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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又到了問候大家的時刻，「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的影響跨入第三個年度的同時，突如其來的俄烏戰爭，

又對全球經濟、政治與環境帶來巨大衝擊，期盼可儘速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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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TAA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將於今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台南成功大學舉辦。感

謝共同主辦單位，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在周庭楷主任帶領下，協助規劃。本次研討會的主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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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會議中將邀請兩

位主講者，首位是任教於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知名會計學者

Professor Clive Lennox，另一位主講者則是任教於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的知名學者，

Professor Divesh Sharma。年會中除了學術論文的發表外，亦安排了許多實務研討的活動。

此外，會議中將安排的國際場次單元，除了兩場與南韓會計學會 (KAA) 及日本會計學會 (JAA)

的學術交流外，特別邀請「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 (ISSB)」委員，前 KAA 理事長，南韓成均館

大學 Professor Tae-Young Paik 進行專題演說，介紹最近 ISSB 準則的發展，同時安排一場

以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 (ESG) 及企業社會責任 (CSR) 為主題的座談會。研討會的

詳細議程正在規劃中，將於近日內公告。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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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明年即將採行的審計品質指標 (AQI) 與會計師事務所透明度新規範，今年中 (6/17)

學會安排了一場與審計品質指標有關的審計實務論壇。論壇共分為兩部分，一為專題演講，

另一部分為專題座談。論壇中邀請金管會證期局會計審計組黃仲豪組長，以及政治大學會計

學系戚務君教授擔任兩位專題主講者，依序介紹國內及國際間相關制度發展近況。專題座談

部分則邀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林嬋娟教授擔任主持人，與談人除了兩位專題講者，黃仲豪組

長與戚務君教授外，還有東吳大學會計學系蘇裕惠教授、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營運長

黃建澤會計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倩慧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控長梁

益彰會計師，以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品質負責人顏曉芳會計師等。論壇順利圓

滿，同時獲得許多正面、積極的回響與鼓勵。

另有一件好消息與所有的會員分享，本會前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政治大學講

座教授吳安妮老師，於日前獲頒由美國會計教育學會 (AAA) 所頒之第 50 屆「傑出會計教育

家獎」，係此獎首次頒予亞洲學者。再加上於去年底和今年中獲頒由 AAA 國際會計 (IAS) 與

管理會計 (MAS) 領域所頒之「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與「管理會計終身貢獻獎」，集三

大桂冠於一身，恭喜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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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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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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卷第 1 期已於 2022 年 7 月順

利出刊，同卷第 2 期仍在積極規劃中，謝謝廖總編輯領導的團隊。

本會推薦，臺灣大學博士生張修瑋同學參加在美國達拉斯舉辦的 2022 年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論壇，活動順利且張同學已平安返國。不久前又接獲 AAA 通知，邀請學會推

薦 2023 年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的人選，正委由學術交流委員會進行徵選中。

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大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秩序，無人不渴望早日回歸常軌，多留意與

關心您自己、家人與周遭朋友的健康與生活，堅信明天會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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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敏正 敬上

November 13, 2022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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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111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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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至 111 年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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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決算報告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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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0/08/30)

●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0/01/20)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 一 ) 會計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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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會計實務論壇。

(110/06/11)

( 三 ) 學術交流委員會

●參與 2021 KAA 年會。(110/06/21)

●參與 2021 JAA 年會。(110/09/09)

●參與 2021 TAA 年會國際交流場

次。(110/11/19)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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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學術研究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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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七卷第一期出

刊。(110/07)

● 獲科技部 111 年補助其刊編輯費用

核定。(110/12)

● 中華會計學刊評選為 TSSCI 核心期

刊。(110/12)

●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七卷第二期出

刊。(110/12)

● 推薦參與第十二屆聯電機營管理論

文獎，得獎作品佳作 2 篇。

( 五 ) 秘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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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十四屆理監事選舉。（110/08/23）

●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暨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

（110/08/30）

● 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會聯席會議。

（111/01/20）

● 第十四屆第一期會訊出版。（1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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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個人會員

及 4 位預備會員。

會務
報導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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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導

◆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一、110 年度決算報告、結餘經費運用具         

        體計畫書及經費運用詳細使用計畫書 

        提請通過案。

      決議：通過學會擬定之決算報告結餘經費運

用具體計畫書及經費運用詳細使用計畫書，

並於一個月內送交內政部備查。

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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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內送交內政部備查。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要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 一 )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 二 )

第十四屆會員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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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假台北大

學民生校區會計系研討室召開第十四屆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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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學會一一一年度一月至九月之資產

        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收支預決算表彙

        總，請參見資料二。

二、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事項報告：

        2022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將於 111

        年 12 月 2、3 日假成功大學舉辦。並邀

        請 Clive Lennox 教授及 Divesh Shar

        ma 教授擔任 keynote speaker， 相關

        報名訊息已於學會網站公告周知。

三、國際學術交流事項報告：

( 一 )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尤琳蕙主委、賴

淑妙教授 ( 論文發表及評論人 ) 及薛

明賢教授 ( 論文發表及評論人 ) 於 111

年 6 月 23 日代表本會參與 KAA 會計

年會。

( 二 )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尤琳蕙主委、葉

淑玲秘書長及鍾宇軒教授 ( 論文發表

及評論人 ) 於 111 年 8 月 27 日代表

本會參與 JAA 會計年會。

( 三 ) 本會薛敏正理事長、尤琳蕙主委 ( 兼

任主持人 )、張祐慈教授 ( 主持人 )、

洪玉舜教授 ( 主持人 )、林孝倫教授 ( 主

持人 )、廖麗凱教授 ( 論文發表及評論

人 ) 將於 12 月 2 日代表本會參與 TAA

年會國際交流場次。

( 四 ) 經學術交流委員會委員甄選審核

後，推薦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張修瑋

博士生代表本會於 111 年 6 月 15 日

至 18 日出席 2022 AAA Doc toral

Consortium 會議。

四、學刊事務報告：

        《中華會計學刊》第十八卷第一期已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出刊。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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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一、 提請確認一一二年度預算案及工作計

         畫。

         說明：一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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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及附件二。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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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永久會員 4 名及預備會員 12 名，

        請參考附件三。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 一 )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 二 )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要

會務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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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紀實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A) 於 111 年 6 月

17 日辦理審計實務論壇，會中邀請學者、會計

師與主管機關對於國內即將實施之審計品質指

標 (AQI) 的建構與影響進行專題演講與座談，

AQI 已蔚為國際趨勢，金管會發布之 AQI 揭露

架構包含 5 大構面及 13 項指標，旨在提供審

計品質之參考資訊，希望能透過此架構將抽象

的審計品質量化呈現，藉以開啟審計委員會與

會計師之間的對話，作為審計委員會遴選會計

師之參考。學會亦藉由論壇之舉辦，透過產官

學界的交流與溝通，期能為台灣審計市場品質

提供更完善之建議。

        本次論壇共分為兩部分，一為專題演講，

另一部分為專題座談。共有兩位專題演講者，

分別是金管會證期局會計審計組黃仲豪組長，

與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戚務君教授；專題座談部

分，很高興邀請到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林嬋娟教

授擔任主持人，與談人則有，金管會證期局會

計審計組黃仲豪組長、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戚務

君教授、東吳大學會計學系蘇裕惠教授、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營運長黃建澤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倩慧會計師、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控長梁益彰會計師，以

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品質負責人

顏曉芳會計師。

        專題演講中，黃仲豪組長首先介紹 AQI 推

動的背景與國際間推動 AQI 的做法，並說明我

國 AQI 之挑選方式，主要參考新加坡、美國、

南非與瑞士之指標，同時在篩選 AOI 指標時主

要考量攸關姓、容易詮釋、可驗證性與成本效

益四個標準。其次，黃組長分別針對我國 AOI

  時間：2022 年 06 月 17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台北大學會計學系葉淑玲助理教授及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黃宛汝查帳員提供 )

年 會 紀 實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2022 年審計實務論壇紀實

- 審計品質指標 (AQI) 的實施與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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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構面 13 項指標說明各項目之衡量重點、

細項指標、指標解讀與評估重點。最後說明有

關會計師事務所透明度報告晚用情形與揭露重

點。第二場專題演講中，戚務君教授首先針對

AQI 之背景與審計品質定義進行說明，其次分

別介紹美國、新加坡、南非、加拿大、瑞士、

英國等國家 AQI 的立場與管制機構之觀點，最

後，戚教授強調公司端在運用 AQI 時，務必須

與事務所進行對話與溝通，避免對 AQI 於運用

及解讀上之誤解。

專題座談之內容則摘述如下：

        AQI 判讀之隱憂

AQI 數值之高低不必然表示審計品質的良

窳，指標的解讀與使用須經審慎考量，否

則指標意涵恐有被誤解之虞，甚至可能成

為審計委員會更換會計師的考量。此外，

AQI 之類型與數量須根據受查公司、事務

所、查核案件量身訂製，除了量化分析之

外，尚須質性指標的配合，以及相關情境

的配套，僅靠 AQI 無法充分傳達審計品質。

因此，分析運用 AQI 指標時，宜綜合考量

各指標之意涵與情境。

        AQI 之可比性

可藉由趨勢分析建置 AQI 合理值，透過提

供合理的參考區間，能有助於分析審計品

質之變化趨勢與跨事務所間之差異，另可

透過產業別 AQI 的建置提升各指標之可比

性。惟在檢視 AQI 比較期間、審計品質之

變動趨勢時，何謂好的變動趨勢？以及年

度比較、同業比較應如何解釋較為合適，

尚待研議。

        是否應強制公開 AQI

由於各事務所的營運方向、升遷政策不盡

相同，指標的分析過程亦須視客戶情況而

定，關於 AQI 數據背後的故事，在分析解

讀上應更嚴謹，因此事務所認為暫時不適

合強制公開。學者建議金管會可嘗試揭露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2022 年審計實務論壇紀實

- 審計品質指標 (AQI) 的實施與影響 -( 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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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層級 (firm-level) 之 AQI 資訊，另

針對審委會對合夥人層級 (partner-level)

AQI 之需求，建議金管會可提供參考格式，

作為審委會選任或續任會計師之參考依

據。

        AQI 之衡量構面廣含產業經驗、年資、

獨立性、過往審計品質的表現，透過事務

所提供之 AQI 資訊，將能協助公司了解會

計師承接案件之工作量，可促進審計委員

會與會計師間的有效溝通，作為綜合評估

事務所及簽證會計師審計品質之參考。由

事務所之回應可見，四大已根據 AQI 擬定

因應措施，並將之作為內部績效管理的指

標，建議四大可將 AQI 資訊的蒐集過程分

享予非四大，可使未來中小型事務所 AQI

之推行更具效率。此次論壇由學者、事務

所、監理單位三方共同參與，期盼未來能

有業界代表與會討論，共同針對 AQI 之推

動及影響進行充分溝通與互動。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2022 年審計實務論壇紀實

- 審計品質指標 (AQI) 的實施與影響 -( 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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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國會計學會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舉辦的博士生論壇

(Doctoral Consortium)，除了會邀請近 100 

位全球會計博士生至 Deloitte University 進行

學術交流外，還會安排博士生與數位會計界頂

尖學者進行晤談、討論及諮詢，行程滿檔，內

容充實，很榮幸今年我是那百分之一。AAA 博

士生論壇的主要目標，係通過透豐富並加強博

士生的教學及研究經驗， 以提高博士生於未來

投入會計教育界的教學品質，及從事學術工作

的研究品質。

從今年 AAA 對於 Doctoral Consortium 

的行程細節安排上，可以看見 AAA 對於博士生

未來職涯發展及研究著作發表的重視。美國會

計學會秘書 ( 從今年 3 月起就藉由 email 細心

地提醒我們，什麼時間應完成什麼事。如：回

報班機抵達時間、調查飲食偏好、

確認疫苗施打狀況、提醒研究報告是否完

整地上傳、調查我們想向哪位教授請益、調

查我們於 Q&A 想問的問題 ( 例如： 研究、

職涯及 work-life balance 等 )，並提前寄發 

Assignments 供我們事前閱讀，也於信件中提

醒我們應「認真閱讀」並要「踴躍發問」。值

得一提的是，特別感謝 Deloitte Foundation 

及 J. Michael Cook 贊助參與所有博士生機票

錢、住宿費及 COVID- 19 檢測費，多虧有了他

們事先完整地安排（如派員至機場出境大廳接

送、供提前抵達人員調整時差等），我們才能

擁有豐富、充實及難忘的赴美研討之旅。

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2 年 06 月 15-18 日

  地點： 美國德州 Deloitte University
  ( 本紀實由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生張修瑋提供 )

年 會 紀 實

Deloitte University 湖畔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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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Consortium 的開始時間是 6 月 

15 日的下午五點半，美國會計學會提供參與

博士生提早一天報到的選項。台灣跟美國的

時間相差近 12 個小時，為了提早調整並適應

時差，我於 6 月 15 日的上午八點抵達並完成

報到。在完成報到後，我簡單地在 Deloitte 

University 四處晃晃，認識周邊環境，我非常

驚訝這裡竟然擁有超高規格的會議室、討論室、

交誼廳、住宿設施及完整的周邊服務，果然是

貴為 Deloitte US 的首席訓練中心。在抵達我個

人接待房間後，此時的我早已疲憊不堪，疲勞

感湧現，在經過簡單的盥洗後，我隨即進入夢

鄉 ( 我自台灣桃園機場出發後，經由 LA 轉機至 

Houston 再轉至 Dallas，總計抵達目的地總耗

時約 36 小時 )。

 Deloitte University 所提供的會議餐點相

當豐富，亦有 Starbucks 進駐服務，還有位於角

落的 Dessert Station，只要你是掛上 Doctoral 

Consortium 辨識牌的參與博士生， 所有的食

物都是任你享用的 (All you can eat!)。

第一天的晚宴行程自 6 月 15 日的晚上六

點開始，開場由今年 AAA 主席 Yonca Ertimur 

進行晚宴的 Welcome & Introduction，主席

特別邀醒來自 University of Northern Florida 

的 Mark C. Dawins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主要

的內容是介紹 AAA 博士生論壇的歷史簡介，

並 Mark 教授也分享到他 20 年前也是在座的其

中一分子，他提醒我們要享受會議期間的每一

刻，除了藉由 Keynote Speakers 精心準備的

分享議題外，更需要結交一樣熱愛學術研究的

朋友，因為這些新朋友未來都有可能成為我們

的潛在研究合作夥伴。晚宴後，主席請我們根

據手冊上的分組名單，各自到指定會議室進行

集合。由於各博士生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透

過編制將相同研究領域之博士生進行分組，同

時指派一位指導教授主持。每一位博士生皆會

於分組時間向指導教授及小組成員進行簡報分

享。我被分派至 Group 6，係關於與會計資訊

揭露有關的組別，指導教授為來自 University 

of Georgia 的 John Campbell 教授。

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 續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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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次報告的題目是「The Moderating 

Role of Accounting Quality under the Tariff 

Shock- Evidence from U.S.-China Trade 

War」。我非常感謝 John Campbell 教授及所

有與會的博士生所提供的寶貴建議，他們珍貴

的提問及思維，幫助了我的研究論述更為完整。

對我來說，藉由這趟 Doctoral Consortium 之

旅，能夠認識這一群熱愛會計學術研究新朋友，

真是值得！

   

會議第二天早上，來自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的 Brian P. Miller 教授分享當前 

Financial Markets Research 最新研究進展，

Brian P. Miller 教授提醒諸位博士生，不要讓

「已經發表的」會計期刊限制了我們的思考，

如果我們永遠只是去挖掘已過文獻，但卻未能

擴展當前研究未知領域，那我們將無法對當代

會計研究做出顯著且實質的貢獻。隨後，來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 Ed deHaan 教

授分享博士生職涯規劃 (Early Career)，他開場

白嚴肅的說到：「根據我的調查，平均每年能

從美國會計博士班畢業並順利取得教職的，僅

有百分之五。」聽到教授這樣的開場白，會議

現場頓時異常地安靜。但他接著說：「根據我

的調查，平均每年能順利參加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的博士班學生，皆為各校最傑出

的博士生，所以恭喜你們，在座的每一位都是

那百分之五。」此話一落，與會者露出燦爛的

微笑。Ed deHaan 教授提醒我們，永遠要在 

Research Work 跟 Life & Family 之間取得一個

完美的平衡，千萬不要一直埋首在研究堆中，

而忘記享受生活。雖然需要隨時要設立目標以

提醒自己往前，但在目標達成後，要適時的給

予自己獎勵！

下午場，AAA Doctoral Consortium 安排

Group 6  博士生團照

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 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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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關於 Work-Life Balance & Early Career 及 

Job Market and Networking 的晤談時間，

教授會針對與會者的提問，逐一回覆並提供個

人觀點。我發現，大家普遍問的都是關於 Job 

Market 的問題，以及投稿的經驗談，雖然我個

人是將未來工作目標設定在台灣的各大專院校，

但從他們的提問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來自美國

頂尖大學博士生的競爭氛圍，期許自己擁有像

他們那樣強烈的進取心，以隨時督促自己成長

茁壯。

爾後幾天的會議行程，AAA Doctoral 

Consortium 安排了會計各子領域中的傑出學

者，進行、回顧及報導。在審計方面，來自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 Chris E. Hogan 

教授向我們分享關於 Audit Research 的最新

議題現況。在管理會計方面，來自 Harvard 

University 的 Susanna Gallani 教授及來自 

University of Arizona 的 Jayanthi Sunder 

教授共同分享關於 Managerial Accounting 

Research 的最新議題報導。在關於會計系統方

面，來自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 

Daniel E. O’Leary 教授分享 AI 人工智慧在現

今會計資訊系統中的主要近況及限制。在實驗

行為方面，來自 Emory University 的 Kathryn 

Kadous 教授分享了關於 Experimental 

Methods Research 的最新研究現況及議題。

演講內容甚為豐富，族繁不及備載。這是我頭

一次親眼看見，那些曾經出現在「博士資格考」

papers 的作者們，活生生地站在講台前向我們

演講並分享，對我來說真的是相當特別的經歷！Q&A 時間

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 續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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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紀實 ( 續 ) 研討會
紀實

對我來說，這趟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最珍貴的就是在餐廳或是飲料吧認識的新朋

友，我也認識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台中人：正在 

Drexel University 攻讀會計博士博五的 Li-Jen 

Chen (Chase)。在遠在異鄉的美國，能夠遇到

同樣來自家鄉的朋友，這種感覺真的相當特別！

我也結識了來自美國、韓國、土耳其及荷蘭的

新朋友，聽聽大家一起分享念博士班的心路歷

程，彼此鼓勵，並交流各自研究領域的想法，

即所謂「高山流水遇知音，彩雲追月得知己」。 

Doctoral Consortium 最後一天，主席 

Yonca Ertimur 溫馨的給予我們在座的博士生

鼓勵，期許我們將來都能在 AAA 所舉辦的大

小學術型研討會，再次見到彼此，各自一同為

會計學術界努力，並做出實質貢獻。在主席的

鼓勵及大家的掌聲下，我們這群來自各國的會

計博士生們，在歡笑中離開了會場，各自奔回

自己的研究崗位，繼續完成我們手邊未完成的

研究論文。最後，祝福每一位參加 2022 AAA 

Doctoral Consortium 的博士生們，我們都能

「順利完成論文，順利投上期刊，順利畢業，

順利找到工作」。

Chris E. Hogan 教授分享審計議題研究 

與 Li-Jen Che 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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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學會理事長薛敏正教授 ( 台北大

學 ) 與尤琳蕙教授 ( 台灣大學 ) 的邀請，讓本人

有機會能參 2022 年韓國會計學會 (KAA) 年會。

KAA 年會的國際學術會議場次是由韓國 KAA、

台灣 TAA、以及日本 JAA 的專家學者一起共同

參與，今年 KAA 的國際論文發表場次安排於 6

月 23 日下午，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

的影響，各國的與會者透過遠距視訊方式參與

KAA 年會。在 KAA 理事長 Jong Kwon Ko 教

授 (Hanyang University) 的安排下，KAA 線上

研討會提供了一個流暢的平台，讓參與者分享

研究成果，交換意見與心得。

第一場次，由尤琳蕙教授擔任主持人，第

一篇文章由本人進行發表，發表的論文題目為

Management Quality and Carbon Emission 

Disclosures。與國際學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

果，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與經驗，也是發表能

力的累積。文章的評論人 Eugenia Lee 教授

(Sejong University)，提供的書面評論資料專

業且完整，其指出文章中潛在的問題，提供

不同面向的見解，也針對實證方法給予寶貴的

建議，有助於提升論文的品質與學術貢獻，

受益良多。第二篇文章的發表人為 Kwangjoo 

Ko 教授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主題為 Managerial Ability and Growth by 

Internal Intangible Assets。評論人為 Frendy

教授 (NUCB Business School)，第三篇文

章 Employing String Similarity Metrics to 

Estimate Partners’ Continuity at the Audit 

Team Level，發表者是 Frendy 教授 (NUCB 

Business School)。

第二場次的主持人為 Hyonok Kim 教授 

(Tokyo Keizai University)，第一篇論文

2022 KAA 年會紀實 ( 一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2 年 06 月 23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海洋大學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賴淑妙助理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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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Partners’ Co-working 

Experience and Audit Quality: Groupthink, 

Smooth Communication or Both? 由

Hyonok Kim 教授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發表，評論人為 Kwangjoo Koo 教授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本人在

該場次中擔任第二篇論文的評論人，該篇論文

的發表人為 Hee-Yeon Sunwoo 教授 (Sejong 

University)，論文題目為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ESG Rating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ssu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閱讀這篇論文可

發現，作者由不同觀點切入去看 ESG Ratings

對資金成本的影響，有趣且有創見。第三篇論

文由來自彰化師範大學的學者薛明賢教授發

表，其論文主題為 Who is More Beneficial 

to Diversified Businesses’ Innovation? 

Executive Directors Versus Board 

Professionalism? 該篇評論人為 Hyonok Kim

教授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綜合而言，由這些國際論文發表中，可以

洞察到當前國際會計學者所重視的研究議題，

特別是在 ESG、會計師合夥人以及創新等面向

之相關研究議題，從中學習到更多專業知識，

拓展國際研究視野。此外，每位國際學者在報

告資料的呈現與口頭發表的闡述，皆展現了高

度專業性，非常值得學習。再次感謝學會給予

本人論文分享機會，在會議中認識了多位來自

韓國與日本的優秀學者，期待未來有機會可以

再與這些學者進行教學及學術交流。

2022 KAA 年會紀實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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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韓國會計學會 (KAA)

年會。TAA 今年由理事長薛敏正教授、國立台

灣大學尤琳蕙教授、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賴淑妙

教授、以及本人代表，一同參與本次 KAA 年會。

今年的研討會亦受到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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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夠感受到 KAA、JAA 和 TAA

與會代表透過遠距方式進行學術交流的熱絡。

在主辦單位 KAA 的安排之下， TAA 與會代表

在參與下午二個場次，由 KAA、JAA 和 TAA 進

行發表及評論論文的國際學術會議。

下午場第一場先由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賴淑妙教授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文章為

Management Quality and Carbon Emission 

Disclosures。第二篇接著是 Kwangjoo Koo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進行論文

發表，報告的文章為 Managerial Ability and 

Growth by Internal Intangible Assets。第

三篇是由 Frendy (NUCB Business School)

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文章為 Employing 

String Similarity Metrics to Estimate 

Partners' Continuity at the Audit Team 

Level: Determinants and Its Effects on Audit 

Outcomes。本人在本場擔任第三篇文章的評

論人。第三篇文章探討日本簽證會計師輪調對

於審計品質、公費、審計意見發佈時點的影響。

無論是從研究動機的論述、假說的成立、研究

的設計中，作者完整札實的寫作，讓我在閱讀

文章與撰寫評論的過程中獲益良多。

2022 KAA 年會紀實 ( 二 )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2 年 06 月 23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薛明賢 助理教授

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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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第二場是由 Hyonok Kim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進行論文發表，發表的文

章為 Engagement partners' co-working 

experience and audit quality: Groupthink, 

smooth communication or both?。第

二篇接著是 Hee-Yeon Sunwoo (Sejong 

University) 進行論文發表，發表的文章

為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ESG Rating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ssu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第三篇為本人發表的文章 Who is 

More Beneficial to Diversified Businesses’ 

Innovation? Executive Directors Versus 

Board Professionalism? 評論人為 Hyonok 

Kim (Tokyo Keizai University)。Kim 教授的評

論對我們文章未來的修改有非常大的幫助。很

感謝 KAA 安排這麼專業與熱心的教授擔任我們

文章的評論人。

        

此次受理事長薛敏正教授的邀請能夠有機

會與 TAA 代表教授們一同參與 2022 年 KAA 國

際年會，本人非常榮幸。從參與年會的過程中，

學習到許多來自國際專家學者們的創新研究議

題與豐富的研究方法，啟發我更多研究的靈感

與思考。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參與實體的盛

會，認識優秀的國際學者，有點可惜。但是此

次有幸參與研討會，受益良多，十分感謝。

2022 KAA 年會紀實 ( 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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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會計圈的國際學

術交流活動也逐漸熱絡起來，後學今年度非常

榮幸獲得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TAA) 的邀請，在

薛敏正理事長、學術交流委員會尤琳蕙主任委

員及葉淑玲祕書長的帶領下，參與了 2022 JAA 

年會的 International Session，並同時擔任發

表人與評論人。此為後學在 2016 年於 TAA 年

會 International Session 進行發表後，再一次

參與此項國際交流盛事。雖然，今年度仍受疫

情影響，採取線上視訊方式進行會議，但來自

台灣 TAA、日本 JAA 與韓國 KAA 的與會學者，

均在 8/26 的開幕式及 8/27 發表場次中共襄盛

舉且熱情參與，發表人、評論人及與會者之間

的回饋與交流相當熱烈，活動相當圓滿成功。

本次年會於 8/26 進行開幕式，分別由 JAA

的 Akira Usui、KAA 的 Seung-Weon Yoo 及

TAA 的薛敏正理事長進行致詞與介紹與會人

員，為研討會揭開序幕。緊接著在 8/27 則為本

年度 JAA 年會之正式會議，其中 International 

Session 區分為兩個時段並進行四篇論文的發

表及討論。第一篇文章是由 Il Joo Kang 教授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所

發表的” Is the Market efficient to integrate 

CSR Information?” 該研究檢視了企業社會

責任績效分數與股價之間的關聯性，並發現企

業社會責任績效分數與公司股權價值存在系

統性偏誤，尤其是分析師相較於市場投資者更

容易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產生過度反應。該

研究從資訊使用者角度觀察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資訊的作用，提供瞭解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效

果。再者，第二篇論文則由後學發表” The 

2022 JAA 年會紀實研討會
紀實

  時間：2022 年 08 月 26-27 日

  地點： ( 線上視訊會議 )
( 本紀實由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鍾宇軒助理

教授提供 )

年 會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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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Proximity to Political Power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s” ， 該

篇文章以台灣市場為主體，探討公司總部愈接

近政治權力是否會影響到公司投資政策，結果

發現公司愈接近政治權力時，此種間接性的政

治關聯會提高公司投資行為。後學相當感謝

評 論 人 Ryosuke Fujitani 教 授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及場次主持人 Atsuko Takinishi 教

授 ( Sophia University) 給予本研究從經濟視野

與會計角度的改進建議，獲益良多。

再者，第三篇文章是由 Makoto Kuroki 教

授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發表” Family 

Governance and Labor Cost Behavior : 

Ev idence  f rom Pr ivate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該研究以日本家族管理的私立

學院和大學為樣本，分析家族企業如何於組織

內從事勞動成本管理，結果發現非營利組織因

缺乏盈餘獲利壓力且存在無法觀察到的目標，

造成對於勞動成本的管理與調整較為困難，致

使在家族董事追求自利而損害員工權益時，增

加勞動成本的不對稱程度。該研究檢視家族經

營私立學校的員工管理問題，屬連結治理機制

與管理議題的文章，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具一

定參考價值。最後，則是由 Sun-Moon Jung

教 授 (Dongguk University) 發 表 ” Socially 

Oriented Misreporting in Mission-Driven 

Firms”，該研究以韓國的社會企業為研究對

象，發現社會企業為了獲取輔助及支持，會有

增加社會績效及降低會計績效的情形。由於社

會企業已成為近年的熱門議題，該研究提供了

另一種企業類型在追求績效目的不同需求下，

會反映出對於績效管理之差異。

今年度 JAA 年會的 International Session

所發表的四篇論文都各具特色，探討了重要及

有趣的主題，尤其是主辦方的用心並對於議程

時間管理與掌握，使得本年度的活動相當精彩

充實，相信透過此次學術間的交流與對話，除

2022 JAA 年會紀實 ( 續 )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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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擴展研究的創新思維外，更明確瞭解到

多元且新興會計議題的發展與應用，因此，這

一場豐富的跨域會計學術活動，真實體現了學

者間知識匯流與互惠分享的價值。再一次感謝

學會的邀請，讓後學參與一場非常值得的學術

活動，在疫情即將過去的同時，未來定會有更

多的機會與各國學者間進行實體互動的機會，

期待在理事長及學會師長們的帶領之下，推進

TAA 的跨國學術交流激盪，共同展望會計學術

圈的未來。 

2022 JAA 年會紀實 ( 續 )研討會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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