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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教育

编者按: 本文是作者通过对海外会计教授进行调查后 ,对我国会计教育与研究现状的一
种看法。 文章以调查资料为基础 ,探讨了中国会计教育与研究的优点、缺点 ,并提出了改
进建议。尽管作者的调查对象有局限性 ,且中外学者对问题看法存在较大差异 ,所得出的
结论也并不一定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但作为一种意见和看法仍可供借鉴 ,文章的研
究方法亦可供参考。

中国会计教育与研究之现况
— — 海外中国会计教授之见解与建议
●周齐武

钟西飞

吴安妮

目前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 ,已愈来愈强调

6人过去曾任教于北美 ) ,其余均在北美洲。

会计教育及会计之研究。 中国在会计教育发

此外 ,大部分 ( 81% )系在北美洲取得学位 ,且

展中 ,面临着一些障碍与机会 ,缺乏资源与训
练有素之教授可能系一障碍 ,但学习他人之

主要在美国 ; 有 7位受访者现职为助理教授 ,
8位为副教授 , 6位为教授及以上。 本研究样

所长并避免犯与他人同样的错误则不失为一

本中有半数系在近五年内取得学位。 我们同

项契机。愈来愈多来自国外的会计学者 (包括

时要求受访者注明其专精之领域 (可复选 ) ,

华侨及其他 ) ,都曾经访问过中国 ,并与中国
之教授及学生进行过交流 ,他们对于协助中

包括审计、商事法、财会、管会、租税及其他。
其中专精财会与管会者居多 ,分别为 11人及

国会计教育及会 计研究应该是特别感 兴趣

10人。这些受访者在过去三年中与中国大学

的。 虽然这群会计界学者可能与许多国内同
业交流过 ,但相信大部分的大陆会计学者尚

会计学生、教授所接触的时间平均大约有 30
天 ,且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认为本身对中国之

无机会和他们接触 , 故无法听到他们的见解

会计 教育及 研究具 有高度 的了 解 ,在 1( =

及观点。 因而本文旨在收集这些学者之见解

低 )至 7(= 高 )级的量表中平均接近 5级。 最

与观点 ,期能提供中国一个建设性之回馈资
讯。

后 ,我们将分析之范围加以限制: 只有对某一
方面了解程度达 4级或以上者 ,其回答始纳

问卷调查对象

入分析之中。

1996年 ,我们发了一份问卷给最近曾与
中国会计学界有接触经验之华裔教授 ,包含

问卷结果及分类架构
我们将问卷回答结果分为两个部份: 一

美国、加拿大 及香港等 大学任 教者计 有 23

为教学部分 ,另一为研究部份。 在每一部份 ,

位 ,共回收 21份问卷。 此问卷的重点是这些

我们列示回答者对优点、需改进、及建议方面

学者对中国的会计教育及研究的优点及可改
进之处的看法。

之情况。
为了把受访者多元化的回答作一条理性

21位回卷的受访者中 , 19人具有会计博

的叙述 ,本文主要系以与会计教育 (及研究 )

士学位 ,其中 11人现任职于香港 ( 11人中有

有关的生产函数为分析架构。 此种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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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别包括: 投入面 (包括学生及教授 )、过程

这可由下列项目较高的回答率得到证据: 例

面 (课程 ) ,以及外在环境面 (例如思潮、资源
及行政管理等 )。在每一类别之下尚有一些子

如 学 生的 个人才 能 ( 11次 , 平均 排序 为 1.
45) ; 以及具有强烈动机、积极学习且勤奋用

类别。

功的学生 ( 10次 ,平均排序为 2. 2) ;就教授方

就投入面而言 ,其主要因素包括: 投入之
品质 (例如: 教授及学生的才能及训练 ) ,他们

面而言 ,只有 3人提及好的教授品质为主要
优点 (平均排序为 1. 67) ,此项品质系以知识

的所为 (例如: 态度及努力 ) ,以及他们工作所

及实务经验为判断基础。 但有 5人选择教授

需运用的因素 (例如: 设备及资料等资源 )。而

的 态度及努力 (有强烈 动机、全心投入 与正

这些因素均受到外部环境之影响 (例如: 资料
之易取得程度、与外界之接触、行政方面的配

直、努力工作 ) ,其平均排序为 3。关于教育之
过程 ,有 12人提及其课程性质具优点 (平均

合等 )。 会计教育生产函数之过程面主要指

排序为 2. 08)。 其中有 7人将课程视为与专

“课程”本身。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课程: 课
程之性质、课程之内容 (包括一般教育、一般

业界结合的实务导向 ,并认为其能提供管理
人员新知与促使企业交流。 有 3人认为会计

企业及环境之教育、一般会计教育、学术专门

教育的优点之一是依循西方国家的模式 ,如

化会计教育、中国本土化之教育、研究与研究

此将有助于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 关于课程

所之教育 ) ,以及教学方法。 吾人如何将资源
加以整合 (换言之 ,并不只是各部份之加总 ,

内容方面 , (选择人计有 11人 ,其平均排序为
2) ,其主要优点为提供良好的一般教育 ,诸如

而是如何达到综效 ) ,以及如何差异化地将责

语文、沟通技巧及电脑 (有 2人选择 ,其平均

任与重点 (教学、研究、服务 )分配到具不同才
能及兴趣的老师身上 ,这些都对生产过程之

排序为 1) ; 良好的会计教育 ,主要是指在会
计技术及会计观念方面 (有 3人选择 ,其平均

品质有所影响。又除了提供必要之资源外 ,行

排序为 1. 33) ; 良好的专业化会计教育 ,例如

政管理亦有支持并诱导的作用 ; 此中所谓“支

税务方面 (有 2人选择 ,其平均排序为 3) ,良

持” ,乃因其能提供教学、研究及服务之间的
一个平衡点 ,而使教授有充分的时间持续地

好的中国本土化知识 ,例如经济法律学 (有 2
人选择 ,其平均排序为 2. 5) ,在研究与研究

自我发展与从事研究。至于“诱导” ,则是透过

所教育上对于研究 /数 量性的严格规定 (有 1

适当的奖励制度来创造一个学习及相互影响

人选择 ,其排序为 2)。整体而言 ,学生品质压

的文化 ,俾诱导教授改良其教学方式及研究
方法。

倒性地被海外华裔学者认同为中国会计教育
最重要的优点及优势 ,值得重视及开发。

目前的中国会计教育

b.最需要改善、扩展或加强的方向:

( 1)教育学生投入会计实务界的预备训

在会计教育方面需改进及加强之方向。
一般而言 ,最需要改善的包括教授的品质 ,课

在问卷之第一题 ,我们询问有关学生投

程性质及课程内容 ,以及资源的增添等。就投

入会计实务界之预备训练 ,我们要求受访者

入面而言 ,关于提高教授的品质乃当务之急

列示并将下列二个子问题加以排序: ( a)他们
曾经参与或观察到的会计教育之主要优点 ;

(有 13人选择 ,其平均排序为 2. 08) ,有 6位
受访者认为教授之知识及背景训练不足 ,有

( b)最需要改善、扩展或加强之方向。

7人则建议执行教授之持续性进修 (例如继

练:

a.会计教育的主要优点:
被访者认为中国会计教育的主要优点在

续进修以及增加与外界之接触 )来改善教授
之品质。

于学生。 被访者认为大陆的学生不只具有高

就过程而言 ,有 18人建议应改变课程性

度才能 ,而且展现出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努力。

质 (平均排序 为 1. 83) ,有 14人建议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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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予改变 (平均排序为 2. 64)。 就细目而

及研究所教育方面有待加强 (如改进研究技

言 ,在改变课程性质方面 ,有 7人 (平均排序
为 1. 86)认为目前会计教育太过于机械化、

术、方法并强调实际性的议题 )。 有关改善学
习环境方面 ,有 5位提出应改善教学方法如

偏重于 CP A考试方向、过度结构化以及强调

采互动式、个案教学、座谈会、及独立计划之

功能化之思考 ,需要改为较观念性、分析性及
鼓励创新性之思考。 有 6人 (平均排序为 2)

方式来进行教学及与学生有互动之交流。 有
关行政支援的外部环境方面 ,有 13位建议应

建议将课程改为更实务导向、满足大陆目前

增加资源 ,有 2位建议应改进奖励制度。又在

的需要、以及增加更多的实务性训练课程。有

增加与上课题材有关的资源方面包括下列几

5人主张应有更自由开放的课程 ,俾增进科
际整合及国际间之交流。

项: 教科书、个案及教学题材 (有 4人提出 ) ;
设备 ,其中包括科技、办公室空间、教室以及

又在改善课程内容方面 ,多位被访者极

图书馆 (有 3人提出 ) ; 国际性期刊、参考书籍

力主张推向一般化的会计教育 (有 7人提议 ,
平均排序为 2. 71) ,特别是在管理会计、会计

及 资料库等 (有 3人主张 ) ; 专款 (有 2人主
张 ) ; 以及籍由降低教学负担来增加可运用的

准则、以及会计资讯系统方面之教育应加强。

时间 (有 1人主张 )。整体而言 ,上述三个部份

另大多数人主张应改善及增加资源 ,有 18人

的回答是相当一致且相当具说服力的: 主要

提出此一主张 ,平均排序为 2. 67。 这里所提
到的资源若依重要性排序 (由大到小 ) ,包括

优点为学生品质 ,应改进的部份及建议的部
份均未出现对学生之改进及建议的方向。

下列项目: 设备 (科技、办公室空间、教室、图

( 2)硕、博士班之研究训练:

书馆 )、上课题材 (教科书、个案、教学题材 )、
国际性期刊、参考书籍及资料库等。

a.主要优点:
被访者认同的训练学生达硕、博士研究

c. 改善中国会计教育品质方面之建议:
改善中国会计教育品质之建议 ,其中主

水准之优点。与教学相似 ,就研究生研究水准

要包括改善教授品质、革新课程性质及内容、
改善学习环境以及行政管理之革新等方面。

位受访者 (平均排序为 1. 4)列示学生之能力
(才智、良好分析及数量技术、以及高入学标

这些建议与 b部份所列示最需改进者是一致

准 ) ,有 6人 (平均排序为 1. 17)提出学生之

的。 就投入面而言 ,有 7位受访者提议: 教授

努力 (高度激发、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工作努

品质之改良可从继续进修 ,或从减低任用本
校之毕业生着手。 就处理过程而言 , 19位受

力 )为最主要的优点。 至于教授方面 ,有关其
能力及努力有 2人提及适任性 , 1人提及动

访者皆提及需要改变课程性质 , 9位认为应

机强烈且态度积极性为主要优点。

改变课程内容 , 5位认为应改进学习环境 (包
括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 )。在改进教学性质

就过程面而言 ,有 9位受访者主张课程
性质 (平均排序为 2) ,而有 12位主张课程内

方面 ,有下列几项应改进之方向: 应更开拓视

容 (平均排序为 1. 83)为主要优点。与课程性

野 (有 11人提出 ) ; 应更具观念性、分析性与

质有关之最主要优点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

批判性思考之教学方式 ; 最后 ,应达全面性平
衡 (有 3人提出 )之教学。 在 9位受访者对改

动关系 ,此点有 5人提出 ,其平均排序为 1.
8。 关于课程内容 ,则有 3人列示在一般教育

进课程内容的建议方面 ,有 2位认为在一般

方面 ,有好的语文能力及沟通技巧 ,有 2人提

教育上应改进 ,有 3位认为在一般化会计教
育 (增加与制度相关之主题 ,以及增加职业道

出中国本土化的教育 ,有 6人列举研究及研
究所教育的相并层面 ,其中包括研究问题之

德之 内容 ) , 2位认 为在专 业化之 会计教 育

性质 (有趣、实务导向、具良好的文献回顾 ) ,

(审计、税务 )上要加强 ,有 2位认为在研究以

以及严格的研究 /数量性方法的要求。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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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入面来看 ,好学生亦是一项重要因素。10

环境方面 ,唯一被指出的优点为发表的压力 ,

1. 29)应改进。 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性质而

有 1人提出 (排序为 2)。
b .最需要改进、扩展或加强的方向:

言 ,受访者主要关切的是科学化的方法及思
考 (有 10人提出 ,平均排序为 1. 1) ,例如: 太

被访者认为最需要改进的部份为教师品

多叙述性及规范性研究而缺乏实证性研究。

质、研究及学位教育以及资源。 就投入面来
看 ,有 12人提出必须提高教授品质 ,其平均

有 6位受访者 (平均排序为 2. 17)指出 ,须要
扩充研究范畴 ,研究风格、兴趣及方法应多样

排序为 1. 92,应改善的部份为教授的知识、

化。只有一位受访者指出必须就下列各项 (依

教学经历 ,研究技术与方法 ,并增加其与外界

重要性排序 ,由高至低 )进行改善: 审计、资本

之接触。在过程方面 ,有 3人主张课程性质之
革新 (平均排序为 1. 67)为应改善之首要工

市场、财务金融之议题、管理会计以及租税。
有 9位受访者 (平均排序为 2. 22)认为大陆

作。 换言之 ,应鼓励更具观念性、分析性及批

之会计研究环境有必要改善 ,其中有 5位认

判性的思考 ,而避免盲目地落入西方国家的
模式。然而 ,显著高于其他各项的是课程内容

为应增加与外界之接触 ,例如与其他研究者
沟通往来 ,或进行国际性的研究交流。有 3位

之革新。 其中有 3人 (平均排序为 1. 67)指出

提及目前研究之现况主要系受制于意识形态

应 改良一 般教育 , 有 19人 (平 均排序 为 1.

及政治因素 ,只有 1位认为应改进外部审查

63)则认为应特别针对研究及研究所教育进
行改善。关于外部环境方面 ,主要应加强来自

之程序。 最后 ,在 10位提议应改善行政管理
的受访者中 ,大多数 (有 9位 ,其平均排序为

行政方面的资源支应 ,有 17人提出 ,其平均

2. 22)均主张有必要增加资源 ,例如国际性期

排序为 2. 59。 其中有 10人指出应改善设备
(包括科技、办公室空间、教室与图书馆 ) ,另

刊及参考书籍 ,资料库 ,专款 ,电脑设备 ,以及
教授可运用之研究时间等。

有 6人提及国际性期刊、参考书籍以及资料

( 3)提升中国会计研究品质的建议:

库之增进等。

对研究品质的主要建议为: 提升教授品

会计教授本身的学术性研究
( 1)主要优点:

质 ,革新研究及研究所教育 (主要是扩展未来
远景 ,或改进研究技术及方法 ) ,以及增加资

大部份的受访者均认为 ,实务导向及中

源等方面。 对投入面唯一的建议是提升教授

国本土化的研究为目前学术性会计研究的主

品质 (有 6人提出 ) ,其中包括鼓励教授透过

要优点 ,又其中大部份均属叙述性研究、文献
回顾 (有 4人提 出 ,其平均排序为 1. 75) , 另

继续进修 ,或改进研究技术与方法来加以进
步。 其他人提出应增加好教授。 大多数人提

有观 念性、分 析性 及理论 性的研 究 ( 3人 提

议革新研究及学位教育为改进中国会计研究

出 ,其平均排序为 1. 33) ,以及比较性的研究
( 2人提出 ,其平均排序为 1. 5)。有 3人 (平均

品质的有效方法。 有人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
透 过国际性学术交流 (例如 ,结合性交 换计

排序为 1. 33)认为教授品质为研究之优点之

划、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与其他研究者之交

一。

往等 )、科际交流、建立定期的研究讨论会 /会
( 2)最需要改进、扩展或加强的部份:
被访者认为若欲改善大陆之会计研究 ,

议等 ,秉持自由开放的心胸 ,并避免流于意识
形态及政治因素之窠臼 ,藉以开拓研究及学

当务之急乃在提升教授品质 ,扩展研究范畴 ,

位教育之远景 (有 16人提出 )。 此外 ,主张革

采用科学化的方法与思考方式 ,增加与外界
的接触 ,以及增加资源。 在投入方面 ,受访者

新研究及学位教育的人中 ,有 7位建议应改
进研究技术及方法。 又有 6位受访者提议应

一致的看法是提升教授品质 ,大部份指研究

扩充研究主题 ,包括应含较科学化之实证研

技术及方法论方面 (有 7人主张 ,平均排序为

究、行为面之研究、以及比较性或教学性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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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有 21人建议应改善行政管理 ,其中有

这样的教育有其价值 ,但其完美性是令人质

15人认为应增加资源 , 特别是国际性期刊、
参考书籍、以及资料库 ; 在设备方面 ,如科技

疑的。 因为在这迅速变迁且复杂的真实世界
里 ,在一个学期或一年内就能考虑到真实世

与图书馆 ;另外 ,藉由降低教学负担以增加可

界所有可能的变化吗? 纵使有此可能 ,但明天

运用之时间亦在提议之列。 有 3位表示需要
改善奖励制度增加教授之酬劳。 又寻求外界

的世界又如何呢?当科技、原则以及环境改变
了 ,则这些训练有素之解题专家的学生 ,是否

专款 (来自私人机构或政府 )补助研究计划亦

能随之调整并 持续对其雇主产生附加 价值

是改善研究品质的一种可行方案。

呢?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 Wyat t ( 1989)所

综合来说 ,被访者最普遍的观察是中国
目前会计研究及学位教育的主要优点系在其

提出的 ,使学生受益较多的 ,到底是让他们接
触到详细的会计原则呢? 还是让他们对于解

有高品质的学生。 至于中国会计教授目前所

决问题的方向 ,可能遭遇的冲突 ,以及社会认

引导的研究 ,乃以叙述性、规范性或分析性、
非本土化以及实务导向之研究为主。 为了改

为会计功能应达成之主要目标有所了解才行
呢?正如我们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环境一样 ,

善目前的研究情况 , 受访者认为必须增进教

一个好老师应该是能帮助学生了解会计之原

授的研究技术与训练 ,将科学化之研究方法

由 ( w hy)及处理之方式 ( ho w )。 为了能够提

融入研究之中 ,俾开拓研究之前景 ,增加国内
及国外之交流 ,以及增加资源。

供长期的贡献 ,学生必须培养自己在组织问
题、确认各主要问题点 ,及其相互关系 ,并推

会计研究对教学之攸关性

论其可能之答案的能力。 Ellio t t ( 1991)提醒

以上综合的被访者意见 ,显示出目前中
国的会计教育及研究 ,优点固然很多 ,但需要

我们 ,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已成过去 ,我们正
面临着一个“资讯时代” ,其价值动因为“知识

改进的方面亦不少。 了解中国会计老师们工

工作” ,其刺激则来自于“教育”。因此 ,高等教

作环境的读者或许会问: “在中国会计教育工

育的功能是在创造“知识工作者” ,教他们学

作目前的资源短缺情况下 ,是否我们应该把
需要改进的 ,以重要性加以排列 ,先把最重要

习如何去学习 ,而非仅是掌握目前的知识而
已 ( p. 4)。 而研究的功用是什么呢? Ki nney

的环节做好 ,才把注意力转注到比较次要的

( 1989, p. 119, 122)的一项观察有助于对这问

项目呢?”他们也许会更进一步的指出: “中国

题的了解。 他认为: “当教授们研究真实世界

会计教授除了比海外学者有更重的教学压力
外 ,还包 括指导硕士生写 论文的附加责任 ,

之会计时 ,他们尝试去了解既有的会计实务
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又当他们了解各项事实

(美国硕士学位的取得是少有如此要求的 ) ;

之间的关系时 ,他们将此教给学生 ,此种方式

另外 ,他们还时常被征召去教授中国 CP A考
试的复习课程。既然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 ,一

不只是教导原则 ,而且是教导各原则之间因
果关系的理论 - 透过对真实世界会计实务的

天只有 24小时 ,在中国会计师资短缺的现况

了解 ,当学生面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诡谲

下 ,他们先把全部精力专注到教学方面 ,岂不

多变的环境时 ,他们将有良好的准备去评估

才是当务之急呢? 至于改善研究则可暂时搁
置亦无大碍吧?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

各 种可行方案”。 正如古谚有云: “给他一条
鱼 ,他将一天不挨饿 ,若能教他如何钓鱼 ,他

先考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怎样才是做好教

将一辈子不挨饿”。 因此 ,研究的主要功能是

育工作呢? 随着知识爆炸及会计原则与规范
渐增 ,老师若只就各种主题与原则训练学生 ,

帮助老师发展并充实其组织与了解复杂问题
的能力 ,进而将此种能力传授给学生。这看法

并帮助他们了解教科书中各种不同类型之问

与诺贝尔奖得主 Herbert Si mon 的理念不谋
而合: “当别人问我们 ,为何我们要求老师一

题的解题技巧 ,就算是一个好老师吗? 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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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进行发表 ,以便获得升等与保有终身职

新观点于早期的研究上”。虽然知识的探索与

位呢? 我们的回答是 ,若他们不做研究 ,他们
将不能继续地保持智慧。 他们的教学也将不

整合反映了学 术生涯中的探究及综合 的风
格 ,但应用的学问亦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

能赶上学科知识的进步。 我们所重视的不一

如: “知识如何确实地应用到必然的问题? 它

定是他们的研究产物 ,而是致力于研究可确
保他们能保 持他们对现实及 新知的认识。”

如何对个人及机构有用?”进而言之 ,“社会问
题本身能够基于学术研究而订定出待解决之

( Sim on , p. 130)。在一个相关的研究中 , Bell,
Frecka a nd Solo mon( 1993)搜集数百位美国

预计表吗?” ( Bo yer , 1990, p. 21)。正如 Boy er
引用 Oscar Handia n所观察: “学问的贡献不

会计教育者之教 学效果及研究生产力 的资
料 ,发现此二者为正相关。相关虽然不代表因

在于它的修辞 ,而是在于它对国家及世界的
贡献”。 知识的应用并不只是单行道 ,而是一

果关系之存在 ,但至少暗示着研究与发表并

个动态过程。“对新知识的了解可来自应用的

不会导致教学效果之降低。很明显地 ,对于会
计教育者而言 ,在不同的时间需求上应取得

行为 ,… 在这些行为中 ,透过理论与实务积极
地交互影响且 互补下… 这种学问贡献 的观

平衡点。 然而 ,对中国会计教育者而言 ,研究

点 ,…可说是应用了人类的知识 ,同时亦促成

及发表是不应忽略的。

该知识的形成 ,… 对于这个面临大量的 ,难以

学问的类型
如果我们认同了研究在目前中国会计教

处理的问题而需要学者提供方法与见解的世
界 而言 , 此 种 学 问之 贡 献 是 非常 必 要 的”

育有其重要性 ,则一个连带的问题便是: 以目

( Boy er, 1990, p23)。至于教学 ,诚如亚里斯多

前中国的环境来说 , 是否某些研究的题目或
方向 ,是较为有效益的呢?当学者们讨论到研

德所说: 教学是了解的极致 ,作为一个学术机
构 ,教学始于老师所知 ,好的教学意指: 教授

究时 ,通常最先想到的工作是发现新事实、新

既 是 一 个 学 者 , 也 是 一 个 学 习 者 ( Boy er ,

关系或原则 ,这类工作当然与研究的定义相

1990, p24)。 它是充满活力的努力 ,它实包含

符。但对于应用性质的学科 (例如会计 )而言 ,
若视基本研究即已适当 ,甚或相当体面 ,则是

了在老师了解与学生学习间建立桥梁之所有
的类比、暗示 ,以及比喻的动态活动。 充分准

太狭窄了。 Boy er对于美国的商业教育具有

备的讲课当然重要 ,但教学不只是传达知识 ,

重大的影响 ,他 ( 1990)指出: 学问的领域包含

也应是知识的转化与扩充 ,因而启发式的教

四个主要的层面: 探索的学问、整合的学问、
应用的学问、以及教学。探索性的学问是知识

学能使学问保持灿烂而不朽。
基于上面的讨论 ,我们相信值得会计老

的前进 ,这与学者所认定的研究之意义最为

师及学者致力研究的题目 ,除了探索 ,整合及

接近。一般而言 ,这种研究的功能包括下列各
项: 致力于追求知识 ,追求探究的自由 ,以及

应用方面 ,亦包含很多直接与教学效益有关
的项目。 例如上课的形式 ,教材的拓展 ,如何

用一种受过训练的姿态 ,就其可能引导之处

增加考试的指引及回馈作用 ,如何增加学生

进行调查 ( Boy er, 1990, p. 17)。在最理想的情

对学习的兴趣及直接参与等等 ,都是会计教

况下 , 这种研究“不仅能促使人类知识 的累
积 ,也助长了大学或学院知性的思潮”。 至于

育所应关注的问题。 而以目前中国会计教育
资源仍嫌不足的情况下 ,如果能让老师学者

整合的学问则强调知识的综合 ,期能对分离

们依各自的专长 ,兴趣与客观环境 ,注力于四

的事实赋予正确的意义。有关整合 ,其意思是
“将各学科加以结合 ,从较广的角度来看待专

类学问其中的部份 ,而不是光推崇某类的学
问 ,相信对中国会计教育及研究的成长与发

业 ,并以启发的方式来说明资料”。它是“严谨

展 ,都是会大有助益的。

而有纪律的工作 ,着重寻求解释、推论并加诸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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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为需要程度最强者 )

在中国有关市场经济之转换、产业及生
命周 期的阶段与组合、机构的组 合 (例 如会
计、审计、揭露及证券交易规范与强制执行等

2. 就此问题的两个部份 ,请说明中国大陆会
计教育在训练致力于达到硕、博士水准之

方面 ) ,比起西方国家而言 ,显然比较属于起

研究情况。

步阶段。 希望本研究的发现能对中国会计教
育及研究之发展提供一项参考性及有用之资

a.您所接触到或观察到之主要优点为何?
(请依重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案 ,其中

讯。

“ 1”为需要程度最强者 )
b. 您认为最需要改善、扩展或加强的方向

参考文献

为何? (请依重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
案 ,其中“ 1”为需要程度最强者 )

1. Bell, T. , T. Fr ecka , and I. Solomo n. 1993. “ The
Relatio n Betw een Resea rch

Pro ductivity

and

3. 就此问题的两个部份 ,请说明中国大陆会

Teaching Effectiv eness: Empirica l Ev idence fo r
Acco unting

Educato rs” , Accounting

计教授所引导的会 计学术研究之目 前情
况。

Horizons

( December ) , pp. 33- 49.

a .您认为目前情况主要优点为何? (请依重
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案 ,其中“ 1”为需

2. Boy er, E. 1990. Sch olarship Reco nsider ed: Prio rities o f the Pro fesso na te, Princeto n , N . J.:

要程度最强者 )
b. 您认为最需要改善、扩展或加强的方向

Car negie Fo undatio n fo r the Adva ncement of
T eaching .
3. Ellio tt , R. 1991. Inv ited Editorial: Accounting educatio n and r esea rch a t the c ro ssr oad.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 Spring ) , pp. 1- 8.
4. Kinney, W. 1989. Co mmentary: The Rela tio n of
Accounting Resea rch to Teaching a nd Pr actice: A
Positiv e V iew , Accounting Horizons( M arch) , pp.
119- 124.
5. Simo n, H. 1991. Bo unded r atio na lity and o rg anizatio na l lear ning , Organization Science 2 ( 1) , PP.
125- 134,
6. W ya tt, A. 1989. Co mmentar y: Inter face between
teaching /resea rch a nd teaching /pra ctice. Account ing Horizons ( M a rch ) , pp . 111- 118.
(作者 单位: 美国圣 地牙哥 州立大学、香 港城市
大学、台湾政治大学 )

附: 问卷调查内容
1. 就此问题的两个部份 ,请说明中国大陆大
学的会计教育在教育学生未来投入会计实
务界之情况。

为何? (请依重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
案 ,其中“ 1”为需要程度最强者 )
4. 请列示您对改善中国会计教育品质之五项
建议。
5. 请列示您对改善中国会计研究品质之五项
建议。
6. 过去三年来 ,您在中国时与大陆大学之会
计系学生与教授接触的时间大约有几天? 约
当

天

7. 请考虑你对下列问题的熟悉程度? (其中
“ 7”为非常熟悉 ,“ 1”为不熟悉 )
a.中国大陆之会计教育在利于学生未来投
入会计实务界的状况?
b.训练学生致力于达到硕、博士之研究水
准之目前状况?
c.由中国大陆会计教授引导的会计学术研
究之目前状况?
8. 请就下列各项选出你所专精的领域 (可复

a.您所接触到或观察到之主要优点为何?

选 )。

(请依重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案 ,其中
“ 1”为需要程度最强者 )

理

b. 你认为最应改善、扩展或加强的方向为
何? (请依重要性递减顺序列出 5个答案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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