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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亮點
▓ 網路曝光

2,077,803　瀏覽人次

數位科技不斷創新，為因應數位化時代，本會製作數位影音宣導影片與課程， 
運用社群網絡向大眾廣為傳播，宣導效益相當顯著。

▓ 參加實績

17,264　參加人次

在董事會的指導與各界的支持下，本會積極舉辦會計相關專業的教育與推廣， 
成果相當顯著。希望透過全方位的會計專業推廣及數位學習，讓會計相關領域人士

提升多方面之專業知識及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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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點 . 相 . 片 .
「金融知識＋講座     銀髮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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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會

本會成立於 1984年，以提高我國會計學術水準，促進會計準則發展及
協助工商企業健全會計制度為宗旨。為協助各界編製或閱讀允當表達之

財務報表，本會制定、公布及推廣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以領航者、專業、倡議、能量、永續價值為
目標，因應時代挑戰。

▓ 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呼應

作為我國唯一會計專業準則制定單位，本會致力於發布專業準則，引領實務

發展，以期協助利害關係人提升職場上之價值，此與聯合國永續發展之目標 8 
「就業與經濟成長」呼應，此目標追求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

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本會提供知識及創新觀點，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高品質之專業

課程及研討會，並向利害關係人倡導終身學習，此與聯合國永續發展之目標 4 
「教育品質」呼應，此目標追求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

身學習。

本會維持有效的管理後勤機制與營運模式，透過專案承接、課程舉辦及向外募款，

以支持研發及公益活動，並積極參與國內外活動、國際準則制定機構會議及對國際

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藉此提升本會專業形象及價值，俾提供更優質服務，進而

達到永續發展，此與聯合國永續發展之目標 17「全球夥伴」呼應，此目標追求強化
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消除貧窮

可負擔能源

氣候行動

消除飢餓

就業與
經濟成長

海洋生態

健康與福祉

工業、創新
基礎建設

陸地生態

教育品質

減少不平等

和平與正義
制度

性別平等

永續城市

全球夥伴

清水與衛生

責任消費
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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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力與資源

本會致力於引領臺灣各界對會計相關議題之交流與評論，透過與產、官、學界之合

作制定符合需求之專業準則，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合作研究新興議題，並舉辦各項

研討會、課程與活動，確保本會在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等範疇，成為不可或缺之資源；進而提升本會之專業形象及社會對本會之價值認同，

最終成為臺灣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領域具影
響力之權威機構。顯示本會影響力之具體指標（截至 2018年為止）如下。

	公布之公報數：308

	 公布之解釋函與問答集：
1,104

	 教育課程開設班數：　　
超過 7,000

	 進修人次：
超過 220,000

	線上會員數：53,284

	電子報訂閱數：51,032

	 本會 Youtube頻道點閱　
次數：1,201,176

	 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7,33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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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與確信

◆  報告編製之督導

業經本會常務董事會通過，由董事長邀集三位常務董事及一位

董事成立整合性報告專案小組，負責督導報告之編製工作。

◆  財務報表之確信

本會的財務報表，業經本會董事會通過，並經立本台灣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依會計師之意見，本會財務報表係足以

允當表達本會之財務狀況、收支結果與現金流量。

關於本報告

在資訊透明與課責性的原則下，為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本會的信任，本會

自 2016年起編製整合性報告書，成為我國第一個參考國際整合性報導
架構編製整合性報告的非營利組織。本報告目的在於讓外界能深入了解

本會的價值、組織治理及策略目標等重要資訊。

若您想知道更多關於本會的活動訊息，很歡迎您上網查詢。

http://www.ar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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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成立以來，致力於推動會計專業發展，肩負財

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標準的制訂、教育及推廣之重責大任；在董事
會指導與監督下，全體員工共同為本會業務永續發展，

以及為資本市場健全發展貢獻心力。

作為我國唯一會計專業準則制訂單位，與國際專業團

體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項目。本人於 2018年 10月初，
至英國倫敦參加「2018年世界準則制定者國際論壇」及
「2018年第二次會計準則制定者國際論壇」，會中還與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FRS 17保險合約會計研究團隊的主要
成員進行交流，提出我國保險業對此號準則的看法與意見；

並於 12月中旬舉辦我國保險業專家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的視訊會議，針對 IFRS 17保險合約的部分條文適用性進
行討論。

同年 11月中旬，本人與 XBRL委員會主要成員、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人員，至杜拜參加「2018年 XBRL國際年會」，並於會中報告我國採用 XBRL技術及於區
塊鏈函證之現況，充分展現本會積極參與國際會計專業研討與交流活動。此外，本會亦致力於

促進兩岸會計專業團體之互動，2月間本人與本會同仁至瀋陽及哈爾濱之相關企業進行參訪與
交流；8月下旬至山東省參加會計與科技相關研討會。

面對全球知識經濟蓬勃發展，數位科技不斷創新，無形資產之創作及其權利，對於企業或

個人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隨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採用，公允價值逐漸深入企業營運的每個環

節，期望允當表達企業價值。本會評價準則委員會，制訂評價準則公報及推動評價相關研究，

提升我國評價水準，健全評價實務之發展。除此之外，本會成立無形資產評價研究與編輯團隊，

共同完成無形資產評價的初級與中級能力鑑定考試教材；藉此，可協助鑑定考試應考者或其他

欲瞭解無形資產評價之人士充實專業知能，進而提升評價知識之普及和評價專業水準。

「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為本會每年舉辦的校際交流重要活動，今年適逢第 30屆，以
「會計、辯論、人才」為活動主軸，擴大辦理相關活動與閉幕晚會暨頒獎典禮。本次活動邀請

參賽學校師生，以及陪著辯論賽走過 30年的長官、貴賓、師長及朋友們齊聚一堂，共同見證辯
論比賽的種種成果；更希望能透過會計菁英盃比賽的平台，展現參賽辯士們在會計專業、聰明

機智與反應能力的優異，以及讓各界看見優秀的會計專業人才。

在董事會的指導及支持下，本會自 2016年起編製整合性報告書，內容更揭露本會各項年度
亮點、策略目標及績效成果，並且充分展現本會善盡社會責

任。未來，我們將繼續產出高品質的會計專業準則，提供會

計實務新知觀點，以提升本會整體競爭力。

董事長的話

王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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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這一年，本會持續成長茁壯。更重要的，

我們藉著積極參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活動

來提升本會的能見度，例如，本會加入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的共創聯盟，提供與會計、稅務及公司治理相關的諮詢服

務。

在專業研究上，本會仍維持充足的能量。本會於年初

完成了「會計師專案查核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執

行程序及確信報告範例」。亦於年底完成「無形資產評價

能力鑑定中級教材」的研發。

關於各專業委員會的業務，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

會完成 2018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其中包括了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的正體中文版翻譯；審
計準則委員會發布了審計準則公報第 67號「關係人」、
審計準則公報第 68號「內部控制缺失之溝通」、審計準
則公報第 69號「外部函證」及審計準則公報第 70號「查
核證據─對存貨、訴訟與索賠及營運部門資訊之特別考

量」；評價準則委員會則發布了評價實務指引第 2號「評
價之不確定性」；企業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了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第 23號「股份基礎給付」，亦修訂了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第 12號「所得稅」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號 
「金融工具」。

另一項值得一提的成就，就是本會會計研究月刊主辦

的會計菁英盃辯論賽在今年邁入 30年，感謝各界的支持
讓此活動得以走到今天。我們也積極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保險安定基金等單位合作，推動 XBRL在臺灣的發展與應
用。本會所有員工將持續秉持著熱誠和努力不懈的信念，

俾使自己有能力在這個領導會計專業的組織中貢獻心力。

本會將持續基於增進公眾利益的信念來引領臺灣會

計專業的發展。在數位化及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所處的

環境瞬息萬變。我們願意擁抱改變並持續提升我們的價值

及服務，以契合各界的需求。當然，在因應變化的當下， 
本會永遠需要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秘書長的話

吳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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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創造模式
社會期待及考量 資本投入 關鍵附加價值活動

▓　 財務會計、審計、評

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 (XBRL）
之專業研究發展。

▓　 持續之專業推廣服

務。

▓　 專業人才之持續成

長。

社會與關係資本

‧會員數

‧活動支出金額

智慧資本

‧委員會開會次數

‧年度研究支出金額

人力資本

‧董事人數

‧委員及顧問人數

‧講師人數

‧員工人數

財務資本

‧捐款

準則訂定與專業發展研究

舉辦教育課程

發行出版品

會員服務與社會服務

辦理研討會與活動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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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產出 主要資本產出 關鍵結果 社會影響力

各專業準則公
報以及相關問
答集、解釋函
以及專業研究
報告

專業人才

專業智識普及

形象提升

社會與關係資本

‧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
動之參加人次

‧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
覽人次

‧網站瀏覽人次

‧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課程的滿意度

‧活動的滿意度

智慧資本

‧公布準則之數量

‧ 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
之數量

‧ 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
研討會之次數

財務資本

‧基金餘額

‧收入總額

外部結果

‧ 促進我國各專業準
則與國際接軌。

‧ 提升我國實務界之
專業水準。

‧ 促使人才能更符合
時代所需。

‧ 普及社會大眾的會
計知識。

‧ 提升我國會計專業
水準。

▓　 強化專業
人士能力

，促進穩

定的經濟

成長，並

保障公眾

利益。

▓　 本會成為
具領航者

、專業、

倡議、能

量的永續

組織。

內部結果

‧ 本會成為我國會計
智識之權威機構。

‧ 本會成為我國會計
專業溝通平臺。

‧ 創造健全財務狀況
以支持本會永續發

展。

‧ 提升本會人員之專
業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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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

▓ 本會價值

◆  具有我國會計專業準則領域之影響力

本會為發展會計專業領域，設置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審計準則委員會、

評價準則委員會及 XBRL委員會；致力於提升我國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之水準。

◆  我國唯一會計專業準則制定單位

本會為具獨立性及客觀性之準則制定機構，受政府機關之高度肯定，廣邀產業

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準則之制定；並嚴謹審慎遵守準則制定之流程，公布

具公信力之準則，供臺灣各界遵循。

◆  組織治理完善

本會董事會為最高決策單位，每季至少開會一次；於董事會下設置常務董事會，

俾能即時處理與本會相關之重大議題，以因應多變的經營環境。



常務董事會

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審計準則委員會

評價準則委員會

XBRL委員會

財
團
法
人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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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圖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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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治理之運作

◆  董事會組成

本會董事會的主要職責，是規劃及監督執行團隊，監督財務運作與報導，以及

確保遵循各種相關法令規定等。董事會目前有董事 27人，包括常務董事 13人，
董事長為本會代表人。

董事會成員由學者專家、監理機關代表及實務界代表所組成，其中學者專家為

各大學會計相關系所之教授；監理機關代表來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政部賦稅署、經濟部商業司、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計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實務界代表則包含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等。

◆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治理事項

1.  常務董事會定期審核各組業務之工作進度及收支狀況，並針對具時效性之重
大議題進行討論。

2.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會議檢視各項業務是否依進度執行，以及確認財務收支
狀況是否符合預算，並指導組織發展目標及策略規劃。董事會每年年底通過

次年度業務計畫及財務預算，並於次年初承認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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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年度成果

1. 成立「整合性報告專案小組」，以監督本會 2018整合性報告書之編製工作。

2.  「第 30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之規劃及執行，適逢活動 30週年，本會
以「會計、辯論、人才」為主題，擴大辦理校園宣傳及閉幕晚會，並辦理

快閃活動。

3. 通過「工作規則」修正案。

4.  辦理「保險業預警及檢查財業務報表採可延伸企業報告語言（XBRL） 
作為資訊交換標準之研究」專案。

5. 辦理「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專業講座與諮詢。

6. 辦理「會計資訊品質提升計畫」專案。

7.  辦理「會計師專業查核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執行程序及確信報告
範例」專案。

8. 辦理「TIFRS財務報告分類標準升級 2017年版研究建置」專案。

9. 辦理「無形資產評價教材及案例開發計畫」專案。

10. 辦理「青少年金融講堂」，增進學生對金融知識之觀念。

11.  辦理「金融知識 +」講座，針對銀髮族、農、軍、婦女及小學等對象， 
進行金融知識推廣。

12.  辦理「推動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研討會」，協助企業導入最新 IFRS
準則。

13.  舉辦「會研菁英講堂」，邀集業界菁英，從實務案例出發探討會計相關議
題。

14.  參與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2018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活動，
推廣本會專業形象。

15.  製作數位金融與防詐騙動畫短片，結合創意宣導，協助金融政策向下 
紮根。

16. 辦理「推動企業採用 Inline XBRL申報財務報告宣導會」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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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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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彙總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2017 2018

領航者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
題，進行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79 68 78 65

2.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
及討論之次數  

12 12 23 28

3.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
內外活動之人次 

60 71 51 47

專業

1.  公布準則之數量 88 68 71 73
2.  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100% 100% 100% 100%
3.  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12 103 25 22
4.  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新開辦課程
之次數

189 304 322 385

倡議

1.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
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

次數

475 266 239 146

2.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加
人次

12,983 15,991 16,667 17,264

3.舉辦董監相關課程之次數 254 224 292 297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
辦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研討會
之次數

15 19 15 27

5.  簽訂宣導合約之金額 (仟元 ) 4,080 5,532 4,656 7,931
6.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人次 445 15,217 26,639 43,815

能量
1.  研究專案之金額 (仟元 ) 15,127 17,200 18,936 19,408
2.  課程的滿意度 (滿分 5分 ) 4.408 4.405 4.486 4.496
3.  活動的滿意度 (滿分 5分 ) 4.5 4.6 4.87 4.86

永續
價值

1.  網站瀏覽人次 1,834,520 1,825,551 1,860,743 1,817,370
2.  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5,737 235,798 699,208 260,433
3.  基金餘額 (仟元 )  100,279 100,579 100,779 101,039
4.  收入總額 (仟元 ) 94,166 102,763 99,025 104,838
5.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42 593 99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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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議合
▓ 本會之主要利害關係人

會計研究中心
會員

本會會計研究中心提供會員最完整的專業服務，包括會
計研究月刊廣告刊登、專業疑義諮詢、實體公報及線上
檢索、實體會計研究月刊及線上圖書館、電子報、免費
講座等。瞭解會員之需求，進而提供優質的服務，是本
會十分重要的工作。

課程學員
本會引領會計相關專業方向，開設各系列課程，以滿足
學員專業進修之需求。

企業 /
公協會

企業應遵循一致之準則，俾編製高品質的財務報表，故
本會所研訂之會計準則對企業很重要。此外，本會需瞭
解企業及相關公協會之脈動，以廣納企業之意見。

會計師公會 /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應遵循一致之準則，俾出具高品質的查核報告，
故本會所研訂之準則對會計師很重要。此外，本會需瞭
解會計師之看法，以廣納會計師之意見。

主管機關
企業與會計師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
部及經濟部），與本會各項業務息息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至為重要。

大專院校 會計相關系所師生係本會專業準則之重要推廣對象。

本會員工
為成就本會之任務與使命，達成本會之目標與策略，
本會員工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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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

本會為編製整合性報告書，向利害關係人發出問卷，調查其所關注之

重大議題。

本會根據「至 2020年之目標與策略」，辨析潛在的重大議題，參酌去年調查情形，
原先之 20項議題經過檢視，今年修改為 16項。請求利害關係人就本會對每項議題
應有的「重視程度」作點選評分後，再以統計分析方式排序，評估出利害關係人所

關注之重大議題。

◆  調查結果

潛在的重大議題　排序結果 排名變化

𤩐「服務 /產品之品質」 ↑

𡡒「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

䔮「外界的認同」 ↑

鐁「服務 /產品之價值」 －

㜊「組織之公信力」 ↓

𨫀「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 ↑

𤦭「員工對工作之參與度」 ↑

妰「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及回饋」 ↑

𡢿「健全的財務狀況」 ↓

𡢃「彈性且健全的資訊科技系統」 ↑

𧒄「組織治理與法令遵循之效率及效果」 ↓

媡「訓練人數的成長」 ↓

㛢「透過多平台獲取本基金會服務 /產品」 ↓

𣵛「在國際的知名度」 －

㚰「與外部策略夥伴的關係強度」 －

鉟「社會公益的參與」 ↓

本報告將以利害關係人高至中度關注之重大議題為報導重點；今年度調查結

果與去年大致相似，「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係本年度新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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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 X軸：
外部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滿分 5分）

縱向 Y軸：
內部利害關係人（本會管理階層）所關注之重大議題（滿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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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利害關係人之關注議題

利害
關係人

關注議題 本會之回應

會計研究
中心會員

㜊 組織之公信力
鐁 服務 /產品之價值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及時提供會計研究中心會員最新
之專業與實務相關資訊。
相關指標： 公布準則、相關解釋

函及問答集之數量、
參與宣導活動之人次
及滿意度情形，請見
第 41-47頁。

課程學員 𤩐 服務 /產品之品質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㜊 組織之公信力
𨫀 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
𧒄 組織治理與法令遵循之效率及效果

持續舉辦專業課程以滿足學員需
求。
相關指標： 舉辦課程之數量、參

與人次及滿意度情形，
請見第 43-47頁。

企業 /
公協會

𤩐 服務 /產品之品質
鐁 服務 /產品之價值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䔮 外界的認同
𨫀 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
㛢  透過多平台獲取本基金會服務 /產品

積極與企業 /公協會交流互動，
擴展推廣效益與影響力。
相關指標： 與相關專業機構協同

合作舉辦研討會，請
見第 43-45頁。

會計師
公會 /
會計師
事務所

䔮 外界的認同
㜊 組織之公信力
𨫀 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

積極與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事務
所聯繫合作，引領會計審計實務
發展。
相關指標： 針對時事性 /新興議題

進行報導及辦理研討
會，請見第 39-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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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
關係人

關注議題 本會之回應

主管
機關

鐁 服務 /產品之價值
𤩐 服務 /產品之品質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䔮 外界的認同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發布準則與辦
理宣導活動。
相關指標： 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

及推廣宣導，請見第
41-47頁。

大專
院校

㜊 組織之公信力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鐁 服務 /產品之價值
妰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及回饋

致力校園耕耘落實會計專業向下
紮根，並藉由網站與社群媒體提
升推廣成果。
相關指標：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

與活動之參加人次、
本會網站與數位影音
宣導課程瀏覽人次及
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請見第 43-49頁。

本會
員工

䔮 外界的認同
𤩐 服務 /產品之品質
𡡒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持續進行員工教育訓練，俾提升
員工素質與服務能量。
相關指標：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請見第 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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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策略

◆  國際趨勢之變遷

金融創新應用與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慧、區塊鏈與金融科技，成為

數位三角架構的三大要素，彼此協同合作，共同達成決策者所交付的任務。此

外，國際間之交易愈趨頻繁，故法令制度亦更加周延，以因應高科技演變及全

球化浪潮。

為順應國際快速變化的腳步，提升財務資訊之透明度，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第 16號「租賃」與第 17號「保險合約」持續推動。新式查核報告準
則陸續生效適用。各國紛紛採用 Inline XBRL（iXBRL）技術。

全球變化的速度與程度大幅提升了本會利害關係人對會計相關專業之需求，也

帶來新的不確定性與機會。

◆  主管機關推行之新政策

在專業準則方面，金管會推動「逐號認可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政策，持

續與國際最新規範接軌。今（2018）年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15號 
「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第 9號「金融工具」開始生效適用。

在評價推廣方面，經濟部為充裕產業創新所需專業人才，推動「無形資產評價

師」證照制度，規劃初、中、高三級能力鑑定。



│
2018
整合性報告書27

◆  本會之因應作為

在會計準則方面，本會與相關單位策略聯盟，推廣 IFRS最新資訊，協助業界
順利採用。在 XBRL方面，本會參與政府單位計畫，將協助導入以 XBRL為
基礎之監理應用。

在評價推廣方面，本會配合經濟部政策，研訂出版「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

定寶典」，並舉辦證照輔導班，使學員順利考取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

◆  本會之目標

上述環境情形與變化，都是本會利害關係人能夠成為更有價值者的絕佳機會。

我們以領航者、專業、倡議、能量與永續價值為目標，協助本會之利害關係人

成為社會所需、具備高附加價值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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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之全球動因
為研發符合需求之專業準則、舉辦優質之推廣活動與教育課程，本會持

續觀察國際最新專業動態。這也使本會能夠洞察至 2020年之全球動因，
持續進步發展。

從觀察研究中，本會預見會計、審計人士在未來的角色定位之改變，本

會辨認四個全球性變化的主要動因。我們相信這些動因，在未來將影響

會計相關專業準則之發展，以及推廣活動與教育課程之規劃。

本會認為以上變化是個機會，將鼓勵會計、審計專業人士要把握此機會

提升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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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動因 本會之因應

▓ 法規更周延：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而增
加之法令管制及更積極
的治理作為，將對未來
之專業帶來更大的衝擊；
我們預期會計、審計專
業人士及相關產業將直
接或間接受到不同程度
之影響。

本會持續掌握最新法令動
態，配合政策方向，積極倡
議相關專業議題。例如今
（2018）年公司法有重大修
訂，本會隨即舉辦相關教育
課程以滿足利害關係人之需
求。

▓ 專業領域趨廣：
由於資訊要求之多元性，
會計、審計專業人士將
被賦予更廣泛的專業要
求；會計、審計專業人
士需要專業知能及遠見，
俾能提供完善並具前瞻
性之資訊。

本會邀集產官學界合作、拓
展能量，並持續產出與倡議
符合公眾利益之高品質專業
準則、釋例、問答集及專業
著作等，例如完成「無形
資產評價能力鑑定中級教
材」，以供實務上遵循運
用，引領實務發展。

▓ 科技創新：
數位科技的進步將持續帶
來衝擊，促使財務會計、
審計、評價與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XBRL）之應
用產生創新思維。財務與
非財務之資訊，透過智慧
軟體與系統自動化處理，
將更能即時產生並溝通。

本會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等
多元化方式，擴大服務能
量，並推動所有公開發行公
司升級採用 Inline XBRL申
報財務報告。

▓ 國際化趨勢：
隨著企業之全球化趨勢、
專業準則之國際一致化，
以及數位經濟發達，會
計、審計專業人士需要
瞭解國際專業準則之最
新發展及數位創新之影
響，以協助企業提升競
爭力。

持續關注並蒐集國際最新專
業發展資訊，以了解專業之
潛在議題，並與本會利害關
係人結成緊密的溝通網絡，
俾推廣國際化趨勢下所需專
業知識，使本會持續作為國
內之專業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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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之目標與策略
本會係國內首屈一指的領航者，以專業自許，制定、公布及推廣財務會

計、審計、評價準則與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並舉辦許多活
動與課程，積極倡議各界使用專業準則以獲致效益。藉著前述目標之達

成，讓本會具有豐沛的研發與服務能量，並在有效運作與財務穩健下，

維持本會的永續價值。

能量

領航者

永續
價值

專業 倡議

能量

專業

能量

倡議

領航者領航者

永續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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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圖

說明：

本會以「領航者」、「專業」、「倡議」、「能量」與「永續價值」為五大目

標。此五大目標能夠滿足「法規更周延」、「專業領域趨廣」、「科技創新」及

「國際化趨勢」等未來趨勢潮流全球動因變化；並滿足「服務 /產品之品質」、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外界的認同」、「服務 /產品之價值」、「組織
之公信力」及「專業影響力與領導力」等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此外，本會依據

五大目標方向，訂定相關策略與關鍵績效指標。

全球動因 五大目標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法規更周延 服務 / 產品之品質

專業領域趨廣

專業準則與
道德之推廣

科技創新

外界的認同

國際化趨勢

服務 / 產品之品質

組織之公信力

專業影響力
與領導力

領航者領航者領航者

專業專業專業

倡議倡議倡議

能量能量能量

永續價值永續價值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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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目標、策略與關鍵績效指標

目標 策略 關鍵績效指標

領航者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
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
議題，引發專業交流與評論。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
題，進行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
導及討論。

2.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
及討論之次數

3.  發展能確保本會串連各界通力合
作之溝通策略和溝通網絡。

3.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
內外活動之人次

專業

1.  與產、官、學界等合作，產出符
合需求之專業準則。

1.  公布準則之數量
2.  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2.  公布準則相關之各項解釋函與問
答集，作為實務指引。

3.  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3.  適時瞭解財務會計、審計、評價
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等相關新興議題，並提供互動性
建議與指引。

4.  評估未來專業發展趨勢，發展多
元學習管道，增進會計、審計人
士在職場上之專業能力。

4.  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新開辦課程
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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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關鍵績效指標

倡議

1.  就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
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徵
詢意見，並於必要時舉辦公聽會，
以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納入
考量。

1.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
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
次數

2.  本會持續作為財務會計、審計、
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等專業之權威機構。

2.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加
人次

3.  發展可有效地影響和服務治理單
位、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策略。

3.  舉辦董監相關課程之次數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
以提升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
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
專業形象。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
辦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研討會
之次數

5.  簽訂宣導合約之金額
6.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人次 

能量

1.  本會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合作，
以擴展影響力。

1.  研究專案之金額

2.  強化本會專業能量，以提供優質
服務。

2.  課程滿意度
3.  活動滿意度

永續
價值

1.  保持外界對本會價值的高度認
同。

1.  網站瀏覽人次
2.  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2.  善用預算管理與內部控制以確保
財務穩健。

3.  基金餘額
4.  收入總額

3.  提升員工之專業能力。 5.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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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點策略
本會於 2018年為因應科技創新及國際化趨勢，積極關注國際之最新專
業準則發展，並針對新興專業議題進行研究與開設相關課程，結合多元

化之學習及推廣方式，展現出本會專業創新的形象。2019年，本會將聚
焦於增進利害關係人之價值、與國內外專家合作投入創新領域之研究，

以及增加與國際之交流俾擴展本會國際視野。

本會於 2019年度之重點策略如下：

▓ 產出高品質專業準則，引領實務發展
本會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持續保持與產、官、學各界之互動，產出高品質且切

合實務需求之專業服務與產品；並著重與國際間之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準則之制

定。此外，隨著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的腳步日新月異，本會持續投入 XBRL
及區塊鏈之創新領域，與國內外相關專家合作研究 XBRL及區塊鏈之實務應用，
嘗試將創新科技之技術落實於產業界或政府組織之運作及管理，協助創造我國整

體競爭優勢。

▓ 提供知識及創新觀點
本會將擴大專業知識之推廣對象，包括對非會計專業機構與學校舉辦會計金融基

本知識之分享活動，以及舉辦一系列主題研討會，並邀請國外專家來台分享各專

業領域之最新發展，俾提供符合需求之專業知識及提升本會之能見度。此外，員

工之專業能力及國際視野是本會持續研究創新之動力，本會將持續與相關專業機

構團體合作，辦理專業與創新議題之研討與課程，並參與國際活動，以提升員工

專業能力及拓展其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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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與風險管理

▓ 本會積極管理風險以達成策略目標
本會適時考量經濟、法令及市場環境之變動，辨識本會可能面臨之風險，並及時

呈報董事會。本會持續監控所面臨之風險，並檢討風險管理的有效性，以增加策

略目標的達成程度。

▓ 本會之風險管理
本會依所辨認之全球動因及策略目標辨認出可能面對之風險，以及對該等風險之

容忍度（風險胃納），並據以評估對風險之因應作法。

為達成策略目標，本會將積極開發滿足專業人士學習需求之課程、活動與出版品，

提升會計相關領域人員之學習效果，以積極因應風險胃納高之風險（例如，課程、

活動與出版品之開發無法滿足更趨廣泛之專業領域需求）。

本會盡力降低對專業領航者形象及價值之威脅，俾使本會成為我國會計相關專業

之領航者。本會於某些方面（例如，所發展之準則未能及時趕上國際最新專業準

則變化、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無法趕上學習方式改變而導致服務品質及價值下

降，致使影響外界對本會之認同）要求較低之風險胃納。

▓ 風險胃納之定義

低
偏好具較低風險之安

全選項，但此選項可

能會限制向上之發展。

▼

中
考量所有可能之選項，

但偏向選擇最有可能

成功者，而非選擇具

高報酬之策略。

▓

高
尋求創新並選擇具高

報酬之選項，即使該

選項具有較高之固有

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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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風險管理表

可能
面臨之風險

相關之
策略目標

風險胃納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所發展之準則未能及時趕上國際最新專
業準則變化。

領航者
專業

▼ 1.　 隨時注意國際專業準則之發展，將最
新議題引進國內討論。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
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專業
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活
動之人次

3.　 公布準則之數量
4.　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2.　 參加國際會議以掌握國際最新專業準
則變化。

3.　 於董事會報告各委員會之工作進度。

未能及時遵循更加周延之法規。 永續價值 ▼ 加強組織管理並舉辦員工教育訓練，向
員工宣導最新法令規定。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課程、活動與出版品之開發，無法滿足更
趨廣泛之專業領域需求，導致服務 /產品
之品質與價值受到質疑。

領航者
專業
倡議

▲ 瞭解專業人士之學習需求，以新開發可
滿足專業需求之課程、活動及出版品。

1.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
之次數

2.　 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3.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加人次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因無法趕上科技
創新造成之學習方式改變，導致在服務 /
產品之品質與價值、外界的認同等項目，
可能受到質疑。

倡議
永續價值

▼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方式，以提升
服務 /產品之品質與價值及外界對本會
的認同。

1.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人次
2.　 網站瀏覽人次

資訊安全缺失。 永續價值 ▼ 制定資訊安全內部規章及相關機制，並
就資訊安全相關議題即時對員工進行教
育宣導。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研發與服務能量不足，以致影響本會之品
牌形象。

能量 ▲ 擴張本會研發與服務能量，以提升本會
之價值。

1.　 研究專案之金額
2.　 課程滿意度
3.　 活動滿意度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教學方式所開發
之新項目，造成收支不平問題。

永續價值 ▓ 開發新業務項目需做好成本與效益分
析。

1.　 基金餘額
2.　 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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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的風險管理表

可能
面臨之風險

相關之
策略目標

風險胃納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所發展之準則未能及時趕上國際最新專
業準則變化。

領航者
專業

▼ 1.　 隨時注意國際專業準則之發展，將最
新議題引進國內討論。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
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專業
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活
動之人次

3.　 公布準則之數量
4.　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2.　 參加國際會議以掌握國際最新專業準
則變化。

3.　 於董事會報告各委員會之工作進度。

未能及時遵循更加周延之法規。 永續價值 ▼ 加強組織管理並舉辦員工教育訓練，向
員工宣導最新法令規定。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課程、活動與出版品之開發，無法滿足更
趨廣泛之專業領域需求，導致服務 /產品
之品質與價值受到質疑。

領航者
專業
倡議

▲ 瞭解專業人士之學習需求，以新開發可
滿足專業需求之課程、活動及出版品。

1.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
之次數

2.　 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3.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加人次

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因無法趕上科技
創新造成之學習方式改變，導致在服務 /
產品之品質與價值、外界的認同等項目，
可能受到質疑。

倡議
永續價值

▼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方式，以提升
服務 /產品之品質與價值及外界對本會
的認同。

1.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人次
2.　 網站瀏覽人次

資訊安全缺失。 永續價值 ▼ 制定資訊安全內部規章及相關機制，並
就資訊安全相關議題即時對員工進行教
育宣導。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研發與服務能量不足，以致影響本會之品
牌形象。

能量 ▲ 擴張本會研發與服務能量，以提升本會
之價值。

1.　 研究專案之金額
2.　 課程滿意度
3.　 活動滿意度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教學方式所開發
之新項目，造成收支不平問題。

永續價值 ▓ 開發新業務項目需做好成本與效益分
析。

1.　 基金餘額
2.　 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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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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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者

本會被視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
專業之領航者。

▓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專
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之次數；

3.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活動之人次。

▓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領航者」目標，本會需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相關議題，引發專業交流與評論；並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
導及討論；本會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亦需積極參與國內外活動俾領航專業趨

勢發展。因此，本會選擇前述三項指標來衡量效益。

▓ 2015-2018之績效闡述

圖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
題，進行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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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
參與國內外活動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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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
進行報導及討論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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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會為研究發展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專業機構，
為擴大本會之專業能量，本會持續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相關議題舉行專業交流與評論，董事會與各專業委員會成員積極參與國內
外相關會議及活動，並與國際專業準則制定機構保持密切的交流。本會於 2018年邀集
產、官、學界代表就臺灣在準備施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時所面臨
之議題，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進行視訊會議作深入溝通。

本會發行之《會計研究月刊》每月均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深入報導。近一年來，

除了每月封面專題外，更加強對法令修訂與科技趨勢的特別報導，因此，2018年時事
性及新興議題報導次數提升至 28次。
（圖 1~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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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成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專業機
構，引領專業發展。

▓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公布準則之數量；

2.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3.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4.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專業」目標，本會隨時關注國際最新專業準則變化，並對專業準則在實務上

之應用提供釋疑，使我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執行工作時有所依循；針對相關專業

領域之新興議題，舉辦座談會及研討會並開發多樣化之課程，使廣大專業人士能從

中汲取專業新知，提升專業能力。因此，本會選擇前述四項指標來衡量效益。

▓ 2015-2018之績效闡述

圖 1：公布準則之數量 圖 2：準則按預定時程完成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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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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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018年，本會持續依預定時程新增及修訂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正體中文版、審計準則

公報、評價準則公報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除企業會計準則於 2016年開始適用，故當
年度公布較多相關之問答集外，所公布之

準則、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數量呈穩定狀

態。（圖 1~圖 3）

圖 4： 辦理新興議題研討會與
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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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說明：

因應科技創新及國際化趨勢，本會積極關

注國際之最新專業準則發展，並針對新興

專業議題舉辦相關研討活動及開辦課程，

供專業人士學習成長。因此，新興議題研

討會與新開辦課程之次數逐年增加。

2018年，數位科技的進步將持續帶來衝
擊，本會首次舉辦「科技×會計×管理

－數位創新與應用研討會」，使專業人士

瞭解並思考科技如何結合會計，應用於營

運管理策略。

再者，會計、審計專業人士之角色與定位，

隨著資訊要求之多元性，被賦予更廣泛的

專業要求，因此，本會開辦多元化之課程，

協助專業人士及時精進所需之相關知識與

技能，例如，配合經濟部推動之「無形資

產評價師」證照制度，本會編製教材並舉

辦證照輔導班，協助學員考取證照，提升

就業競爭力。（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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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

本會提供各項專業準則資訊，舉辦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以確保

其在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領
域為不可或缺的資源。

▓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2.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加人次；

3. 舉辦董監相關課程之次數；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
言（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5. 簽訂宣導合約之金額；

6.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人次。

▓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倡議」目標，本會需就國內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

言（XBRL）徵詢意見及必要時舉辦公聽會，以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納入考量；
持續倡議本會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之
權威機構；發展可有效地影響和服務治理單位、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策略；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以提升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

言（XBRL）等專業形象；並發展數位影音課程，利用社群網絡，擴大宣導層面。
因此，本會選擇前述六項指標來衡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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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8之績效闡述

圖 1：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
量及本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
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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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會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

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領域專業
準則提供者，本會制定準則之程序透

明，於公布各號公報前皆對外徵求意

見；此外，為提升本會在國際準則制

定機構的影響力，本會積極對國際準

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

觀察 2015年至 2018年各界之回饋意
見總數量走勢，2015年因發布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共 22號，各界之回饋意見
總數量高出甚多；2018年因對外徵求
意見之準則公報數量較少，故回饋意

見數量較低。（圖 1）

圖 3：舉辦董監相關課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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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
之參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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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為滿足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

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領域之
推廣，本會 2018年持續開辦教育訓練
與持續進修課程、舉辦專業研討會，

讓本會所提供的專業資訊得以廣為傳

播，並致力於校園耕耘，落實會計專

業向下札根，辦理包括「第 30屆會
計菁英盃辯論比賽」、「青少年金融

講堂」等活動。2018年，為配合臺灣
證券交易所推動財務報告採用 Inline 
XBRL申報格式，本會規劃辦理 11場
宣導會，協助企業認識 Inline XBRL
並了解實際申報系統的操作。因此，

本目標之多項績效衡量指標均有增

加。

本會持續製作數位影音宣導影片與課

程，運用社群網絡向大眾廣為宣傳，

相關影片與課程總瀏覽人次逐年攀

升，2018年為 43,815人次，宣傳效益
顯著。（圖 2~圖 6）圖 5：簽訂宣導合約之金額 (仟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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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
作，舉辦財務會計、審計、
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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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相關數位影音宣導課程瀏覽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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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藉此能量，擴展本會影響力。

▓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研究專案之金額；

2.課程滿意度；

3.活動滿意度。

▓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能量」目標，本會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合作，進行各項研究專案，以擴展影

響力，並提供優質服務，以強化專業能量。因此，本會選擇前述三項指標來衡量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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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課程滿意度 (滿分 5分 )圖 1：研究專案之金額 (仟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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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活動滿意度 (滿分 5分 )

說明：

本會積極與相關專業團體合作，並

契合各方需求，故本會在研究專案

之能量及課程活動之滿意度均能維

持理想水準。（圖 1~圖 3）

▓ 2015-2018之績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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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

藉由有效運作和財務穩健，為本會產生永續價值。

▓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網站瀏覽人次；

2.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3.基金餘額；

4.收入總額；

5.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永續價值」目標，使本會永續作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

語言 (XBRL)等專業之權威機構，各界對本會的價值認同是一重要因素，而本會網
站瀏覽人次與社群媒體點閱人次，係顯示本會是否獲得各界高度認同的重要指標。

此外，本會亦妥善運用預算管理與內部控制，確保財務穩健，並對員工積極培訓，

俾創造更高專業價值，提供更優質服務，以達永續發展。因此，本會選擇前述五項

指標來衡量效益。



│
2018
整合性報告書49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2015 2016 2017 2018

5,737

235,798

699,208

260,433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015 2016 2017 2018

1,834,520 1,825,551
1,860,743

1,817,370

圖 2：社群媒體點閱人次圖 1：網站瀏覽人次

說明：

在 2018 年，本會持續發布專業準
則及問答集，並推出各項新產品與

服務，以吸引各界對本會網站及社

群媒體之關注，俾維持本會之專業

影響力與領導力；在董事長帶領及

董事會指導下，本會之營運亦穩健

成長。（圖 1~圖 5）

圖 4：收入總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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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基金餘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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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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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8之績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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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報告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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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公鑒： 

查核意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六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以及財務

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一○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民國一○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支結果及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

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金會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

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管理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

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金會繼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

意圖清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

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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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

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

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3.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

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

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

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不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力。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易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年 三 月 二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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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 107年及 10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07年度 106年度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業務收入 $77,294,796 73.73 $74,161,128 74.89

研究收入 13,051,952 12.45 13,087,492 13.22

會費收入 5,030,001 4.79 4,830,407 4.88

捐助收入 7,827,744 7.47 5,431,240 5.48

其他收入 1,633,023 1.56 1,514,425 1.53

收入合計 104,837,516 100.00 99,024,692 100.00

支出

業務支出 53,700,848 51.22 50,893,795 51.40

研究支出 18,754,360 17.89 16,884,738 17.05

折舊 1,631,080 1.56 1,738,342 1.76

其他支出 6,759,167 6.45 6,091,606 6.15

費用合計 80,845,455 77.12 75,608,481 76.36

本期稅前賸餘 23,992,061 22.88 23,416,211 23.64

減：所得稅費用             (2,025,754)                            (1.93)                 (2,090,322)             (2.11)

本期稅後賸餘 $21,966,307 20.95 $21,325,889 21.53

其他綜合損益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1,966,307 20.95 $21,325,889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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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資產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負債及淨值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164,993,452 51.79 $145,859,240 49.05 　應付款項 $12,022,912 3.77 $11,391,045 3.83

　應收款項 11,743,056 3.69 8,039,110 2.70 　應付款項 -XBRL專案 56,712 0.02 110,867 0.04

　預付款項 657,170 0.21 658,114 0.22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流動 2,720,000 0.85 4,100,000 1.38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300,000 0.09 300,000 0.1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025,754 0.64 2,090,322 0.70

　　流動資產小計 177,693,678 55.78 154,856,464 52.07 　其他流動負債 9,109,159 2.86 10,042,890 3.38

　　流動負債小計 25,934,537 8.14 27,735,124 9.33

非流動負債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非流動 11,317,177 3.56 10,604,197 3.56

　其他非流動負債 320,789 0.10 231,809 0.08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小計 11,637,966 3.66 10,836,006 3.6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7,094,536 24.20 77,982,895 26.23 　　負債合計 37,572,503 11.80 38,571,130 12.97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13,793,889 4.33 14,515,064 4.88

　其他非流動資產 50,001,500 15.69 50,001,500 16.82 淨值

　　非流動資產小計 140,889,925 44.22 142,499,459 47.93 　基金

　法定基金 80,000,000 25.11 80,000,000 26.90

　其他基金 21,038,572 6.60 20,778,572 6.99

　　基金餘額小計 101,038,572 31.71 100,778,572 33.89

餘絀

累積賸餘 158,006,221 49.60 136,680,332 45.97

本期賸餘 21,966,307 6.89 21,325,889 7.17

　餘絀小計 179,972,528 56.49 158,006,221 53.14

　淨值合計 281,011,100 88.20 258,784,793 87.03

資產總計 $318,583,603 100.00 $297,355,923 100.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318,583,603 100.00 $297,355,923 10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7年及 106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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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資產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負債及淨值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164,993,452 51.79 $145,859,240 49.05 　應付款項 $12,022,912 3.77 $11,391,045 3.83

　應收款項 11,743,056 3.69 8,039,110 2.70 　應付款項 -XBRL專案 56,712 0.02 110,867 0.04

　預付款項 657,170 0.21 658,114 0.22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流動 2,720,000 0.85 4,100,000 1.38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300,000 0.09 300,000 0.1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025,754 0.64 2,090,322 0.70

　　流動資產小計 177,693,678 55.78 154,856,464 52.07 　其他流動負債 9,109,159 2.86 10,042,890 3.38

　　流動負債小計 25,934,537 8.14 27,735,124 9.33

非流動負債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非流動 11,317,177 3.56 10,604,197 3.56

　其他非流動負債 320,789 0.10 231,809 0.08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小計 11,637,966 3.66 10,836,006 3.6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7,094,536 24.20 77,982,895 26.23 　　負債合計 37,572,503 11.80 38,571,130 12.97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13,793,889 4.33 14,515,064 4.88

　其他非流動資產 50,001,500 15.69 50,001,500 16.82 淨值

　　非流動資產小計 140,889,925 44.22 142,499,459 47.93 　基金

　法定基金 80,000,000 25.11 80,000,000 26.90

　其他基金 21,038,572 6.60 20,778,572 6.99

　　基金餘額小計 101,038,572 31.71 100,778,572 33.89

餘絀

累積賸餘 158,006,221 49.60 136,680,332 45.97

本期賸餘 21,966,307 6.89 21,325,889 7.17

　餘絀小計 179,972,528 56.49 158,006,221 53.14

　淨值合計 281,011,100 88.20 258,784,793 87.03

資產總計 $318,583,603 100.00 $297,355,923 100.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318,583,603 100.00 $297,355,92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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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本會之董事會
董事及顧問之名單

職稱 姓名 現職

董事長 王怡心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常務董事 王儷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局長

常務董事 吳如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常務董事 李慶華 財政部賦稅署署長

常務董事 洪志洋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常務董事 張振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副局長

常務董事 張銘政 資深會計師

常務董事 賀鳴珩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常務董事 黃奕睿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常務董事 劉昇昌 永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常務董事 劉啟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常務董事 賴冠仲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常務董事 簡立忠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于紀隆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董事 田乾隆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董事 吳當傑
華南金控暨華南銀行董事長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秘書長

董事 吳漢期 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董事 李愛玲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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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現職

董事 李鐘培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

董事 周建宏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董事 林榮國 審計部第四廳審計官兼廳長

董事 林嬋娟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董事 張益順 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董事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董事 許碧蘭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官兼處長

董事 傅文芳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董事 葉明峯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顧問

顧問 朱寶奎 資深會計師

顧問 吳琮璠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林世銘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陳秋芳 資深會計師

顧問 蔡彥卿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蔡揚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鄭丁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蘇瓜藤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兼任教授

(董事、顧問以姓氏筆劃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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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之委員會

本會於董事會下設置四個委員會，包括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審計準則委員會、評價準則委員會及 XBRL委員會。

◆ 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職稱 姓名 現職

主任委員 劉啟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王全三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周怡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科長

委員 高晶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組長

委員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委員 許文馨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許耕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組長

委員 許崇源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黃華瑋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楊孟萍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委員 葉慧娟 財政部賦稅署專門委員

委員 盧聯生 惠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顧問 孔繁華 私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顧問 江美艷 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問 吳孟達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問 李艷榕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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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現職

顧問 林維珩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教授

顧問 施景彬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顧問 張仲岳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戚務君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陳坤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顧問 陳明進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陳俊光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顧問 陳維慈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顧問 傅文芳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顧問 劉克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問 潘健民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顧問 謝仁耀 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財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問 蔡彥卿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顧問 謝智政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劃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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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準則委員會

職稱 姓名 現職

主任委員 張銘政 資深會計師

副主任委員 俞洪昭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王麗珍 審計部副審計長

委員 吳孟達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李建然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林嬋娟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徐永堅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涂嘉玲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馬嘉應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高晶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組長

委員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委員 陳玫燕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劉克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謝建新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顧問 郭錦蓉 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委員

顧問 蔡金拋 資深會計師

顧問 蔡蜂霖 資深會計師

顧問 謝仁耀 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財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劃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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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準則委員會

職稱 姓名 現職

主任委員 洪志洋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委員 白嘉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簡任稽核

委員 吳啟銘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委員 沈大白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卓輝華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

委員 林左裕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委員 林思惟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研究部經理

委員 陳北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評價暨鑑識會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陳國軒 經濟部工業局知識服務組副組長

委員 陳淑珍 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委員 黃小芬 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委員 彭火樹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詹凌菁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委員 趙哲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

委員 劉嘉松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業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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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RL委員會

職稱 姓名 現職

主任委員 陳麗卿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委員 王璞玉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徵信部經理

委員 汪明琇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務部經理

委員 林靜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科長

委員 周國華 國立屏東大學會計學系系主任

委員 邱月香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理事長

委員 徐文亞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區耀軍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張騰龍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副總經理

委員 許林舜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委員 陳泉錫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

委員 湯鐵漢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經理

委員 劉克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劉培文 第一銀行副總經理

執行長 周世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企劃研究部副經理

(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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