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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同意本人繼續擔任第 14 屆中

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一職，敏正將本於初衷在未來持

續推動學會各項活動。「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已跨入第三個年度，自 2020 年起疫情快速

蔓延至世界各地，對全球經濟、社會帶來史無前例的衝

擊與影響，期盼疫情的影響可儘速獲得控制，回歸往日正常

生活。

接著向各位報告學會的近況。首先是學會的年度盛會，2021 TAA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去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順利舉辦。感謝共同主辦單位，臺北大學會計學

系在鄭桂蕙主任帶領下，協助規劃。同時感謝 Professor Katherine Schipp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Duke University) 擔 任 研 討 會 開 幕 式 主 講 人， 以 及 IAAE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 Research) 的理事長，Keryn Chalmers 教授 , 與韓國

會計學會 (KAA) 理事長 Seung Weon Yoo，與日本會計學會 (JAA) 理事長 Akira Usui 分別率

領 KAA 與 JAA 的代表熱情參與線上會議。尤其感謝 IAAER 協助安排兩場精彩的線上論壇，

期待將來還有再次合作的機會。還有，恭喜臺灣大學退休教師，林蕙真教授獲頒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第三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於 11 月 18 日的年會晚宴中舉行，再次恭

喜林老師。

至於 2022 的年會，共同主辦單位為成功大學會計學系，顏盟峯主任正在積極協助籌備本

次會議，公開徵稿活動將於近日內展開。今年年會的主題為「後疫情時代的新經濟風險：通

膨與供應鏈瓶頸下的會計審計議題」，日期訂在 12 月 2 日至 3 日，地點在台南成功大學。屆

時歡迎大家共襄盛舉，到南臺灣古樸優雅的城市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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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好消息與所有的會員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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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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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4) 的核心期刊中。謝謝廖

總編輯領導的團隊。

有關美國會計學會 (AAA)，邀請本會選派博士生赴美國參加 2022 年 AAA Doctoral 

Consortium，共有六位博士生提出申請，經學術交流委員會評選結果，推薦臺灣大學博士

生張修瑋同學參加本次論壇。會議期程為 6 月 15 至 18 日，地點在美國達拉斯，惟若受疫

情影響，活動安排與進行方式可能調整，尚待美國會計學會的通知。

有關本屆服務團隊的組成，感謝臺北大學葉淑玲教授，同意續任本會秘書長，以及臺灣

大學會計學系劉順仁主任和廖珮真教授同意分別續任，會計教育委員會及會計學術委員會主

任委員。新任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尤琳蕙教授，會計實務委員會主

任委員則邀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建澤營運長協助擔任。

疫情期間更深刻體會到日常生活的可貴，多留意與關心您自己、家人與朋友的健康與生

活，明天一定會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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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敏正 敬上

February 1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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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110 年 8 月 23 日（一）上午 10 時，假國立

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 719 會議室召開。

本次會議除進行 109 年度至 110 年度上半年

會務報告 (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各委員會及

秘書組等工作事項報告 ) 外；亦審核通過 109

年度決算報告及 110 年度預算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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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05/28)

●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11/26)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 一 ) 會計教育委員會

●協辦 2020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109/06/05)

●辦理 2021 年會計教育論壇。

(110/01/22)

●辦理第三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

●協辦 2021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110/06/04） 

( 二 ) 會計實務委員會

●辦理會計實務講座。  

    (109/11/13~109/12/25)

●辦理 2021 年會計實務論壇。

    (110/06/11) 

( 三 ) 學術交流委員會

●參與 2020 KAA 年會。(109/06/26)

●參與 2020 JAA 年會。(109/09/05)

●參與 2020 TAA 年會國際交流場次。

(109/11/26)

●參與 2021 KAA 年會。(110/06/21)

( 四 ) 學術研究委員會

● 推薦參與第十屆聯電經營管理論文

獎，得獎作品優等 1 篇、佳作 1 篇。

(109/02)

● 2021 年專刊徵稿。(109/05)

●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六卷第一期出刊。

(109/07)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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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科技部 110 年補助期刊編輯費用核

定。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六卷第二期出刊。

(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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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臺灣學術資源

影響力 - 期刊即時傳播獎：管理學門期

刊第三名」。(110/04) 

( 五 ) 秘書組

●第十三屆第二期會訊出版。(109/04)

●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05/28)

●第十三屆第三期會訊出版。(109/11)

●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11/26)

●第十三屆第四期會訊出版。(110/04)

●協助本會辦理第十四屆會員代表選舉。

(1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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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位永久會員、6 位個人會員

及 4 位預備會員。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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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導

◆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109 年度決算報告提請通過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決算報告，並送交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備

查。

二、110 年度預算報告提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預算報告，並送交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備

查。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 二 )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 三 )

第十四屆會員代表合影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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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0 日，假台北

大學民生校區 719 會議室召開第十四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並於會議中進行會務報導及

議題討論。

◆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籌辦進度報告：

        ( 一 ) 2021 年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將由

台北大學會計學系與本會共同主辦，

定於 11 月 18 日及 11 月 19 日於台

北大學三峽校區舉行。

        ( 二 ) 第三屆「會計教育終身成就獎」經

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由林蕙真

教授獲得獎項。

二、國際學術交流事項報告：

        本會推派薛敏正教授、林嬋娟教授、洪

        玉舜教授、 葉淑玲教授、 翁嘉祥教授 (

        論文發表及評論 )、 謝昇峯教授（論文發

        表）於 9 月代表本會參與 JAA 年會。

 三、學刊事務報告：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七卷第一期已於

          7 月 31 日出刊。

◆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 選舉第十四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案。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規

定，應於本次聯席會議中由理事中互選五

名常務理事，監事方面則由監事中互選一

名為常務監事。第十四屆理、監事當選名

單，請參考附件一。

         決議：

         1.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盧聯生 (3 票 )。

         2.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戚務君 (10 票 )、   

             薛敏正（10 票）、林世銘（10 票）、

             蘇裕惠（10 票）、劉嘉雯（10 票）。

二、選舉第十四屆理事長案。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應於

        本次理監事會議中由理事就常務理事

        中選舉新任理事長。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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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薛敏正常務理事（10 票）當選本

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三、 辦理新任、舊任理事長交接。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 一 )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 二 )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 三 )

第十四屆理監事合影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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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導

本會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假台

北大學民生校區 607 研討室召開第十四屆第二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於會議中進行會務報導

及議題討論。

◆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事項報告：        

2021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於 110 年 11

月 18、19 日假台北大學三峽校區圓滿結

束。並頒發第三屆會計終身成就獎予林蕙

真教授。

二、國際學術交流事項報告：

 ( 一 )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林嬋娟主委、翁

嘉祥教授（論文發表及評論人）及謝

昇峯教授（論文發表及評論人）於

110 年 9 月 9 日代表本會參與 JAA 會

計年會。

 ( 二 )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尤琳蕙主委、潘 

健民教授（主持人及評論人）、邱彥

毅教授（主持人及評論人）及余駿展 

教授（論文發表及評論人）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代表本會參與 2021 中華

會計教育學會年會國際交流場次。

三、《中華會計學刊》事務報告：

 ( 一 )  本會舉辦之「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在會計之應用」徵稿活動已圓滿結

束，感謝客座主編林嬋娟教授及各位

主編對論文評選之協助。並於 2021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晚宴，致贈最

佳論文獎得獎作者獎狀及獎金紀念。

( 二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公布「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

結果，本刊評選為管理學門 TSSCI 核

心期刊。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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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 提請確認第十四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工作

計畫。

說明：第十四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工作計

畫，提請理監事會討論並確認，請

參見附件一。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二、提請審核一一Ｏ年度決算案及工作報告。

說明：

( 一 )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三條規

定，將上年度決算案及工 作報告提

送理監事會審核，請參閱附件二及附

件三。

( 二 ) 復因一一Ｏ年度決算未符合免納所得

稅要件，並擬具「一一Ｏ年度結餘

經費流用具體計畫書」及「一一Ｏ年

度經費流用詳細使用計畫書」提請審

議，嗣後提報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

表大會，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三、提請確認一一一年度預算案及工作計畫。

說明：一一一年度預算案及工作計畫， 提

請理監事會討論並確認，請參考附

件五及附件六。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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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名、

永久會員 5 名及預備會員 4 名，請參考附

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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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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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2021 年美國會計協會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舉辦的博士生

論壇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舉辦，

參與的教授及博士生均來自不同的地方，雖有

時差影響，但各位出席的人還是顯得很有活力。

本次會議每一天都會有學者分享他們在各自研

究領域的經驗或是博士生涯的規畫等，且為了

讓各位參與人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溝通交流，

美國會計協會提供社交平台，可以模擬現實中

的會場，透過操作虛擬人物，靠近你想與之交

流的對象，就會聽到他的聲音及視訊畫面，反

之則是逐漸消彌聲音並中斷視訊畫面。

本次會議中，講了許多議題，除了討論研

究，最多的還是與博士生涯發展有關，從生涯

近期到遠程規劃皆有討論。從近期開始討論就

業狀況、人脈網絡等，還有找工作的技巧；而

在找到工作後，如何在職場中生存與發展，同

時也與我們討論生活與工作的平衡，除了學術

往前走之外，也要照顧好自己與家人；接著，

對博士生們最重要的還有發表文章的一些經驗

分享，分享者也都是國際期刊的編輯，在這一

場分享中，實在令人收穫豐富；而在投身教職

的相關經驗，也分享了如何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讓自己與學生可以有良好的互動，達成教學相

長。

 這場會議的另外一個重頭戲是分組報告，

每位博士生都會根據自己的領域來分組，並報告

自己的新想法或撰寫中的文章，且每組會有一

到兩位的帶領教授。我所在的組別是第 21 組，

僅有四個位博士生，領域都與會計資訊相關。

帶領我們的教授是 Miguel Minutti-Meza，在

我們報告各自的文章後，都有提供很好的方向

與建議，實是收穫良多。而在會後，Miguel 

Minutti-Meza 也整理一份審稿人審核文章的一

個檢查清單給我們，這是他多年的經驗，希望

有助於我們往後發表文章時可以盡量避開容易

被退件的點。

  時間：2021 年 06 月 23-25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生李長瑋提供 )

年 會 紀 實

2021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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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很榮幸應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A) 的

邀請 ，參與韓國會計學會 (KAA) 2021 年年會。

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此次會議

除韓國學者外，與會的國際學者皆以視訊的方

式參與。我方係由 TAA 理事長薛敏正教授、主

任委員林嬋娟教授、秘書長葉淑玲教授、國立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曾智揚教授以及本人，以視

訊方式代表 TAA 一同參與盛會，KAA 及日本會

計學會 (JAA) 亦各有數位代表與會。本次研討會

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分二場次舉行。

       第一場於台灣時間

09:30AM~11:00AM 舉行，先由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Makoto 

Kuroki 進 行 論 文 發 表， 報 告 的 論 文 為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Fixed Salary 

Contrac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Local 

Govern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 接 

著 是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曾智揚教授發表的

“Audit Committee Accounting Expert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ole of Analysts 

Coverage”；第 三 位 則 是 由 Professor 

Aaron Yoon 報 告“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ESG News: The Role of ESG Rating 

and Disagreement ”。第二場於台灣時間

13:10PM~14:40PM 舉行，由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Ryosuke Fujitani 先 

進 行 報 告， 發 表 的 論 文 為“Information 

Transfer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in Pandemic 

Era”；接 著 是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的 Mr. David Park 發 表“The Real Effects of 

Mandat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s 

on Conflict Minerals”； 最 後 一 位 為本人報

告“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nd the Winner 

of Government R&D Grants”。

  時間：2021 年 06 月 21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台北大學會計學系邱碩志助理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2021 KAA 年會紀實 ( 一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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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場會議結束後，於 16:30PM~18:00PM 

KAA、JAA 與 TAA 三方所有與會人員，另外進

行了一場學術交流會議。會議中由三方會長輪 

流致詞，並一一介紹各自的與會代表成員。會

議結束前，理事長薛敏正教授亦盛情邀請 KAA 

與 JAA 一同參加下次由 TAA 所主辦的學術研討

會。

最後，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薛敏

正教授之邀請，本人深感榮幸得以與其他優秀

的學者，一同參與此次韓國會計學會所舉辦之

年會。在此次視訊會議中，我獲得了許多寶貴

的評論以及建議，對未來文章修改有極大助益。

此外，此視訊會議亦讓我了解韓國與日本的會

計學者近期的會計研究議題。

2021 KAA 年會紀實 ( 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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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A) 的邀請下，本

人很榮幸參與了 2021 年韓國會計學會 (KAA)

年會。TAA 今年由理事長薛敏正教授、學術交

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秘書長葉淑玲

教授、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邱碩志教授以及

本人代表，一同參與本次 KAA 年會。

今年的研討會受到新冠肺炎 (COVID-19)

及其變種病毒的影響，韓國 KAA 與台灣 TAA、

日本 JAA 的與會者皆是以 Webex 視訊的方式

參與。雖然無法以實體方式進行，仍能感受

KAA、TAA、JAA 與會代表透過遠距方式進行

學術交流的熱情。在主辦單位 KAA 會長 Tae 

Young Paik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帶領

安排下，TAA 與會代表在上、下午各參加一個

場次，由 KAA、JAA 和 TAA 進行發表及評論論

文的國際學術會議。

上午場先由 Makoto Kuroki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論

文為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Fixed Salary 

Contrac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Local Govern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接著是本人發表的 Audit Committee 

Accounting Expert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ole of Analysts Coverage，可

以在國際會計學者前講述自己的論文，真的是

非常的不簡單，而評論人 Sunhwa Choi 教授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的評論，使論文

發表過程畫龍點睛，獲得諸多客觀寶貴的建議，

也讓我得知研究中的盲點。第三位為 Aaron 

Yo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報告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ESG News: The Role of 

ESG Ratings and Disagreement。

2021 KAA 年會紀實 ( 三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1 年 06 月 21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曾智揚助理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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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是由 Ryosuke Fujitani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先進行報告，發表的論文為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in Pandemic Era。第二位則是由 David Park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報告 The Real 

Effects of Mandat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s on Conflict Minerals。第三位

為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邱碩志教授報告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nd the Winner of 

Government R&D Grants。下午場會議結束

後，在 KAA 會長 Professor Tae Young Paik 的

主持下，本次年會所有與會人員一同進行學術

交流，由 KAA、TAA 與 JAA 會計學會的三位會

長輪流致詞，並一一介紹本次各自與會代表成

員。TAA 理事長薛敏正教授並誠摯邀請 KAA 與

JAA 一同參加下次由 TAA 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

非常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薛敏正

教授及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邀

請，本人深感榮幸得以與 TAA 其他代表，一同

參與此次韓國會計學會所舉辦之年會，使自己

能夠從國際專家學者研討過程中，對於自己在

會計學術上得到更多的思考與啟發。雖因疫情

之故僅能以視訊會議方式參與此一盛會，仍認

識一些韓國及日本的優秀學者。從這些學者的

分享中，使我瞭解到當前會計研究主流，同時

交換會計教育工作者的看法，本人受益良多。

2021 KAA 年會紀實 ( 四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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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很榮幸得到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的邀請，

於今年 JAA 年會 International Session 發表論

文及擔任評論人。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研討會改為視訊方式進行。我方有學會理事長

薛敏正教授、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輔仁大學

洪玉舜教授、國立台北大學葉淑玲教授、國立

台灣大學謝昇峯教授及本人與會，與 JAA、

KAA 代表及其他國家與會學者，進行精彩與豐

富的學術研究交流。

本次年會由 JAA、KAA 與 TAA 三個學會

的理事長致詞揭開序幕。接著由名古屋大學

Akihiro Noguchi 教授敘述年會 MOU 的歷

史。之後進行五場論文的發表及討論。首先

登場的是 Ji Seon Yoo 教授發表的著作 “Can 

Ethic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Mitigate 

Aggressive Judgements and Decisions of 

Tax Preparers?”，以 field study 方法，

探討報稅人員道德及利益衝突對其決策的影

響。本人有幸得到拜讀及評論該篇文章的機

會，獲益甚豐。第二篇論文為謝昇峯教授所著 

“A Framework for Auditing Crypto Asset 

Ecosystem”，探討加密貨幣資產審計相關

的新興議題。第三篇論文為 Junjian Gu 教授

所著 “R&D Investment Horiz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探討

前瞻性研發投資與公司未來價值之關聯。第四

篇論文為 Hyunkwon Cho 教授所著 “Does 

Social Media Improve Investors' Trading 

Decisions?” 探討隨社交媒體而來的謠言，

對投資人投資決策的影響。最後，由本人發

表 “Auditor Legal Liabilit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udit Firms”。

2021 JAA 年會紀實 ( 一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1 年 09 月 09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翁嘉祥助理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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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探討會計師法律責任與客戶股價崩跌之間

的關聯。五場論文均探討有趣且重要的議題，

與會學者之間進行了豐富的學術討論。本人也

從中學習了許多，並激發了新的研究思路。

最後再次感謝理事長薛敏正教授及主任委

員林嬋娟教授的邀請，提供我此次難得的機會，

得以參與年會並學習。雖然因疫情關係，無法

與各位學者面對面交流，但幸運的是，透過視

訊的方式，學術交流並沒有因為疫情而中斷。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並衷心期待在下一次年會，

與學術先進們交流。

2021 JAA 年會紀實 ( 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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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很榮幸受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A) 的

邀請，參與 2021 年 9 月 9 日的日本會計學會

年會 (JAA Annual Meeting) 國際場次，本活

動仍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臺灣、

韓國與多數日本與會者採遠距視訊方式參加，

我方由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薛敏正教授、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輔仁大

學會計系洪玉舜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葉

淑玲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翁嘉祥教授，

以及本人在學會的安排下參與。

此次 JAA 年會的國際場次以日、韓與臺三

地會計學會主席致詞為開端，並由日本名古屋

大學 (Nagoya University) Akihiro Noguchi

教授介紹三方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的發展演進史。隨

後的學術論文發表分為兩個場次，上半場首

先由韓國全南國立大學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Ji Seon Yoo 教授報告” Can 

Ethic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Mitigate 

Aggressive Judgements and Decisions 

of Tax Preparers?”，並由國立政治大學會

計系翁嘉祥教授評論。緊接著由本人發表” 

A Framework for Auditing Crypto Asset 

Ecosystem”，十分榮幸能獲得韓國成均館大

學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Hyunkwon 

Cho 教授之評論指教，也回答 Akihiro 

Noguchi 教授的提問。最後，由日本筑波大

學 (University of Tsukuba) Junjian Gu 教授

報告” R&D investment Horiz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隨後

Ji Seon Yoo 教授評論。

下半場由 Hyunkwon Cho 教授報告”Does 

2021 JAA 年會紀實 ( 三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1 年 09 月 09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學系謝昇峯助理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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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Improve Investors' Trading 

Decisions?”，由日本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Katsuhiko Muramiya 教授進行評

論。最後，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翁嘉祥教授發

表”Auditor Legal Liabilit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udit Firms”，

日本東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Fumiko Takeda 教授評論。

由衷感謝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薛敏正

教授及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嬋娟教授之

邀請，能夠有機會參與此次日本會計學會年會

活動、發表論文，並獲得評論者與聽眾的寶貴

意見。相信日本、韓國與臺灣間的會計學術交

流與合作能夠持續穩定發展。

2021 JAA 年會紀實 ( 四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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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NTPU) 與中華會

計 教 育 學 會 (TAA)、 國 際 會 計 教 育 研 究 學 會

(IAAER) 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 星 期 四 ）

及 11 月 19 日（星期五），假國立臺北大學

商學院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 2021 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年會 (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並以”後疫情資訊溝通科

技之會計審計變革”為主題，針對全球各產業

無不面臨新冠病毒（COVID-19）之衝擊與挑

戰，會計產業亦無幸免。再加上數位浪潮一波

一波湧上，致使會計審計在教育面、工作面以

及研究面，亦需嚴陣以待。因此會計教育課程

地圖如何重置、會計審計工作如何運用數位技

能，提升會計人的價值，以及在研究上如何增

進新思維的創新，均是現今數位時代最重要的

課題。因此期能藉由集結海內外專家學者之心

得與洞見，提供學術界暨實務界有關會計審計

未來發展方向。

202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早上 9 點

邀請薛敏正理事長 (TAA)、李承嘉校長 (NTPU)、

President Chalmers(IAAER)、President Usui 

(JAA)、President Yoo (KAA) 以及鄭桂蕙會計

系系主任等貴賓開幕致詞，約 200 位之先進賢

達嘉賓參與開幕。

2021 TAA 年會紀實 ( 一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1 年 11 月 18、19 日

地點：台北大學三峽校區
  ( 本紀實由台北大學會計學系提供 )

年 會 紀 實

開幕致詞 : 薛敏正理事長

開幕致詞 : 台北大學會計系鄭桂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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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者由台北大學會計系薛富井教授擔任主

持引言人，介紹 Schipper 教授之學術研究歷程

與成果，繼之，Katherine Schipper( 杜克大學

特聘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主題：Combining 

Insights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Resolve Vexatious and Recurring Financial 

Reporting Issues，分享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連

動以及應面對認列問題處理思維，是非常精彩

的演講。

        

第二場之專題演講邀請今年榮獲美國會計

學會「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之吳安妮講座

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主講 : 作業價

值管理 (AVM) 與智慧資本價值之關係：AI 之運

用，與會者眾多，國際會議廳座無虛席，分享

內容與會者受益良多，獲得很棒的回響，是一

場成功的專題演講。

四場國外視訊場次，一、Moderator：

Keryn Chalmers (President of IAAER)，

Topic：Standards Sett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Speaker：Leslie Hodder (Advisory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Roger Simnett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Scott Showalter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Donna 

Street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IAAER)。Discussant：C. C. Liu 

(Taiwan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Akihiro Noguchi (IAAER Vice 

President At-Large)；Jongsoo Han (Ewha 

Womans University)。二、Moderator：Y. 

2021 TAA 年會紀實 ( 二 ) 研討會
紀實

專題演講 : 政治大學會計系吳安妮講座教授

-20-



T. Ch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pic：Disruptive Technology & Fraud, 

Assurance Engagements,International Code 

of Ethics and Academic Research。Speaker：

Sachiko Kai(IAASB & Japanes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Gabriella 

Kusz(Strategic Initiative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 Global Digital 

Asset and Cryptocurrency Association)；

Brian Friedrich(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Standards 

Boardfor Accountants)。Discussant：C. C. 

Chou(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Hironori Fukukawa(Hitotsubashi 

University)；Jinhan Pae(Korea University )。

三、Moderator：Chien-Min P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Paper Ⅰ： Auditors'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to Audit 

Risks:Evidence from Content Analyse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s，Speaker： Soo Young 

Kwon (Korea University)；Discussant： 

Chun-Chan Y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aper Ⅱ： Do Accumulated Cooperative 

Experiences with Audit

Partners Affect Audit Quality?  Speaker： 

Chun-Chan Y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Discussant： Soo Young Kwon 

(Korea University)。Paper Ⅲ : Elections and 

Corporate Payout Policy: Evidence from 

Pre and Post Stewardship Code Periods in 

Japan，Speaker： Yusuke Takasu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Discussant： Chien-

Min P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四、Moderator：Yan-Yi Chiou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Paper Ⅰ： Do 

Compensation Committees do what they 

say they do? Speaker： Natalie Kyung Won 

2021 TAA 年會紀實 ( 三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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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IE University)；Discussant： Yusuke 

Takasu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Paper Ⅱ：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and Business Groups on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Speaker： Atsuko Takinishi 

(Sophia University)；Discussant： Yan-Yi 

Chiou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與會之

國內外學者們，經過線上交流，充分討論，交

換意見，成果豐碩。 

大會議程同時安排 7 場實務演講與座談，

包括林素雯審計服務副營運長 ( 安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 主講新冠疫情改變世界，數位科技

驅動審計 - 會計師的查核在疫情蔓延時，議題

涵蓋 1. 新冠疫情及數位浪潮下的審計新挑戰，

2. 數位審計科技之發展，3. 數位科技與審計方

法論的實踐與連結，4. 未來的發展與挑戰。許

林舜會計師 (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主講競爭

優勢之數位創新風險管理與稽核人。吳品均協

理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主講數位浪潮

下的財務功能大進擊！演講大綱 : 1.Future of 

Finance，2. 整合性績效管理架構，3. 財會功能

轉型實務。郭宇帆 協理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主講後疫情時代財會人員的資安挑戰人。

鄭桂蕙主任 (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 ) 主持商業智

能在會計審計的應用，與談人：李威昇副總經

理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孫嘉明主任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 以及莊聖棋總經理

( 兆益股份有限公司 )，分別對 1. 商業智能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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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教學的融入，2.POWER BI 在會計審計的應

用，3. ARBUTUS 在會計審計的應用。林凱薰副

理 ( 台灣經濟新報信用評等部 ) 主講次佳理論下

集團風險衡量 - 集團信用風險參考點 GCRR 之

試行。李冠皓協理 ( 台灣經濟新報信用評等部 )

主講 TEJ 集團觀察家再定位 : GCR 觀察家 - 客

觀描述 TCRI 經營層風險。

本屆大會投稿情況非常踴躍共計 83 篇，將

獲得推薦的論文分為 24 個場次進行論文發表，

主題內容涵蓋企業社會責任、資本市場、審計

與內部控制、公司治理、行為研究、媒體之影

響與其他、稅務議題、 IFRS15、公允價值、人

工智慧大數據、企業政策、風險管理以及醫療

管理與其他。涵蓋議題極為廣泛，並經由嚴謹

的審查制度與專家學者評議，選出本研討會之

最佳論文，於研討會之晚宴，頒發最佳論文獎，

完成一場豐富的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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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Session 4.1 - Plenary 

Session B 

Panel Discussion Topic: Disruptive 

Technology & Fraud, Assurance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l Code of Ethics 

and Academic Research 

Taiw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invited professionals and researchers 

from standard-setting bodies and 

academia to share their insightful views 

on the emerging issue regar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The panel included three professionals: 

Ms. Sachiko Kai from IAASB & Japanes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Ms. 

Gabriella Kusz from Strategic Initiative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and Mr. Brian Friedrich from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Standards Board for Accountants. The panel 

members mainly focused their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three topics. 

1. What are 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 

that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Ms. Kai started by noting 

that many 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 

may impact the future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She mentioned that IAASB 

currently has a project named Disru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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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which aims to prepare 

the Board for technology disruption 

transforming audit and assurance. In this 

project, the Board has identified nearly 20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ies and mapped 

these technologies by the scale of how 

significant they will impact on audit and 

assurance, as well as possible timeline. Ms. 

Kai highlighted that certain technologies 

are expected to have a momentous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 and some of them are 

already been used by auditors. For example, 

blockchains for digitizing ledgers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presents a potential 

disruption to audit and assurance, but also 

presents a high barrier to adoption due to 

the need to build a participant ecosystem 

and transition to the technology. Moreover, 

certain technologies may come faster than 

expected driven by the client adoption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by covid-19 pandemic, the 

auditors accelerated remote auditing 

by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checking 

information via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checking physical items via drones and 

cameras.

Ms. Kusz concurred that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re bringing 

massive changes to the way the world 

does business. She used a very tangible 

exampl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s a 

model for how and in what manner we may 

see modifications to the audit profession. 

Specifically,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can provide the immutable record of 

transactions almost immediately, and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inuous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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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nsidered a potential outcome of 

the adoption of this technology. While 

“real time assurance” is a foundational 

change to audit and accounting practices,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provide auditors 

with great opportunities to offer more value 

added work to their clients on an ongoing 

basis. 

2.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in an era of complexity and 

digital change? 

In this disruptive digital era,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is often both 

complicated and complex - modern 

technology frequently interconnects 

systems in ways that result in less 

transparency and, sometimes, negative 

outcomes if the humans involved, 

particularly in the design stage, don’t think 

things through. As a result, discussions are 

referring quite frequently to the need for – 

and opportunities for – Ethical Leadership. 

As pointed out by Mr. Friedrich,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we’re not just 

speaking with the partners in the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here – ethical leadership 

happens at all levels within our teams and 

whether in public practice, industry, the 

public sector or academia.” In respond 

to this need, he further mentioned, the 

IESBA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has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with stakeholders about ethical leadership 

issues related 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complexity, and ethical 

leadership, the IESBA has been work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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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Canada, ICAS and IFAC to put together 

a variety of resources for the profession 

that address these topics. This particular 

stream of resources is based around the 

following four key themes that stakeholders 

have repeatedly voiced during the IESBA’s 

global outreach with stakeholders. 

● The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a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societal forces intertwine. Society 

today expects that all organizations 

consider broader stakeholder well-

being as a critical piece of long-

term success and sustainability. New 

technology leads to both reporting 

challenges for the accountants in 

the company, as well as challenges 

in auditing the reported information, 

especially until common standards 

have been settled on. 

● Technolog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the profession. 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re the 

source of fabulous opportunities and 

innovation, but are also fraught with 

ethics challenges. Those challenges 

relate to top-of-mind issues of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but also in 

terms of facing very difficult ethics 

questions about how – and even 

whether – certain technolo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need to 

harness technology to achieve its 

benefits, but also ensure we retain 

adequate controls over how and when 

we allow autonomy. 

● The digital era has radically altered 

how we generate, dissemin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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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 and use information. It’s 

essential that for PAs to recognize the 

threats to objectivity and to produce 

balanced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and perspectives. Many stakeholders 

believe that account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rally addressing 

mis- and disinformation that is not 

limited to financial information. 

● While technology develops a greater 

ability to supply technical expertise, 

accountants need to develop new 

skill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have meaningful discussions 

with data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so on. Those discussions will then be 

taken throughout organizations and 

with clients. Even more importantly, 

accountants should hon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IT systems to emulate. For example, 

self-awareness, adaptability, empathy, 

and interpreting nuance and context 

are skills that help CPAs stay relevant 

as a profession. To add value in this 

complex, digital world, accountants 

should emphasis those skills, values, 

and ethics when developing ethical 

leadership. 

To conclude, Mr. Friedrich stated 

that “All of ou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have to include a framework for apply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o help 

support public accountants in their roles 

as competent, ethical, and trusted advisors 

and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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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would the new and revised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s guide the 

audit profession to focus on quality and 

commit to rigorous ethical standards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of technology? 

Ms. Kai addressed this question 

b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Quality Management (ISQM) 1. She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s 

that relate to this topic in ISQM 1. First 

of all, in the component of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the firm is requires to 

establish a quality 4 objective that the firm 

demonstrates a commitment to quality 

through a culture that exists throughout 

the firm, which recognizes and reinforces 

the firm’s role in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by consistently performing quality 

engagement. Secondly, as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ndard, ISQM 1 

introduces a new requirement addressing 

the use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Under the ISQM 1, the firm considers 

what resource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re needed, whether they are 

appropriate, and how they are used and 

maintained. Lastly, ISQM 1 requires the 

firm to establish policies or procedures 

to identify information that indicates 

changes are needed. If such information is 

identified, the firm is required to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and when appropriate, 

establish additional quality objectives, or 

modify any additional quality objectives, 

and modifies or adds to the quality risks and 

responses. These provisions on technology 

are also relevant to the engagement level. 

She concluded that these aspects,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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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guide the audit profession to focus 

on the firm’s role to perform quality 

engagement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of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o this discussion, 

Ms. Kusz further provided following 

suggestions as to what the profession can 

do to seize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remain 

aligned with ethical standards and good 

practices. 

● Participate in a structured learning 

experience: There are many 

associations and third party vendors 

which offer introductory courses to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se can 

provide an easy way to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al aspects 

of the technology and may even 

provide more specific insight into how 

exactly the practice of audit may be 

shifting. Further, by 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of the technology, how 

it functions and the impacts it may 

have you will likely better understand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areas 

where the technology may push the 

bounds of ethical standards and good 

practices. 

● Read, read, read! The first 

recommendation from insiders to 

non-developers is to tr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Section 1–6 of 

Satoshi Nakamoto’s whitepaper,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Regardless as to your 

thoughts or perspectives on Bitcoin 

or cryptocurrencies – the true value 

of reading such a paper is the very 

useful explanation of 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works and why and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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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created. Furthermore, a quick 

Google search will turn up a variety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edia 

options. Even if 5 just an hour per 

week reading a short article on the 

subject and where it is heading may 

be very helpful to maintaining pace 

with the changes in this space. 

● Be mindful in reflecting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Consider how and in 

what manner the ethical standards 

and guides apply to the technologies 

being applied. Although they may 

be new and complex – they can and 

should be kept in check by ethical 

principles. Ensure that you and your 

firm / association is reflecting and 

consid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ethical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s influence 

in this area. 

● Go to events and network: The last 

piece of advice is to go to events and 

network on the subject. Many times 

we attend conferences on blockchain 

or AI / ML and accountancy. Go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 attend academic, industry 

and other lectures that consider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 

advancement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 panel discussion 

was then wrapped up with a Q&A 

session, for which three professors 

from academia were invited to ask 

questions and provide feedback. 

Discussants included Dr. ChiChun 

Chou,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Monterey Bay, Dr. Hironori Fukukawa, 

Hitosubashi University, and Dr. Jinhan 

Pae, Kore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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