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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以往對於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研究之不足，期許藉由規劃及推動本整合型研究計畫，

能有系統地持續推動國內有關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的學術研究。 

 

關鍵字：行為財務、行為會計、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final status report of an effort initiated by NSC to stimulate, produce and 

integrate academic research proposals in the area of behavioral finance and behavioral 

accounting.  

 

Keywords: Behavioral Finance, Behavioral Accounting 

 

一、 緣由與目的 

行為財務或行為會計泛指（1）應用心理學理論解釋財務或會計現象之研究，（2）應用

心理學研究方法（特別是實驗室實驗）探討財務或會計問題之研究，或（3）應用心理學理

論，採用心理學研究方法（特別是實驗室實驗）解釋財務或會計現象，或探討財務或會計

問題之研究。 

國內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之學術研究有待發展，學者間的聯繫並不充分，有待建立一

個長期整合且合作的團隊，方能促進行為財務與會計之研究成果。本整合型研究擬結合對

行為會計與行為財務及相關領域有相當研究成果之學者形成一研究團隊，藉此形成持續

性、積極性之研究開端。除了希望能奠定國內在行為財務與會計研究基礎及成果外，並可

提升行為財務與會計應用在證券市場發展實務之專業性與理論性。 

 

二、 行為財務學與行為會計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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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為財務學 

傳統的財務理論大多假設理性行為、效率市場成立，然而卻常常無法解釋市場的一些

紛亂與異常現象。效率市場假說最具爭議之處在於假設人的決策是理性的、套利行為是無

風險的。即使市場有一些非理性的投資人，但因為這些非理性的投資人交易都是隨機的，

所以可以相互抵銷。然而，實證研究發現投資人會受過去投資經驗影響，其投資決策常是

同向的，尤其在他們行為已社會化，或是誤信相同謠言時，交易的發生已不再是隨機，這

些效果彼此並不會抵銷，導致市價偏離效率市場假說的理論價格。 

傳統財務理論往往奠基於理性與利潤極大化的假設上。然而，許多既有的財務理論至

今仍缺乏實證支持。不論是投機性泡沫、股價過度波動、股價行為的雜亂無章、盲從的行

為、損失風險的錯誤估計、早賣“贏家“，晚賣“輸家“的投資策略、對於現金股利有不同的

偏好、對時間價值的多樣偏好、對資訊過度或不足的反應、個人投資者持有分散不足的投

資組合等異常現象，都難以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使得市場效率假說受到極大的挑戰。 

傳統財務理論也往往忽略人在決策過程時可能產生的情感和偏誤，例如：恐懼、貪婪、

風險偏好程度、同儕彼此間的壓力。反觀，行為財務學從人類決策行為出發，結合古典經

濟、財務、心理學各種領域，試圖對傳統財務理論提出新的思考方向。行為財務學以期望

理論為基礎，加上心理學與行為學對於投資人行為模式，對效率市場假說提出質疑，包括：

(1)以真實行為取代理性行為；(2)投資人的非理性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3)套利會受一些條

件上的限制，使其不能發揮預期中的力量。諸如，理性價格反應效用（utilitarian）的特徵，

如風險，但不能反映價值（value-expressive）的特徵，如情緒。1980年代後期，從心理學

角度出發，以投資人決策過程的研究為基礎，重新檢視市場價格行為的行為財務學獲得重

視。 

當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從決策行為出發，認為財務市場的參與者為有限理性，易受情

緒所影響，其動機、心理、思考模式、承擔風險的意願都可能不同。個人差異會對經濟情

況有不同的認知或感受，加上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透過行為與彼此間的互動，再反應至

市場或經濟中。更能成功地制訂投資策略，發展更周全的財務理論模型，我們需要從心理

學的角度認真研究投資者複雜的行為機制。行為財務學提供了理論與證據說明了是什麼力



                  
- 2 - 

量驅使證券價格偏離基本價值，與為什麼異常現象可以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不被套利力

量所消除。 

行為財務學是一個年輕而成長快速的領域，不僅有助於瞭解人的決策行為，也可對市

場參與者的實際行為有重大貢獻。換句話說，行為財務學並非傳統財務學的某一領域；而

是希望以較佳的人性模型取代傳統財務學。目前行為財務學是新興領域，就如同 Thaler所

言：在可預見的將來行為財務學將已經廣泛被納入財務理論與實證的考慮中，結合心理學

與決策行為來實際財務市場的運作。 

2.2. 行為會計學 

基本上，會計活動涉及資訊的提供、使用與處理，因此，自從 1970年代以來會計研究

的主要領域之一即是人類資訊處理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IP)，探討會計資訊對決

策者之判斷的影響。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假設人類的決策與判斷會依照期望效用理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以及其背後的公理來進行，而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也以真實世界的人

類行為作為觀察的標的。然而，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發現人類在不確定情況下的

判斷或選擇與期望效用理論之預測不符，因此提出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證明該理論

較期望效用理論更能解釋人類偏好逆轉 (preference reversal) 的現象。此外，他們也發現人

們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下作決策時，經常會依賴經驗法則 (heuristics) 來有效率地解決問

題，但也因而在某些狀況下造成偏誤 (biases)。行為會計在過去數十年來的研究即在利用

Kahneman、Tversky、Hogarth、Einhorn以及其他心理學家 (如：Brunswik的透視模型) 之

理論，來探討不同的會計問題。舉例而言，許多行為會計學者探討會計資訊之表達方式對

經理決策之影響以及審計證據之表達方式對內部控制或繼續經營判斷之影響，研究結果均

支持架構效應 (framing effect)，與 Kahneman and Tversky 的展望理論之預期一致。此外，

在審計判斷與決策的研究上，會計學者亦曾探討諸如：(1) 審計人員在從事內控評估與審

計程式規劃以及繼續經營之評估時，其判斷方式是否可以定錨與調整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來解釋、(2) 審計人員在評估客戶管理舞弊可能性時是否會忽略事先機率，而

對證據來源不敏感以及對樣本大小不敏感、(3) 審計人員在評估客戶內部控制是否可以倚

賴時，是否對證據來源之可靠性有所反應以及(4) 審計人員在進行分析性複核時是否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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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近效應 (recency effect) 等。這些研究雖然承襲心理學的研究典範，但對心理學理論與

發現之一般化程度，提供實驗證據，也突顯會計決策情境與一般決策情境之不同。事實上，

這些研究對於會計與審計的實務與學術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Ashton and Ashton 1995)。 

在過去四十多年來，會計研究的主流在於探討資本市場對於企業財務報表資訊之反

應。欲進行此類實證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研究人員必須能蒐集到相關的實證資料，方

能進行研究主題的分析。這種研究方法的最大限制之一在於無法針對一些並無實證資料存

在或實證資料無法精確觀察的問題進行探討。Vernon Smith (1976) 對於實驗經濟學 

(experimental economics) 的重大貢獻提供了一個解決上述問題的工具。在控制的實驗室實

驗 (laboratory experiments) 情境下，會計學者透過經濟模型的建立，將真實世界予以簡化，

而只保留重要的環境與控制變數，以研究人類在市場以及其他具有經濟互動機制下的各種

行為。舉例而言，美國的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中要求證管會在該法案通過的一年內

研究 「會計師強制輪調」(mandatory rotation) 的可行性。由於強制性輪調並非美國現行的

制度，因此會計學者無法取得任何實證資料來驗證該制度的可能實施成效。在這個情況下，

實驗經濟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使得研究人員得以在實驗室中直接操弄強制性輪調的

有無，以比較它們的優劣。事實上，實驗經濟學對於探討具有會計與審計之政策意涵的研

究主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典範。 

實驗經濟學在會計上的應用已有十多年的歷史。除了會計師法律責任制度的探討之

外，在審計上亦曾分析會計師的 low-balling定價策略是否會傷害會計師的獨立性以及審計

服務的供給與需求。至於財務會計方面，則偏重在公司資訊的揭露與市場的相對反應。實

驗經濟學過去在管理會計上的應用較少，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然而，其研究的議題

相較於審計與財務會計而言，則較為分散。已發表的文章涵蓋的主題包括經理人揭露好壞

資訊的時點、成本資訊與成本預測機制對於經理人成本決策的影響、獎酬計畫對於經理人

學習與績效改進之影響、以及經理人的誠實報導行為等。 

 

三、 行為財務學與行為會計學的重要議題 

目前本整合型研究計畫擬以下列主題架構為基礎，並配合財務與會計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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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學者之研究專長，選擇據學術貢獻且符合需求目標之內容，有系統地

進行推動。以下將從財務管理與會計理論的不同角度，重思行為財務學與行為

會計學的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 

3.1. 行為財務學 

以下將從財管理論的不同角度，重新思考當加入決策行為下，投資決策的

制訂、公司決策的制訂、以及考慮人的行為決策，資產價格的反應與定價模型

等傳統理論未來的發展趨勢。 

（1） 投資領域： 

行為財務學在投資領域的發展相當蓬渤，過去的研究多著重於反應不足、過度反應、

群聚行為等去解釋造成財務市場上異常現象的原因。許多財務實證上發現股價反應資訊的

速度並不如效率市場假說所預測般的迅速，價格不僅只反映了基本面消息，也反映了投資

者的情緒，造成股價的變動性遠大於基本面價值的變化。不但如此，很多學者也發現股價

實際上呈現週期性的變化，例如一月效應、週末效應等變化。Thaler(1993) 嘗試用行為學

和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這些現象，包括：價格變動與社會習性有關，人們常會選擇在特定

日子進行投資。 

在未來的研究上，針對個別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將深受重視。例如， Olsen (1998)認為

因為投資人看法的分歧造成股價有時會呈現非常大幅度的變動。因為投資人對資訊的處理

以及股價的評估方式不盡相同。在決策過程中，投資者對資訊的解讀可能不同，對整個決

策的認知也可能不同，因此，所做出來的決策也可能會南轅北轍。行為財務學也研究投資

人在判斷上常犯的系統性錯誤。Odean (1998, 2000, 2001)即有多篇文章探討過度自信與損失

迴避等現象。其他如，投資人認知偏誤、過度保守等，與其對股價的影響，均是相當具有

前景的研究方向。 

（2）資產定價領域： 

長期以來，標準的定價模式皆以消費基礎，然而在標準的效用型態與參數下，無法捕

捉歷史股價的高水準與過度波動的現象，與權益的風險溢酬變異來源。近來，如何結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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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value-expressive）與風險於資產定價模式的課題引領風騷。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是最常被引用作為人們在面對不確定性下從事決策的模型，

以修正傳統預期效用理論無法完全描述個人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行為。例如，Barberies, 

Huang and Santos (2001)曾將展望理論與 Thaler and Johnson (1990) 與其他心理實驗對於風

險選擇的結果應用於資產定價上。他們認為投資人作決策時不僅考慮效用，也會考慮自有

財富的波動情況，對於財富波動通常會有損失迴避的現象，迴避的程度則視過去投資的績

效而定。其結果可以解釋股價的高水準與過度波動的現象。又如，Shiller (1984,1990)也探

討投資心理與股價行為之關係。這方面的研究對股價的預測與解釋將有相當寬廣的空間。 

另外，Daniel, 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2001）提出 Beta和 BV/MV皆是影響報

酬的因素的看法，認為 BV/MV 相較於 Beta 只反應了風險因子，還反映了證券 Mispricing

的程度。Barberi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提出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的解釋; 投資人發

現公司的盈餘變化，常誤認為是均數反轉（mean-reverting），而採取較保守的投資決策，以

致於對新訊息反應不足，而在公司的盈餘呈現上漲趨勢時，他們則相信目前正是盈餘成長，

反而更助長了盈餘的趨勢。Hirshleifer (2001) 廣泛結合投資人心理，包括決策偏誤與風險

於資產定價上。他認為未來如何結合錯誤認知信念的動態模型，考慮風險迴避與多種證券

的資產定價模型，將過度反應的不同程度建模，以解釋資產行為等的方向都是相當有前途

的。 

（3） 公司財務領域： 

在公司財務方面，過去文獻甚少著墨於行為面的討論，不過目前亦開始有許多新的行

為思考方向。在理性行為假設下，傳統的財務理論總是告訴經理人要理性的制訂資本預算、

最適資本結構、股利政策等決策。然而，由實證上發現分析師、公司管理者、股東、和市

場投資人並非總是理性。如公司上市決策與現金增資活動近年來自從發現長期績效表現不

佳後，許多人開始質疑為何仍有投資人願意投資上市或現增公司。關於這種 New Equity 

Puzzles，攸關的著名學者 Jay Ritter認為行為學派可能是未來的解決方向。 

晚進亦開始有人研究公司高層主管是否會過度自信而高估公司計劃的品質，與其是否

會影響公司的投資決策。如 Stein（1996）提出如果股價並不合理，經理人到底如何從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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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決策呢？有關股利政策方面，如果稅賦誘因會導致庫藏股買回方式增加股東財富，為何

實務上仍然發現，許多大型公司傾向支付現金股利，以及現金股利增加或開始時，股價會

上漲？在會計方面，有關行為會計的研究亦是新興的趨勢，包括對國家間文化差異、公司

組織文化、員工屬性與偏好如何影響績效評估的執行成效，經理人可能會利用窗飾效果，

以使其投資績效受到肯定。 

Gervais亦強調行為財務學是財務學理重要的一個領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被

發展予接受；Thaler 更是預期在不遠的將來，所有經濟的模型都會例行性的加入真實世界

所觀察到的行為變數。這些現象在在都顯示出行為財務學這個研究領域將會一個蓬勃發展

的新興研究重點之一。 

3.2. 行為會計學 

國內行為會計之學術研究有待發展，學者間的聯繫並不充分，有待建立一個長期整合

而合作的團隊，方能促進行為財務與會計之研究成果。本整合型研究擬結合對行為會計及

相關領域有相當研究成果之學者形成一研究團隊，藉此形成持續性、積極性之研究開端。

除了希望能奠定國內在會計研究基礎及成果外，並可提升行為會計應用在證券市場發展實

務之專業性與理論性。 

行為會計研究可追溯至 1960年代，甚至更早。雖然在 1960年代行為會計研究涵蓋財

務會計、管理會計與審計領域，但財務會計方面的行為研究，在 1970年代中期以後，並未

持續發展，直至 1990年代才又重新興起。另一方面，管理會計與審計領域的行為研究，則

在過去 40年裡持續繁衍，尤其審計方面。 

一般而言，審計方面的行為研究著重於人類資訊處理的探討，應用認知或記憶心理學

的理論或發現，採用實驗室實驗方法，了解審計人員如何從事資訊蒐集、評估與處理，如

何從事判斷與決策，以及他們的判斷與決策品質與績效。審計方面的另一行為研究路線，

則以代理理論或賽局理論為基礎，探討審計市場的相關議題，如審計品質、審計公費、法

律責任及審計獨立性等。 

管理會計方面的行為研究，則從早期的組織行為面的問卷調查研究，至 1980年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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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代理理論之實驗室實驗研究，乃至晚近的賽局理論之實驗室實驗研究。這些研究不論

理論背景及研究方法為何，大致討論管理會計資訊 (系統) 的促進決策 (決策)與影響決策 

(控制) 的問題。至於財務會計的行為研究自 1990年代開始，由於心理學理論與發現的可資

運用，實驗室實驗方法在數據品質上的相對優點，以及效率市場假設的遭受質疑，逐漸蔚

成“復興”之勢，而與行為財務的興起，形成有趣的“巧合”。此一路線的研究絕大多數以實

驗室實驗方法，甚至實驗室市場研究方法 (實驗經濟學)，探討財務資訊 (或企業資訊) 在

經理人、投資人、資訊仲介者與審計人員間的互動與溝通行為。 

 

四、 整合型計畫子計畫組織架構 

4.1. 行為財務學 

4.1.2. 行為財務學之理論架構 

Shefrin (2000), Montier (2002)等學者將行為財務學的理論歸納為：(1)判斷或認知上的偏

誤(biases of judgement or perception)：人們在決策過程中，通常會採用試誤法(trial and error)

或經驗法則(heuristics)， 來產生投資決策、解讀資訊與預測的行為準則(rules of thumb)。(2)

偏好與決策的錯誤(errors of preference or decision making)：探討投資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偏好

與決策方式的變異。判斷與認知上的偏誤可以歸納為以下各項： 

(1) 過度樂觀 (over-optimism) 

人們傾向於高估好事情會發生的機率，總是感覺狀況通常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一系列實

證中像是貨幣幻覺和自我歸因的發現都支持過度樂觀的現象。 

(2) 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除了習慣性的過度樂觀，人們總是傾向與誇大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看法總是對的，

特別是專業人士。Odean(1998)進行了一系列個別投資人是否過度自信的研究，發現因為過

度自信造成周轉率過高，亦發現男性投資人過度自信的情形較嚴重。 

(3) 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認知失調主要發生在人們經歷心理的信念和認知，與實務上不一致時，將發生的心理衝

突，此時人們可能會略過心理衝突來降低或避免心理上的不一致現象。 

(4) 保守性偏誤 (conservatism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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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看法與預測上會傾向於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一旦某一個看法被確定了，則很難遠

離此看法或預測，即使是要改變也會顯得非常緩慢，因此會對事件產生反應不足 

(under-reaction)的情況。例如 Bernard (1993), Liu, Strong and Xu (2001)實證中皆發現股票市

場常常對於股票的首次發放(dividend initiation)或盈餘宣告的訊息有反應不足的情況。 

(5) 定錨 (anchoring) 

在評估某些事件，當人們面對有數量上的不確定性時，其回應的初始看法會隨問題被陳

述的方式或所提到的數量所影響。例如股票的市場價值是渾沌不明的，何者是合理的價格

很難定義，而投資人往往會將前一天的價格當作今天價格的指標。常見的討論是，定錨效

果會影響資產的定價，Northcraft and Neale (1987)在房價的研究中即發現此現象，而分析師

提供的預測資訊中也發現有類似情況。 

(6) 代表性經驗法則(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人們在面對蜂擁而至的資訊時，通常會以經驗法則作為處理的準則，因此代表性的經驗

法則通常會使人們以相近且出現頻率較高的資訊做為參考基準，而不是以發生的機率來考

量。在分析師盈餘預測的修正上，除了定錨效果的影響外，也受到代表性的經驗法則的影

響，因此在預測上有時會過度反應，有時卻會反應不足。 

(7) 存在性偏誤 (availability bias) 

存在性偏誤指得是人們在決策制訂時會受到事件發生的頻率或發生的容易程度所影

響，例如在股票的選擇上，即常常受到新聞報導或券商的研究報告的影響。Gadarowski (2001)

的研究中發現報章新聞涵蓋程度高的股票，在後續二年的績效反應通常較差，因此投資時

要特別警惕，因為受到注目的股票未必就是好的股票。 

(8) 模糊規避 (ambiguity aversion) 

人們通常會害怕模糊而無法掌控的情況，因此投資人在面對他們所不瞭解的股票時，態

度上會較為謹慎小心，卻也因此造成投資人的投資組合中沒有達到充分的多角化。Benartzi 

(2000)發現 Coca-Cola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員工退休基金(401k plans)的投資組合中，公

司股票就佔了資產配置中的第二位，高達 18%。此外在股票投資部分亦高達 70%~90%是投

資在本國的股票，因為投資過高的比例在熟悉的股票與市場中，而造成投資組合未充分地

多角化，而使得投資組合的績效不佳。Strong and Xu (1999)的調查中也發現基金經理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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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對於本國市場有過度樂觀的預期，但對於外國市場則不會。此亦為模糊規避的現象之

一。 

而偏好與決策錯誤又可進一步分成 (1) 框架相依 及 (2) 展望理論，分述如下： 

(1) 框架相依 (narrow framing) 

人們的決策會受到問題描述的方式所影響。常見的例子是投資人在進行評估時，往往過

度依賴宣告的盈餘數字，而不是以現金流量的折現值來進行評價。此外，投資人與分析師

都過度依賴公司想要報告的盈餘數字 (Pro Forma)，而不是企業被迫報告的盈餘數字

(GAAP)。 

(2) 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 

Tversky and Kahneman 提出展望理論，以非線性的權重取代線性的權重，而且以價值函

數取代傳統的風險趨避的效用函數，提出人的風險態度會受到所處狀態的影響; 處於獲利

區間時會傾向於風險趨避，但在損失區時決策為了損失趨避而在態度上傾向於風險偏好，

且決策受到心中參考基準點(reference point)的影響。Shefrin and Statman (1985), Odean 

(2001), Genesove and Mayer (2001)皆發現不論在股票市場或房屋市場都存在有不願實現損

失，而盡快實現獲利的現象。 

4.1.2. 行為財務學之子計畫組織架構 

依據前述行為財務學的理論架構，將這次整合型計畫各行為財務學的子計畫在重要議

題—投資、公司理財與資產評價，依照(1)判斷或認知上的偏誤及(2)偏好與決策上的錯誤，

分別架構如下圖一，並分別列於表一至表六： 

表一  行為財務子計劃「投資決策」主題 #1 − 探討偏好與決策錯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8 
周行一 

陳虹伶 

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 

中國技術學院國貿系 
理財規劃投資行為之分析 

子計畫 29 郭敏華 世新大學財金系 策略投資型態輪動分析：心理帳戶與社會情緒 

子計畫 33 盧秋玲 元智大學財金系 住宅金融與購屋行為 

子計畫 38 

萬金生 

邱文彬 

鄭碧月 

高雄餐旅學院通識中心 

高雄餐旅學院通識中心 

台南女子技學院財金系

投資決策之框架效應再探：團體決策與決策性質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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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行為財務整合型計畫子計劃組織架構 

 

表二  行為財務子計劃「投資決策」主題 #2 − 探討判斷或認知上的偏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3 劉玉珍 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 投資人對於分析師資訊的認知與反應 

子計畫 4 胡星陽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除權日的下單行為和下單原因 

子計畫 14 洪新原 國立中正大學資管系 
使用者解釋與吸收財會資訊之過程與效果：認知適合理論與自

我效能理論之探討 

子計畫 15 
張紹基 

陳聖賢 

國立成功大學國企系 

元智大學財金系 

市場過度樂觀，內線交易以及長期績效表現:以 Tracking Stocks

發行為例 

子計畫 18 劉維琪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台灣股票市場財務資訊代表性經驗法則之研究 

子計畫 24 傅澤偉 國防大學會計系暨財管所 投資人過度自信與初上市股票價格行為的相關性 

子計畫 27 童心達 實踐大學企管系所 由台灣共同基金短期已實現報酬率之分析看其行為財務之涵意

子計畫 31 

劉松瑜 

溫育芳 

何宗武 

世新大學財金系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系 

世新大學財金系 

注意力效果下股市投資者交易行為的互動 

子計畫 35 
王凱立 

莊文議 

東海大學財金系 

東海大學財金系 
過度自信跨國傳導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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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行為財務子計劃「公司決策」主題 #1 − 探討偏好與決策錯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5 陳明賢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經理人過度樂觀之行為研究–以財務預測為例 

子計畫 9 王儷玲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

與保險系 

從監理資本要求與公司財務表現探析我國保險業盈餘管理行

為 

子計畫 10 
池祥麟 

沈中華 

國立台北大學合經系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從展望理論的觀點探討各國銀行業盈餘管理與資本管理之現

象與動機 

子計畫 12 
黎明淵 

陳宣賀 
國立暨南大學財金系 檢測台灣企業海外籌資的決策因素與效果之實證研究 

子計畫 16 
徐守德 

廖源星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 企業經理人裁量性投資行為之研究 

子計畫 30 
曾昭玲 

郭迺鋒 
世新大學財金系 我國企業融資決策之從眾行為與追隨領導者行為之探討 

子計畫 32 
詹錦宏 

曾旭民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行為財務學在企業選擇員工激勵制度之運用 

子計畫 34 陳軒基 元智大學財金系 創投對 IPO持股釋股行為之研究 

子計畫 37 
陳文慧 

盧龍泉 

景文技術學院財金系 

中正大學企管系 

企業管理人員之行為研究－台灣地區危機企業與正常企業之

實證比較研究 

子計畫 39 
李劍志 

林慶宏 

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商業群

高苑技術學院經管所 

財務主管對證劵市場重大事件決策行為抗壓因素認知之比較

分析-以台灣南部上市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為例 

 

表四  行為財務子計劃「公司決策」主題 #2− 探討判斷或認知上的偏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6 湛可南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從盈收品質的反應不足來探討庫藏股宣告後之長期績效 

 

表五  行為財務子計劃「資產評價」主題 # 1 − 探討偏好與決策錯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1 
洪茂蔚 

王之彥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 

國立中興大學財金系 
行為財務效用函數與期貨最適避險比率 

子計畫 28 
周恆志 

巫春洲 

銘傳大學財金所 

銘傳大學財金系 
基金經理人的風險態度與避險商品之選擇 

 

表六  行為財務子計劃「資產評價」主題 #2 − 探討判斷或認知上的偏誤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11 
周賓凰 

周冠男 
國立中央大學財金系 總體因子，市場情緒，與資產定價 

子計畫 17 馬  黛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 行為因素、資產訂價與市場績效之理論與實證 

子計畫 22 蕭朝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 台灣上市公司的研究發展活動與股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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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為會計學 

目前本整合型研究計畫有關於行為會計部份之子計畫共十件，若以圖二之組織架構為

基礎，可將這十件子計畫按研究主題分成四大類，如表七至表十所示。 

 

圖二  行為會計整合型計畫子計劃組織架構 

 

表七  行為會計子計劃主題 #1 − 企業組織與管理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21 
溫金豐 

李佳玲 

國立中山大學人資所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 

預算參與與預算執行績效關係之研究—目標設定理論與代

理理論觀點 

子計畫 23 林穎芬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系 從非理性樂觀探討管理當局財務預測之行為 

子計畫 36 張允文 靜宜大學會計系 
從個人獎酬與團隊獎酬的觀點探討財務誘因對內部控制工作

績效之影響 

 

表八  行為會計子計劃主題 #2 − 會計師專業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19 倪豐裕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審計知識對審計品質及領導效能之影響—以關懷與環境不確

定性為調節變數 

子計畫 20 張瑞當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會計師網路信託與審計獨立性對決策行為影響之實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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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25 

沈維民 

邱文彬 

鄭碧月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財稅系
從人類記憶特性探討會計弊案對審計人員的衝激：序列位

置效應與干擾論的驗証與類推 

子計畫 26 顏信輝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定錨調整與代表性經驗法則對專業判斷之影響：以審計分

析性複核及財務預測判斷為例 

 

表九  行為會計子計劃主題 #3 − 資本市場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7 
林修葳 

金成隆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所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所
那一類型的證券分析師容易有處分效果的行為面問題? 

子計畫 13 
金成隆 

林修葳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所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所
領導型/從眾型分析師過度自信現象之研究 

 

表十  行為會計子計劃主題 #4 − 公司治理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計畫名稱 

子計畫 2 
杜榮瑞 

俞洪昭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以自願性 vs.強制性財務預測作為公司治理之機制 − 理論

與實驗證據 

 

4.3. 本整合型計畫分工方式 

 本整合型計畫規劃期間共經過一次規劃推動會議，參與討論規劃之學者專家共計四十

人次，共收集相關研究計畫大綱 43篇，經審議並整合後，納入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向國科會

正式提出申請者共計 39篇（見附錄），其分工架構如圖一、二所示。 

4.4. 本整合型計畫資源之整合 

本整合型計畫為求有效培養與發展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學術研究之人才，並積極協助

推動與累積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之研究成果，將規劃進行下列事項： 

1. 本整合型計畫預計將於各子計畫開始執行後一年內舉辦研討會，協助發表研究

成果，並助於提昇研究報告與論文的品質。 

2. 本整合型計畫預期有助於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研究資料庫之建立，因而可對後

續相關研究提供貢獻，進而累積我國行為財務與行為會計研究之長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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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本整合型計畫乃由國科會主動規劃，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於民國 92年 5月起積極推

動、協調，初步徵得共計 43件主題之研究意願，參與之全國大專院校之教授、老師達四十

餘人次，在經過協調座談會議之後，正式提出研究計畫大綱為 39篇，自計畫主持人與協同

主持人合計六十人次，橫跨二十七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參與之教授、老師展現出對行為財

務與行為會計領域及高度之研究興趣與意願，並且樂意配合修正研究計畫，以符合本整合

型計畫之重點方向與目標。 

其次，為避免所提論文有所重覆，或不適合本研究型研究計畫與學術性期刊的情形，

故由本整合型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根據國科會要求，先行審議論文提案。最後，在徵

詢修正意見後，本整合型計畫實際納入三十九篇子計畫，其主題分類、研究題目、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學校名稱列示如下表。 

計 畫 項 目 主持人 服務單位/系所 職 稱 計  畫  名  稱 申請經費

子計畫 1 
洪茂蔚

王之彥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

國立中興大學財金系

教授 

助理教授

行為財務效用函數與期貨最適

避險比率 
773,300 

子計畫 2 
杜榮瑞

俞洪昭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教授 

副教授 

以自願性 vs.強制性財務預測

作為公司治理之機制 − 理論

與實驗證據

647,900 

子計畫 3 劉玉珍 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 教授 
投資人對於分析師資訊的認知

與反應 
642,400 

子計畫 4 胡星陽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除權日的下單行為和下單原因 407,000 

子計畫 5 陳明賢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經理人過度樂觀之行為研究–

以財務預測為例 
407,000 

子計畫 6 湛可南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助理教授
從盈收品質的反應不足來探討

庫藏股宣告後之長期績效 
266,200 

子計畫 7 
林修葳

金成隆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所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所

教授 

教授 

那一類型的證券分析師容易有

處分效果的行為面問題? 
220,000 

子計畫 8 
周行一

陳虹伶

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

中國技術學院國貿系

教授 

講師 
理財規劃投資行為之分析 390,500 

子計畫 9 王儷玲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

與保險系 
副教授 

從監理資本要求與公司財務表

現探析我國保險業盈餘管理行

為

600,000 

子計畫 10 
池祥麟

沈中華

國立台北大學合經系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副教授 

教授 

從展望理論的觀點探討各國銀

行業盈餘管理與資本管理之現

象與動機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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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1 
周賓凰

周冠男
國立中央大學財金系

教授 

助理教授

總體因子，市場情緒，與資產

定價
268,400 

子計畫 12 
黎明淵

陳宣賀
國立暨南大學財金系

助理教授 檢測台灣企業海外籌資的決策

因素與效果之實證研究 
298,100 

子計畫 13 
金成隆

林修葳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所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系所

教授 

教授 

領導型/從眾型分析師過度自

信現象之研究 
250,000 

子計畫 14 洪新原 國立中正大學資管系 副教授 
使用者解釋與吸收財會資訊之

過程與效果：認知適合理論與
469,700 

子計畫 15 
張紹基

陳聖賢

國立成功大學國企系

元智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教授 

市場過度樂觀，內線交易以及

長期績效表現 :以 Tracking 

St k 發行為例

540,045 

子計畫 16 
徐守德

廖源星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

教授 

助理教授

企業經理人裁量性投資行為之

研究 
514,800 

子計畫 17 馬  黛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 教授 
行為因素、資產訂價與市場績

效之理論與實證 
961,717 

子計畫 18 劉維琪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教授 
台灣股票市場財務資訊代表性

經驗法則之研究 
769,371 

子計畫 19 倪豐裕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教授 
審計知識對審計品質及領導效

能之影響—以關懷與環境不確
461,538 

子計畫 20 張瑞當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教授 
會計師網路信託與審計獨立性

對決策行為影響之實驗性研究 
392,040 

子計畫 21 
溫金豐

李佳玲

國立中山大學人資所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

副教授 

副教授 

預算參與與預算執行績效關係

之研究—目標設定理論與代理

理論觀點

409,200 

子計畫 22 蕭朝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台灣上市公司的研究發展活動

與股票報酬 
620,400 

子計畫 23 林穎芬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系 副教授 
從非理性樂觀探討管理當局財

務預測之行為 
566,280 

子計畫 24 傅澤偉 國防大學會計系暨財管所 副教授 
投資人過度自信與初上市股票

價格行為的相關性 
118,800 

子計畫 25 
沈維民

邱文彬

鄭碧月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財稅系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從人類記憶特性探討會計弊案

對審計人員的衝激：序列位置

效應與干擾論的驗証與類推

427,900 

子計畫 26 顏信輝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副教授 
定錨調整與代表性經驗法則對

專業判斷之影響：以審計分析

性複核及財務預測判斷為例

187,000 

子計畫 27 童心達 實踐大學企管系所 助理教授

由台灣共同基金短期已實現報

酬率之分析看其行為財務之涵

意

330,000 

子計畫 28 
周恆志

巫春洲

銘傳大學財金所 

銘傳大學財金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基金經理人的風險態度與避險

商品之選擇 
358,600 

子計畫 29 郭敏華 世新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策略投資型態輪動分析：心理

帳戶與社會情緒 
3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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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0 
曾昭玲

郭迺鋒
世新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副教授

我國企業融資決策之從眾行為

與追隨領導者行為之探討 
396,000 

子計畫 31 
劉松瑜

溫育芳

何宗武

世新大學財金系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系

世新大學財金系

助理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注意力效果下股市投資者交易

行為的互動 
198,000 

子計畫 32 
詹錦宏

曾旭民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行為財務學在企業選擇員工激

勵制度之運用 
370,700 

子計畫 33 盧秋玲 元智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住宅金融與購屋行為 551,542 

子計畫 34 陳軒基 元智大學財金系 副教授 
創投對 IPO 持股釋股行為之研

究 
440,000 

子計畫 35 
王凱立

莊文議

東海大學財金系 

東海大學財金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過度自信跨國傳導之研究 479,600 

子計畫 36 張允文 靜宜大學會計系 助理教授
從個人獎酬與團隊獎酬的觀點

探討財務誘因對內部控制工作
418,000 

子計畫 37 
陳文慧

盧龍泉

景文技術學院財金系

中正大學企管系 

講師 

副教授 

企業管理人員之行為研究－台

灣地區危機企業與正常企業之

實證比較研究

293,700 

子計畫 38 

萬金生

邱文彬

鄭碧月

高雄餐旅學院通識中心

高雄餐旅學院通識中心

台南女子技學院財金系

副教授 

副教授 

講師 

投資決策之框架效應再探：團

體決策與決策性質的調節作用 
427,900 

子計畫 39 
李劍志

林慶宏

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商業群

高苑技術學院經管所

助理教授

教授 

財務主管對證劵市場重大事件

決策行為抗壓因素認知之比較

分析-以台灣南部上市高科技

236,500 

 

六、預期綜合效益 

本整合型研究將結合對行為會計與行為財務及相關領域有相當研究成果之學者形成一

研究團隊，藉此形成持續性、積極性之研究開端。除了希望能奠定國內在行為財務與會計

研究基礎及成果外，並可提升行為財務與會計應用在證券市場發展實務之專業性與理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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