者蒞臨，JAA 由

理事長 Dr. Yoshihiro Tokuga 及其他 5 位

代表與會；另 KAA 由理事長 Dr. Tiger 

  時間： 2019 年 12 月 5-6 日 

  地點：台北晶華酒店 

  (本紀實由國防大學財務管理系邱彥毅助理教授提供) 

2019 年會 Welcome Reception 



Jeong 及其他 6 位代表與會，並進行三國

學者交流。 

        於 12 月 5 日特別安排三場國際場次，

分別由 KAA、JAA 與 TAA 的代表發表論文

及進行學術交流。於 12 月 5 日下午的第一場

由 TAA 理事長薛敏正教授主持，首先由 Bok 

Baik 教授(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

rea) 進 行 論 文 發 表，報 告 的 論 文 為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and Vol-

untary Disclosure”，評論人為黃祥宇教授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第

二篇由 Masaki Kusano 教授(Kyoto Uni-

versity, Japan)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論文

為“Recognition versus Disclosure and 

Audit Fees and Costs: Evidence from 

Pension Accounting in Japan”，評論人為

Jaeyon  Chu 教 授 (Hannam  University, 

Korea)。第三篇由黃祥宇教授進行論文發

表，報告的論文為“The Effect of Footnote 

Disclosure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Banks’ Financial Derivatives: The Role of 

Investor  Sophistication”，評 論 人 為

Tomoki Oshika 教授(Waseda University, 

Japan)。 

        第二場由臺北大學的朱炫璉教授主持，

首先由 Hyun Kwon Cho 教授(Sejong Uni-

versity, Korea)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論文

為“Lost  in  Translation?  Analysts’ 

Forecasts of Cross-Listed Firms”，評論人

為 Masahiro Enomoto 教授(Kobe Uni-

versity, Japan)。第二篇由 Hyo Jin Kim 教授

(Jeonju University, Korea)進行論文發表，

報告的論文為“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Classical Approach in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Studies”，評論人為陳漢鐘

教授(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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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由 Masahiro Enomoto 教授進行論

文發表，報告的論文為“Is Japan More 

Like the U.S Now in the Relation be-

tween Accounting Quality and Invest-

ment Efficiency?”，評論人為 Hyun Kwon 

Cho 教授。 

第三場由中原大學的李德冠教授主持，首先

由 Jaeyon Chu 教授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

論 文 為“Analysts’  Industry  Expertise 

and Synchronicity”，評論人為 Hyo Jin Kim

教 授。第 二 篇 由 Yuto  Yoshinaga 教 授

(Jeonju University, Korea)進行論文發表，

報告的論文為“Cyclicality in Aggregate 

Earnings and the Market Risk Premi-

um”，評論人為 Bok Baik 教授。第三篇由

林孝倫教授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wan)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論文為“Do 

Interim Audi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Annual Audi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評 論 人 為

Masaki Kusano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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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達對 KAA 及

JAA 的友好之意，TAA 亦於 12 月 6 日，由學

術交流委員會委員林嬋娟教授帶領 KAA 及

JAA 的代表參訪野柳地質公園及故宮博物

院。雖然當日天候不佳，但野柳女王頭的美

景依舊迷人，使兩國代表對臺灣的地質特色

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在故宮博物院的參訪

中，同行人也細細品味中國文物的歷史。參

訪結束後，由大會主席劉順仁教授及 TAA 理

事長薛敏正教授，宴請 KAA 及 JAA 的代表，

會中除感謝該國代表人員對 TAA 的支持，並

進行三國學者意見交流，討論會計學界的近

況，與會人員皆熱烈參與，也為 2019 中華會

計教育學會年會劃下圓滿的句點。 

研討會 

紀實 

2019 TAA 年會紀實(續) 

JAA, KAA, TAA Joint Session  

三國學者參訪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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