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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舉辦會計領域研究社群與學術生涯管理研討，係2003年台

大與成大共同主辦之「新進會計學者寫作研習營」的延續。本次研討會強調研究

方法的深入介紹，將會計領域研究方法區分為「實證研究」、「分析性研究」及「實

驗研究」三大區塊，其次再細分為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以及行為研究、實

驗經濟學等項目。本研討會另一特色是分組討論，由講授教授針對新進學者之討

論稿，提供具體評論意見。研討會分兩天舉行，計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約 100 名教

師及博士生參加。與會者相當肯定此次研討活動，對講授內容及各項安排滿意度

頗高，咸認為未來應繼續舉辦類似之活動。 

 
關鍵詞：會計研究方法、研究社群、實證研究、分析性研究、實驗研究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onference is to offer a forum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accounting. Specifically, the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divided into three 
approaches- empirical studies, analytic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utstanding researchers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manageri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behavior accounting are invited to deliver speeches in related area with appropriate 
methodology. The program also designs a group discussion session led by speakers to 
offe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working papers submitt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otal, 
about 100 participants, both accounting faculties and doctoral students, attended this 
conference. Over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very much satisfied with the contents offered 
and wish to have similar event held on a yearly basis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empirical research, analytical research, 

experimental research 
 
壹、研討會背景與目的 
　  

近十年來國內會計研究所紛紛成立，各校對會計研究之要求也日趨嚴謹，如

何提升會計學術研究的質與量乃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去年在國科會人文處的補

助下，主辦單位台灣大學會計系曾在台灣大學及成功大學舉辦兩場「新進會計學

者寫作研習營」，邀請多位資深學者或研究傑出學者分享研究心得、寫作方法及審

查的經驗。該研習營深獲與會者之肯定，認為對其研究，尤其是年輕學者，有深

遠之影響。 
 
　 本年國科會亦決定繼續支持提升學術研究品質之活動，「會計領域研究社群與

學術生涯管理研討會」之計畫遂因應而生。與前一年不同的是，本研討會重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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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研究方法的深度介紹。主辦單位積極邀請研究成果優越、具代表性的六位學

者分別講述「實證研究」、「分析性研究」及「實驗研究」三大區塊。並且於三大

研究方法下，再細分為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以及行為研究、實驗經濟學等

項目。此外，這次研討另闢時段進行「分組討論」，鼓勵新進學者及博士班生提出

討論搞，再由講授學者針對討論稿給予具體深入的評論。本次共收到 13篇討論稿，
主辦單位擇其中 11篇接受評論。詳如後。  

與去年類似之處是，主辦單位邀請會計、財務期刊主編三位，暢談學術期刊

投稿注意事項、審稿經驗分享等。亦請王泰昌教授評比「國際會計期刊」，國科會

杜青駿評介紹「國科會計畫書之撰寫與審查流程」，透過這些說明與解析，期能激

發會計學者研究潛能，協助其選擇適當之研究方法，並瞭解論文寫作的流程與關

鍵，提升研究成果的質與量。 
今年參與研習贏的對象不限新進學者及博士生，廣泛涵蓋其他對研究有興

趣、想加強研究方法訓練或想提升研究能力者。與會者全部免費。本次研習營為

期兩天，在議程安排與講者邀請方面，獲與會者高度的肯定，在多位優秀學者經

驗上的承傳下，本次會議圓滿落幕。 
 
貳、計畫實施與議程內容 

一、舉辦日期：93年 9月 3日（星期五）至 4日（星期六） 

二、舉辦地點 

1. 演講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一號館 101教室 

2. 分組討論：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一號館 101教室、301教室與 302教室 

三、參加人數：共計學員 96位、與會講者及評論人共 12位 

四、 議程內容  

 

時間 內容 主講教授 
第一天：93年 9月 3日（五）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致詞 洪茂蔚院長（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9:10~10:40 實證研究 I − 財務會計 林修葳教授（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10:40~11:00 休息(點心)  
11:00~12:30 實證研究 II −管理會計 歐進士教授（中正大學會計學系） 
12:30~13:30 午餐  
13:30~15:00 分析性研究 I −管理會計 李佳玲教授（中正大學會計系） 
15:00~15:15 休息（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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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7:00 分析性研究 II −審計 劉嘉雯教授（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17:00~18:30 晚餐  
18:30~21:00 分組討論 林修葳、歐進士、杜榮瑞、俞洪昭、李佳玲、

劉嘉雯、陳明進教授 
第二天：93年 9月 4日（六） 
8:30~9:00 報到  
9:00~10:30 實驗研究 I −行為會計 杜榮瑞教授（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10:30~10:50 休息(點心)  
10:50~12:30 實驗研究 II −實驗經濟學 俞洪昭教授（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國際會計期刊評比 王泰昌教授（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14:30~15:30 國科會計畫書之撰寫與審查流程 杜青駿先生（國科會管理一學門承辦人） 
15:30~15:50 休息（點心）  
15:50~17:20 學術期刊投稿、審稿經驗分享 蘇瓜藤教授（政治大學會計系、會計評論總編）

蔡彥卿教授（台灣大學會計系、中華會計學刊

主編） 
李存修教授（台灣大學財金系、財務金融學刊

主編） 

 
分組討論 
組別 作者 題目 評論人 

張隆憲 領導特質與財務報表透明度對公司治理影

響之初期研究 
杜榮瑞教授 

程心瑤 
蔡宜芬 

分析師預測與管理當局預測於企業評價之

相對有用性之研究－Ohlson模型之應用 
林修葳教授 

薛健宏 新上市上櫃公司之風險 林修葳教授 

財務 
會計 

黃美祝 兩稅合一、租稅簽證與租稅逃漏 陳明進教授 
 

戴怡蕙 台灣與韓國上市公司之董事會結構與公司

經營績效之實證比較 
歐進士教授 

林美倫 公司治理與總經理薪酬之實證研究 李佳玲教授 
張裕任 具網路性之產品其移轉價格之研究 李佳玲教授 

管理 
會計 

黃美珠 
陳玉麟 

1.性別，層級差異與生產效率 
2.Compensation func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account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CPA Firm 

歐進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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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昌 會 計 師 輪 調 制 度 與 審 計 品 質 之

分 析 性 研 究  
劉嘉雯教授 

卓佳慶 何謂好或是不好的會計師？如何衡量？ 俞洪昭教授 

審計 

謝永明 會計師保守對於審計任期與公司異常應計

數關係之影響 
俞洪昭教授 

 
 
參、結果與討論 
  

兩天研討會順利進行，講授老師準備豐富教材，用心傳授，與會者出席情況

良好，與講授者之互動熱絡。第一天晚上的分組討論，進行得很晚，有欲罷不能

之感覺，可見參與者充分把握難得之受教機會。會議結束時，主辦單位設計一份

問卷，結果如下表。由表可知，與會者對講師之付出給予高度肯定，對活動安排

亦相當滿意，更希望國科會能續辦類似之學術活動。本計畫亦建議國科會繼續給

予會計學者研究之訓練與切磋之機會。 
 
問卷調查-教師授課部分 
 

課程內容 表達能力 整體評價
對您研究

之助益 
總平均 

林修葳 4.35 4.4 4.35 4.28 4.34 

歐進士 4.00 4.10 4.09 3.94 4.03 

李佳玲 4.21 4.40 4.28 3.85 4.18 

劉嘉雯 4.22 4.32 4.38 4.00 4.23 

杜榮瑞 4.62 4.62 4.69 4.60 4.63 

俞洪昭 4.55 4.63 4.49 3.91 4.39 

王泰昌 4.22 4.37 4.22 4.06 4.22 

 
 
問卷調查-活動安排部分 

 
場地安排 餐飲 講義設計 工作人員態度

對未來續辦之必

要性 

平均 4.42 4.42 4.55 4.3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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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研習營報名資料 
 
 姓名 現職 
1 喬繼英 醒吾技術學院會計系講師 
2 鄭碧月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財經講師 
3 王偉權 空中進修學院講師 
4 葉玟琪 德霖銀保講師 
5 邱雪娟 中國技術學院國貿系講師 
6 尤隨樺 中正會計助理教授 
7 李伶珠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企管講師 
8 汪進揚 國防大學會計 
9 林文祥 義守會計 
10 鮑維珍 醒吾會計 
11 王茂昌 台北大學會計系講師 
12 王奎元 健康管理學院財經講師 
13 鄭國枝 崑山科技大學會計講師 
14 楊美玲 實踐會計講師 
15 黃劭彥 逢甲會計副教授 
16 高蘭芬 高雄大學財融助理教授 
17 古金英 景文會計系副教授 
18 吳麗皙 景文會計系副教授 
19 李芳君 景文國貿系講師 
20 蔡慶輝 The Shaw Group　PaceUniversity 
21 呂世通 開南會計副教授 
22 江向才 逢甲會計助理教授 
23 蘇育玲 海洋航運管理助理教授 
24 林美倫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講師 
25 鄭宗松 景文國貿系副教授 
26 薛敏正 台北大學副教授 
27 林鳳儀 致理技術學院副教授 
28 謝齊莊 中華大學財務管理系講師 
29 張玲玲 大葉大學會計資訊系講師 
30 王媛慧 輔仁大學餐飲管理系助理教授 
31 蔡玉琴 中國技術學院會計系講師 
32 邱秀清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33 鄭淩淇 元智大學會計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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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盧佳琪 東華大學會計系講師 
35 張隆憲 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系副教授 
36 陳維慈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37 蔡璧徽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38 紀信義 中央財管博士班研究生 
39 朱全斌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0 施念恕 成功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1 沈偉誠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2 王雅芳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3 何里仁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4 方俊儒 中山企管博士班研究生 
45 李德冠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6 林宗輝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7 林瑞嘉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8 廖懿屏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49 賴宇彥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0 陳昭蓉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1 彭日欣 上海財大博士班,會計師 
52 呂倩如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3 方偉廉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4 賴淑妙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5 陳虹吟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6 林美鳳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7 陳計良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8 高惠松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59 鄭立仁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0 薛健宏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1 謝素芳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2 陳宜伶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3 許恩得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4 劉俊儒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5 林文晟 海洋航運管理博士班 
66 張裕任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7 陳慧玲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8 林瑞青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69 程心瑤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0 陳玉麟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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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黃美珠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2 蘇迺惠 台大會博 
73 賴永裕 雲科大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會計組 
74 楊炎杰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5 劉沂佩 台北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6 謝永明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7 黃政仁 政治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78 黃素慧 雲科大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會計組 
79 戴怡蕙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0 林靖傑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1 王宏達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2 卓佳慶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3 劉志諒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4 李貴富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5 陳妮雲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6 林孝倫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7 黃惠琦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8 王瑄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89 黃美祝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90 李啟華 台灣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91 陳玉燕 中原工業研究所 
92 張益誠 靜宜會計系研究所 
93 李芸菁 靜宜會計系研究所 
94 王貞靜 台北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95 陳信吉 台北大學會計系博士班研究生 
96 李文智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