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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意識、稀釋效果與順序效應
對道德判斷之影響
摘要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在不同的資訊呈現順序、資訊型態及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高、低理想主義者在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做出不同的判斷，高理想
主義者比低理想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另外，不同資訊陳述
順序（「先有利後不利」vs.「先不利後有利」）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產生影
響，亦即具有順序效應：當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出現，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
整，將較資訊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成往更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研究
亦發現，不同資訊型態（「診斷力資訊」vs.「混合資訊」）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
時會產生影響，亦即具稀釋效果：相對於僅包含診斷力資訊組，混合資訊組（同時包括診斷
與非診斷資訊）之道德判斷將較為不極端。最後，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及資訊種類（稀
釋效果）對於道德判斷具有交互作用。

[關鍵字]：道德意識、稀釋效果、順序效應、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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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Ideology, Dilution
Effect and Order Effect on Moral Judgmen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ideology, dilution effect and
order effect on moral judgment. Our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al
judgments on accounting issues between idealist and non-idealist. The standard of idealist’s moral
judgments is severer than the standard of non-idealist’s. Also, it demonstrates that different order of
presentation (favorable-unfavorable vs. unfavorable-favorable) of information effects moral
judgments of accounting issues, namely order effect.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diagnostic vs. mixture) influence moral judgments of accounting issues, that is to say,
there exists dilution effect. Finally,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order (order effect) and information type
(dilution effect) for the moral judgments of interaction.

Keywords: ethical ideology, dilution effect, order effect, mor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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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01年美國安隆能源與其後的世界通訊、默克藥廠等財務報表不實事件，重創投資大眾
對資本市場的信心。當制度無法防範於先，而法律又無法事後恢復原狀時，道德的重要性開
始重獲注意。過去，會計領域之道德研究雖多支持對會計審計議題之道德判斷，與個人之道
德發展階段或道德認知有關，惟這方面之研究不是以一個句子陳述涉及道德爭議的行為
（Merchant and Rocknes, 1994；Fischer and Rosenzweig, 1995），就是以簡要的案例，陳述道
德爭議的行為（Cohen, Pant, and Sharp, 1996；Lord and DeZoort, 2001），即要求受試者從事道
德判斷，然而個人於真實世界理進行道德判斷時，其實應該是會處理到很豐富之資訊。因此，
過去會計之道德研究並未整合人類處理資訊之特性，是否能捕捉到真實世界人類對會計道德
議題之最後判斷，令人頗為懷疑。因此，本研究除由個人道德意識型態（相對主義與理想主
義）出發外，並整合心理學解釋人類處理資訊之兩個重要認知現象（稀釋效果與順序效應），
以期能對會計道德判斷文獻，提出更接近真實世界情境之研究貢獻。
自從Forsyth ﹙1980﹚ 對人類之道德意識提出理想主義（idealism）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
兩個構面後，許多不同研究領域之學者，紛藉此觀念來探討個人道德意識型態與道德判斷之
可能關係。許多研究發現此一理論在解釋個人道德判斷（Forsyth and Nye, 1990；Barnett, Bass,
and Brown, 1994；Tansey, Brown, Hyman, and Dawson, 1994）方面，具有一定之效度。國外文
獻上發現高理想主義者較低理想主義者具更高之道德判斷標準；低相對主義者則較高相對主
義者具更高之道德判斷標準。故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動機為探討Forsyth提出之道德意識型態，
是否具解釋國內會計道德判斷之能力。
心理學家將資訊區分為「有診斷力」（diagnostic）與「無診斷力」（non-diagnostic）兩
類。如前所述，要對真實世界裡的道德爭議行為加以判斷，所需要的資訊應該甚多，且可能
同時夾雜「有診斷力」與「無診斷力」的資訊。心理學文獻指出，當人們面對混合「有診斷
力」以及「無診斷力」的資訊時（以下稱之混合資訊mixed information），所作的判斷，要比
僅接獲「有診斷力」資訊時所作的判斷較不極端，此一現象被稱之為“稀釋效果”（dilution
effect）。亦即，「有診斷力」的資訊對判斷的影響被「無診斷力」資訊所稀釋，而變得較為
中立而不極端。會計學的研究亦支持此種現象（Hackenbrack 1992；Hoffman and Patton 1997；
Glover 1997；Young, Price and Claybrook 2001）
，尤其是較無審計工作經驗的查帳人員（Shelt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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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會計在審計判斷上之文獻也多支持稀釋效果的說法，但在國外會計道德判斷研究，
僅有Herron and Young (2002) 探討此一現象（國內則尚未見有任何研究進行），但此研究所
採用之DIT量表往往使受試者在回答量表時負擔甚重，且該量表的評分要求特別嚴格，以致
造成許多受試者的問卷無法使用。由於Forsyth (1980) 之道德意識型態理論與工具，被發現具
有資訊整合（Forsyth 1985）之一定效度，故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動機係基於Forsyth道德意識理
論，並改善Herron and Young之研究設計，以探討國內受試者在處理各種資訊以進行會計道德
之判斷時，是否呈現稀釋效果，以及稀釋效果與個人道德哲理之可能交互作用。
此外，符合真實情況之道德判斷既然是需綜合多種資訊，則資訊陳述順序之不同是否會
對道德判斷產生影響，也形成另一重要議題。例如，如果四項有助判斷道德議題之診斷性資
訊，有二項在性質上是屬有利之資訊（該行為應具有道德，以＋表達），而另二項資訊在性
質上係屬不利之資訊（該行為具有道德疑慮，以－表達），則該四項資訊若以先有利後不利
（＋＋－－）或先不利後有利（－－＋＋）不同順序出現，則受試者所形成之道德判斷是否
相同？
探討資訊陳述之順序效應（order effect），以心理學家 Hogarth and Einhorn (1992)所提出
之信念調整模型，最被各領域學者引用以解釋順序效應對人類判斷之可能影響。在會計領域
方面，也已多有應用並多能證實該模型對順序效應之預測與解釋能力（如Asare 1992；Dillard,
Kauffman, and Spires 1991；Rutledge 1995），然而在道德判斷之議題上，卻未見有任何會計研
究探討資訊陳述順序對人類道德判斷之可能影響，故本研究除探討稀釋效果外，將一併整合
順序效應，以更完整的捕捉人類資訊處理之特性對道德判斷之影響，此為第三個研究動機，
另外，並進一步測試稀釋效果與順序效應之可能交互作用。
Forsyth（1985）指出道德哲理型態與個人從事道德判斷時的資訊整合（information
integration）行為有所關連，該研究觸及道德哲理型態與個人資訊處理間的介面，本研究延伸
此一研究方向，探索道德哲理型態與資訊型態（即：
「混合資訊」vs.僅含「有診斷力」資訊）
及資訊順序的交互作用，對道德判斷的影響。此一探索不僅擴充既有道德判斷方向的研究，
亦對了解個人道德判斷行為，提出進一步的解釋。
綜上，本研究由個人特質（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道德意識）出發，整合人類處理資訊
之認知現象（稀釋效果與順序效應），以同時深受學術界、實務界與管制機構重視之盈餘管
理為議題，探討會計人員之道德判斷。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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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道德意識與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行為之關聯性。亦即分析高、低理想主義
者是否呈現不同之道德判斷？高、低相對主義者是否呈現不同之道德判斷？
2、 分析不同資訊型態（「混合資訊」vs.「有診斷力」資訊）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
斷時，可能產生之影響。亦即是否出現稀釋效果現象？
3、 分析不同資訊陳述順序（「先有利後不利」vs.「先不利後有利」順序）與個人從事會計
議題之道德判斷之關聯性。亦即是否出現順序效應？
4、 瞭解資訊型態與道德意識對個人在會計議題的道德判斷上之交互作用為何？
5、 瞭解資訊順序與道德意識對個人在會計議題的道德判斷上之交互作用為何？
6、 瞭解資訊型態與資訊順序對個人道德判斷之交互作用為何？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本節依序分就道德意識與順序效應及稀釋效果之主題，進行文獻整理並建立相關研究假
說。
一、道德意識之相關研究
若道德判斷是個人對一特定行為在道德上認同的程度(Reidenbach & Robin, 1990)，及對於
行為正當性(rightness)的評估，則道德哲理(moral philosophies)便應是個人道德判斷的關鍵因素
(Hunt & Vitell, 1986)。學者在探討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的影響時，由不同角度提出不同之分類
體系，例如Forsyth﹙1980﹚與Reidenbach and Robin（1990）分別提出道德意識及多元道德量
表，本研究係根據Forsyth﹙1980﹚之道德意識分類，分析道德意識型態與道德判斷之可能關
係。Forsyth提出個人從事道德判斷是透過二個構面：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進行評估，此二構
面之意義分述如下：
（一）理想主義
理想主義相信只要藉著正確行動，就能夠得到個人所偏好的結果(Schlenker and
Forsyth,1977)，且個人在評估採取可能行動方案時，應顧及對其他人福利之影響程度
(Forsyth,1980)。理想主義者常用絕對的道德原則做出道德判斷，相信只要藉著正確的行動，
就能夠得到個人所偏好的結果。依據理想主義傾向程度，可劃分為高理想主義者(idealist)與低
理想主義者(non-idealist)(Forsyth, 1980; Tansey, Brown, Hyman, and Dawson,, 1994)。
在處理道德困境時，高理想主義者認為最好的行動方案是對其他人產生最小危害的方
3

案，並主張人們想要的結果都可以透過不損及他人福利的方式完成(Forsyth, 1980)；低理想主
義者則是著重行動結果所能產生的整體價值，並主張為達到“好的”結果，有時候損及他人的
福利也是必須的(Forsyth, Nye, and Kelly, 1988)。
（二）相對主義
相對主義的基本觀念在認為規範性的信仰，會因文化與個人而異。相對主義者認為個人
在面對道德困境時，會採取應視情況而處理的態度而不一定認為應以普遍性通用的道德規則
(universal moral rules)來進行道德決策(Forsyth, 1980)；換言之，相對主義反對一般性的道德原
則，而主張每個人均有權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Forsyth, 1980；Schlenker and Forsyth, 1977)。依
相對主義傾向之程度，可劃分為高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與低相對主義者(nonrelativist)(Forsyth,
1980; Tansey et al., 1994)。
在處理道德兩難時，高相對主義者通常不相信道德的絕對性，並認為「行為是否道德應
視當時的情況而定」。例如，撒謊的行為是否被人們認可，完全依當時情況評斷，有時應該
是可被接受的。相反的；低相對主義者係依普遍性的道德原則或法律來評價行為的道德，較
不允許視情境來作解釋。Forsyth et al., (1988) 指出高相對主義者，在賦予事物評價時大多會依
循自我的主觀意識，而非採用一般性或絕對性的道德原則，在道德議題上的推理能力，會因
本身具有較高的相對主義意識而受到阻礙。低相對主義者由於能接受一般性或絕對性的道德
規範來做為自身行為的指導原則，所以其對於週遭環境的道德議題，通常也呈現出較高的敏
感度（Sparks and Hunt, 1998）。
Forsyth (1980) 提出以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此二構面之高低不同組合，將個人道德意識分
成四種類型（如表1）。
表1：Forsyth的個人道德哲學觀分類

高理想主義

低理想主義

高相對主義
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
 拒絕接受道德規則
 以個人的分析來評估各種情況
 視情況來做決策
 避免傷害其他人
主觀主義者(subjectivist)
 進行決策評估時，是以個人利益
的觀點，而非普遍性的道德規則。

資料來源：Forsyth (1980)與Barnett, Bass and Brow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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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相對主義
絕對主義者(absolutist)
 認為最好的結果永遠都可以透過
普遍性的道德規則來完成
 道義論的主張者
例外主義者(exceptionist)
 有遵守道德規則的意願，但在一
些特別的情況下例外
 效用主義者，追求對整體社會的
最大效用

簡言之，Forsyth（1980）認為由於每個人之道德意識型態存在差異，進而影響個人的道
德判斷，他係按兩個構面來代表道德意識：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高理想主義者認為任何行
動的後果只應該對別人好，而不該對別人有任何傷害；低理想主義者則認為為了自己能達到
好結果，任何行動均難免會對別人產生壞的後果。高相對主義者認為並不存在放諸四海皆準
的道德規則，道德規則視個人或情境而定；低相對主義者則相信有普世一致的道德規則，不
因個人主觀或情境而異。Forsyth（1980）並發展20題的量表（稱之為道德情況問卷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由受試者在李克特量表上作答，以衡量受試者在上述兩個構面上之傾
向。此一理論與工具並經許多研究測試，發現在解釋個人道德判斷（Forsyth, 1981；Forsyth and
Pope, 1984；Forsyth et al., 1988；Barnett et al., 1994；Tansey et al., 1994）以及資訊整合（Forsyth
1985）方面，具有一定之效度。此一量表之優點在於不必刪除眾多的受試者數據，即可依一
般研究程序分析資料。
Barnett et al. (1994) 以166位學生為受試者，請其閱讀十四篇職業道德短文，隨後衡量其
道德態度，以進行關於職業道德判斷和道德意識之關聯性研究。因此該研究綜合指出，對是
否符合道德之判斷上，絕對主義者之標準最高，其次是情境主義者、例外主義者、最後是主
觀主義者。亦即該研究證實Forsyth（1980）道德哲理分類觀念與道德判斷間之關聯性。
Tansey et al. (1994﹚，將107位壽險人員依Forsyth的道德意識模式加以分類。研究結果發
現，絕對主義者的銷售人員相對於主觀主義者銷售人員，在發現人們過度追求自我利益或採
用誤導他人的方式來達成目的時，在道德判斷上會覺得較不道德。此亦與Forsyth理論之預測
方向一致。
Elias(2002)採用763個受試者，包括政府會計人員、產業會計人員、教授及學生。研究發
現，理想主義之傾向與盈餘管理的道德判斷間呈現正相關；相對主義之傾向則與盈餘管理的
道德判斷呈現負相關。若依據四類道德意識進行比較，發現絕對主義者與情境主義者相對於
主觀主義者與例外主義者有較嚴厲的道德判斷。
國內研究部份，吳鈴甄（2004）
、楊惠敏（2004）及張寶光與黃振豊（2006）利用Forsyth(1980)
的道德意識探究會計相關人員之道德判斷，其中吳鈴甄以迴歸分析探討內部稽核人員、主辦
會計與會計系學生之道德判斷是否與道德意識有關，而楊惠敏、張寶光與黃振豊係採用變異
數分析，分別探討受試者對股票內線交易與承諾續擴（escalation of commitment）之道德判斷
是否與道德意識有關。整體而言，這些研究也多發現道德意識型態與道德判斷間係具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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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但這些研究都未涉及資訊處理之認知現象對道德判斷之可能影響。
基於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多數研究均支持Forsyth(1980)的道德意識具有解釋個人道德判斷
之能力，故本研究建立相關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1：高理想主義者比低理想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
假說2：低相對主義者比高相對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
二、順序效應之相關研究
心理學家發現對於同樣的一組資訊（如出現順序依序為A、B、C、D之4個資訊），在某
些特定條件下，決策者會因各項個別資訊之陳述方式不同，而使信念出現系統性之調整方向。
如果在控制資訊證據力之不同影響後，較後出現之資訊（如C、D項資訊）比起較早出現之資
訊（如A、B項資訊）對決策者具較大之影響力，則此種順序效應稱之為時近效應（recency
effect）；反之則稱之為初始效應（primary effect）。有許多不同之心理學家提出解釋並預測
順序效應之理論，但以Hogarth and Einhorn（1992）的信念調整模型（belief-adjustment model）
最廣被接受，且受到很多實證研究之支持。。此模型之解釋力受到很多實證研究之支持。例
如，審計人員對企業內部控制或繼續經營能力之評估(Ashton and Ashton, 1988; Asare, 1992、
Kennedy, 1993)，稅負規避決策(Pei, Reckers, and Wyndelts, 1990、1992)，公司經營管理制度
(Dillard et al., 1991; Rutledge, 1995)…等。
Trotman and Wright (2000) 其將審計研究有關順序效應的議題作一個回顧性，及未來研究
方向的探討。其歸納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來解釋這些順序效應研究所發生發現的不同結論，可
能是任務的複雜度、模式不同（SBS或EOS）、變數不同、個人因素、資訊數量的不同、資
訊的強度..等原因。
Michael Favere-Marchesi (2006) 研究指出，審計人員對繼續經營進行評估時，當時間順序
與呈現順序一致時，審計人員對有標明日期與不標明日期之證據有相同的時近效應。然而當
時間順序與呈現順序不一致時，產生較強的時間效果，降低了時近效應。此發現指出，當審
計人員在評估客戶繼續經營能力時係考慮證據得時間順序，且不會過度受到證據呈現順序的
影響。
Hogarth and Einhorn（1992）之信念調整模型認為，個人於獲得新資訊後對其原始所持信
念之修正係與下列幾種決策變數有關：決策任務（評估或估計）、反應模式（逐步反應或最
終反應）、資訊序列（長或短序列）、資訊種類（不一致或一致）、任務複雜性（簡單、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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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等。信念調整模型即是根據這些決策變數之不同組合，來預測順序效應是否會出現，
以及若出現將是會出現時近或是初始效應。其中所謂逐步反應（SbS）之反應模式係指每處理
完一資訊後，決策者立即重新修正其信念一次；反之，最終反應（EoS）則是處理完所有資
訊後，最後再進行一次信念調整即可。
信念調整模型依同組資訊內之個別資訊間之性質是否相同，區分為“不一致”或是“一致”
資訊。所謂不一致資訊即是個別資訊之方向是不同的，例如某些資訊為顯示該個案當事人之
行為係屬道德之有利訊息（以符號＋代表），而有些資訊顯示行為是不道德之不利訊息（以
符號－代表）。如果決策者面臨之四項資訊是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即－－＋＋），
其認為該行動係符合道德之傾向顯著高於四項資訊是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出現（即＋＋－
－）者，則該判斷就是呈現時近效應；反之，則為初始效應。整體而言如果出現時近效應，
則決策者之逐步反應模式之信念修正過程應呈現如圖1般之“魚尾”模式。

信
念
調
整

先不利後有利
先有利後不利

原始判斷

資訊 1

資訊 2

資訊 3

資訊 4

圖1：Hogarth and Einhorn (1992) 不一致資訊下時近效應之信念修正過程
而一致資訊係指該組四項資訊之個別資訊之方向均為一致的，例如4個資訊皆顯示當事人
之行動是不道德的不利訊息（－－－－）或是均是顯示該當事人行動均是道德的有利訊息（＋
＋＋＋）。雖然證據之方向相同，但各資訊之證據力仍有強弱之差別，故是仍有可能出現順
序效應。因為實務上不一致資訊之情況較一致資訊者更常出現，因此本研究將以前段之不一
致資訊為研究標的。
Tuttle, Coller and Burton（1997）指出，複雜的短序列（2-12項間）資訊以及逐步反應模
式（SbS）最能代表真實世界決策者之信念調整特性，因此本研究之道德判斷設計為4項資訊
之評估決策，且採逐步修正之反應模式（即每處理完1項資訊後就立刻調整其最新之投資信
念）。根據Hogarth與Einhorn（1992）信念調整模型之預測，此時投資人之信念調整過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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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列方程式表達：
Sk＝Sk-1＋αSk-1［S(xk)－R］, 當 S(xk)≦R ....................................................................(1)
Sk＝Sk-1＋β(1-Sk-1)［S(xk)－R］, 當 S(xk)＞R ..............................................................(2)
方程式1代表對不利資訊之信念調整模式，方程式2代表對有利資訊之信念調整模式。其
中：Sk代表在評估k項資訊後對某假設所持之信念 (0≦Sk≦1)，Sk-1則為評估第k項資訊時之定
錨點，亦即係稍早所持之信念，S (xk) 為對k項資訊之主觀評估，R為評估第k項資訊之參考點，
α及β分別代表決策者對不利與有利資訊之敏感度。由方程式1與2得知，信念調整乃係定錨點、
資訊出現順序與對證據敏感度等變數之函數。
根據前述信念調整模式，在不一致資訊時會呈現時近效應（如圖2所示之信念調整過程）。
故本研究有關順序效應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3：若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出現，則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將較資
訊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成往更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
至於順序效應與道德意識型態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迄今亦尚未見有文獻探討，因此本研
究以研究問題方式探討順序效應與道德意識之可能交互作用。本研究預期由於低相對主義者
較傾向只接受“放諸四海皆準”的道德判斷法則，較不願意接受在不同情境下對道德標準進行
不同之調整，故影響在各資訊中他們納入決策考量的重要資訊數量可能較高相對主義者為
少，因此，本研究預期低相對主義者所呈現之順序效應可能較高相對主義者為緩和；同理，
高理想主義者因為主張任何行動的後果只應該對別人好，而不該對別人有任何傷害，且認為
只要遵循對的道理，最後之後果一定是好的，故相對於低理想主義者，高理想主義者受到順
序效應之影響應該較小。
問題1-1：低相對主義者道德判斷產生之順序效應將小於高相對主義者。
問題1-2：高理想主義者道德判斷產生之順序效應將小於低理想主義者。
三、稀釋效果之相關研究
早期關於人類判斷的研究，大多認為人們是依據與判斷標的（target）相關的診斷力資訊
（diagnostic information）來判斷標的是否具某些特質。然而，Nisbeet, Zukier, and Lemley（1981）
認為此類的研究忽視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形成判斷的某些情境因素。實際上，人們在作判
斷時往往會遭遇許多對其判斷無幫助的資訊，亦即無診斷力資訊（non-diagno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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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以前的研究並未將焦點放在人們如何整合診斷力資訊與無診斷力資訊以作成判
斷。
Nisbett et al., (1981) 預期接受混合資訊（同時包含診斷力資訊與無診斷力資訊）情況下所
作的預測，會較僅接受診斷力資訊下所作的預測不極端，即所謂「稀釋效果」。其利用48名
受試者，要求他們依據所給資訊判斷標的是否為虐待兒童者。實驗給予受試者兩種不同的個
案，其一僅含診斷力資訊，另一種則將診斷力資訊及無診斷力資訊混合，以了解受試者面對
兩種不同個案時，所作預測是否有差異。研究結果顯示，運用混合資訊判斷的受試者，相較
於僅用診斷力資訊判斷的受試者，預測標的虐待兒童的可能性較低，亦即所作預測較不極端，
與先前假設相符。
Hackenbrack (1992)將 Nisbett et al., (1981)對稀釋效果的研究引入審計方面，並引用
Tversky (1977) 的理論，認為人們利用特徵比對（feature matching）方式推論標的與所作推論
的相似度。若標的與所作推論之共同特徵越多，獨特特徵越少，則標的與所作推論越相似；
反之，則兩者越不相似。Hackenbrack (1992) 更進一步將無診斷力資訊區分為有利
（favorable）、不利（unfavorable）、中性（neutral）三類，前兩類可合稱為非中性資訊。當
判斷受查公司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可能性時，有利資訊為受查公司的正面特徵，如受查公司
願意提供查核人員文件書表即為有利的無診斷力資訊；不利資訊係受查公司的負面特徵，如
公司日常交易的記錄無效率即為不利的無診斷資訊；而中性資訊則指日常不特殊的事件，其
突顯（salient）程度較非中性資訊低。
研究結果顯示，在給予受試者「受查公司財務報表不實可能性增加」之診斷力資訊時，
無診斷力資訊會使受試者判斷產生稀釋，且非中性無診斷力資訊對受試者判斷產生的稀釋效
果較中性無診斷力資訊強。在給予「受查公司財務報表不實可能性減少」之診斷力資訊時，
無診斷力資訊仍會使受試者判斷產生稀釋效果，但非中性無診斷力資訊與中性無診斷力資訊
對受查者判斷產生的稀釋效果差異不顯著。
至於結合道德判斷與稀釋效果之研究僅見Herron and Young (2002)，該研究企圖探討個人
在進行道德判斷時，是否會受無診斷力資訊影響，而產生稀釋效果。其議題為「會計師事務
所之合夥人違反職業道德規範」。個人在面對此議題時，需先認知「違反職業道德規範」是
否為不道德之行為，始能判斷合夥人是否作出一不道德行為。
Herron and Young (2002) 的實驗共有70名受試者參與，受試者由高級查帳員與碩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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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組成。其中僅含診斷力資訊之個案包含四個診斷力資訊，而混合資訊除前述四個診斷力資
訊外，尚包含八個無診斷力資訊。研究結果顯示，要求受試者判斷「違反職業道德規範是否
為不道德之行為」時，無診斷力資訊會使受試者之判斷產生稀釋效果；但要求受試者判斷「某
會計師之行為（違反獨立性規定）為不道德」時，無診斷力資訊不會使受試者之判斷產生稀
釋效果。
然而，Herron and Young (2002) 認為，道德發展層次也可能是造成無診斷力資訊影響不
顯著之原因。其將受試者依其道德發展層次分為高、低二群，並預期道德發展程度較低者係
依既有規定下決定，故無診斷力資訊對其判斷不會產生影響；相反地，無診斷力資訊會對道
德發展程度較高者之判斷產生影響。實驗結果支持 Herron and Young 的假設，道德發展程度
較高之受試者，無診斷力資訊使其判斷產生稀釋效果。而道德發展程度較低之受試者，無診
斷力資訊對其判斷無顯著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此研究已對道德發展與稀釋效應間之交互作
用，提出了實證證據。因此，道德哲理與稀釋效應是否具有交互作用，更顯得值得探討。
在國內，劉立倫（1996）針對內部控制之議題，進行審計方面稀釋效果的研究。該研究
除預期無診斷力資訊會對判斷的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也探討無診斷力資訊的個數增加時，
對個人判斷有何影響。該研究依「注意遞減假說」（attention decrement hypothesis）之觀點預
期無診斷力資訊增加時，稀釋效果會更為增強。130位受試者為國防部門不同單位、階層的主
計人員。實驗結果顯示，二個假說皆得到部分支持，亦即無診斷力資訊會對專業判斷產生不
利影響；且無診斷力資訊的增加，會增強稀釋效果。
涂宗銑（2002）則試圖將解釋對象之態度對審計人員決策判斷之稀釋效果影響納入分析。
共有51名受試者參與涂宗銑（2002）的研究，受試者先後需閱讀（1）僅含診斷力資訊及（2）
同時包含診斷力及無診斷力資訊之兩個案，再判斷兩個案中之公司應收帳款餘額變動比率。
若受試者對兩個案所作判斷有顯著差異，且對僅含診斷力資訊個案之判斷較極端，即可斷言
受試者之判斷有稀釋效果產生。混合資訊個案包含七個診斷力資訊與四個無診斷力資訊。為
該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兩個案所作判斷無顯著差異，故並未發現稀釋效果之存在。
根據前述文獻可知，多數研究均能支持於混合資訊下，非診斷力資訊對判斷形成較不極
端之稀釋效果，故本研究形成下列假說：
假說4：相對於僅包含診斷力資訊組，混合資訊組（同時包括診斷與非診斷資訊）之道德
判斷將較為不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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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Herron and Young（2002）發現稀釋效果對不同道德發展階段之受試者具有不同影
響程度，故雖然尚無任何文獻直接測試，但或可合理預期稀釋效果對不同道德意識型態之受
試者具有不同影響程度。因此本研究以研究問題方式探討稀釋效果與道德意識之可能交互作
用。由前述道德意識型態之文獻可知，相對於高相對主義者，低相對主義者較傾向只接受“放
諸四海皆準的”道德判斷法則，較不願意接受在不同情境下對道德標準進行不同之調整，因
此，本研究預期非診斷性資訊對低相對主義者之影響應該小於高相對主義者。類似的，高理
想主義者因為主張任何行動的後果只應該對別人好，而不該對別人有任何傷害，且認為只要
遵循對的道理，最後之後果一定是好的；而低理想主義者則認為為了自己能達到好結果，任
何行動若對別人產生壞的後果也可接受。因此本研究預期非診斷性資訊對高理想主義者之影
響應該小於低理想主義者。故形成下列兩項道德意識與稀釋效果交互作用之研究假說：
問題2-1：非診斷資訊對低相對主義者道德判斷產生之稀釋效果將小於高相對主義者。
問題2-2：非診斷資訊對高理想主義者道德判斷產生之稀釋效果將小於低理想主義者。
另外，Hackenbrack (1992) 認為無診斷力資訊也可區分為有利（favorable）、不利
（unfavorable）、中性（neutral）三類，前兩類可合稱為非中性資訊。由於中性資訊則指日常
不特殊的事件，其突顯（salient）程度較非中性資訊低。過去研究顯示事件的影響力與其突顯
程度有關（Tversky, 1977），突顯程度越高的事件，其影響力越大，故非中性資訊的稀釋效
果應較中性資訊強。該研究之結果部份支持非中性之無診斷力資訊所造成之信念改變幅度，
較中性之無診斷力資訊低。但是該研究並未測試如果診斷力之有利、不利資訊（分別以D＋
及D－表示），與非診斷力之有利、不利資訊（分別以N＋及N－表示）二者以不同組合方式
陳述時，對稀釋效應會產生何種變化。例如八項混合資訊分別以順序為D＋D＋N＋N＋D－D
－N－N－與D－D－N－N－D＋D＋N＋N＋時，受試者之道德判斷與只有四項診斷力資訊以
D－D－D＋D＋與D＋D＋D－D－順序出現時，二者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信念調整是否有
異？（亦即非診斷性資訊之稀釋效應對診斷資訊之順序效應是否產生影響？非診斷性資訊之
稀釋效果與其順序效應二者之關係為何？是否稀釋效應會支配順序效應？或是相反？）由於
前述交互作用並未見有任何文獻探討，因此本研究以研究問題方式探討稀釋效果與順序效應
之可能交互作用：
問題3：在包含非診斷力資訊之混合資訊下，其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之影響，是否與僅具
診斷力資訊下之順序效應影響程度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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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實驗設計
欲完整測試本研究之四個研究假說與三個研究問題，自變數分別為“資訊順序”、“資訊型
態”、“相對主義”及“理想主義”。然為了測試順序效應及稀釋效果，本研究之問卷分為四個版
本，將資訊型態依不同順序排列（只有四項具診斷力資訊時將以D＋D＋D－D－1（先有利後
不利診斷組問卷）與D－D－D＋D＋（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問卷）的順序出現；八項混合資
訊時則分別以D＋D＋N＋N＋D－D－N－N－2（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問卷）與D－D－N－N
－D＋D＋N＋N＋（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問卷）的順序出現），再加上為測試“相對主義”與“理
想主義”，故完整之組別應有16組，詳表2所示。
表2：變數設計與組別
變數1：
資訊陳述順序

變數2：
資訊型態

變數3：
相對主義
高

僅含診斷力資訊
低
先有利後不利
高
同時包含診斷力與非診斷力之混合資訊
低
高
僅含診斷力資訊
低
先不利後有利
高
同時包含診斷力與非診斷力之混合資訊
低

變數4：
理想主義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組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二、前測
在正式進行本研究之問卷發放前，曾針對問卷所設計之個案與資訊進行前測。前測之目
的在於測試本研究所設計之四個具診斷與四個不具診斷力資訊之敘述是否符合實驗設計。受

1
2

D＋：代表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D－：代表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N＋：代表不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N－：代表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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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者為國內某私立大學之會計系大四學生67位，根據前測結果，本研究各修正一個具診斷之
不利資訊與不具診斷之不利資訊。正式問卷之個案情節與資訊如後所述。
三、個案情節
本研究以會計系大學生即可瞭解之盈餘管理為議題，補捉受試者之道德判斷，設計之情
節個案如下：
「公司某產品已失去市場性，故製造該產品之相關生產線設備，可能需提列$5億元之資
產減損損失。公司之財務長正在考慮是否於今年財報中全數認列此資產減損損失，特別請示
總經理之意見。
總經理指出，研發部門明年應該可順利推出某新產品，預計可為公司每年增加1億元的
淨利，該產品之淨生命週期估計為5年。因此，他建議公司對舊生產設備之資產減損若能延遲
於明年配合新產品之推出後，再開始每年認列1億元之減損損失，則於5年後也可全數認列資
產減損。總經理指出此安排可使公司損益平穩化。他指出如果今年一次全數認列5億元減損，
會引起投資人恐慌而造成公司股票重大下跌，且這些拋售持股之投資人如果得知公司未來盈
餘又因新產品之推出而上升，對他們也是不公平的。此外，一次認列5億元之減損，也可能使
公司債務合約之比率瀕臨違約的邊界。
財務長覺得總經理之言之有其道理，他雖認為盈餘管理之安排或許有些偏離會計之中立
性，但卻是能同時兼顧現有股東與員工之財富，而且舊設備是否真須減損5億元，也只是目前
的專業判斷。不過財務長也擔心公司新產品是否真能順利推出？新產品推出後每年之淨利是
否真能增加1億元？經過思考後，財務長最後決定採行總經理分年認列減損之建議。
請問：
1、由道德觀點而言，您個人覺得財務長分年認列資產減損之盈餘管理安排，其道德性為何？
___________（請於 0-100 間填寫適當數字，0 代表非常不道德，100 代表非常道德，50
代表中立）。
2、由道德觀點而言，您認為多數您的朋友，會覺得財務長分年認列資產減損之做法其道德性
為何？___________（請於 0-100 間填寫適當數字，0 代表非常不道德，100 代表非常道德，
50 代表中立）。
另外，為測試順序效應與稀釋效果，本研究將提供八個額外資訊，以取得受測者在接受
不同資訊順序下之信念調整幅度。八個額外資訊分述如下：
資訊分類
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1（D＋）

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2（D＋）
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1（D－）
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2（D－）

額外資訊
財務長私下曾詢問多位任職於其他公司相當職級之好
友們意見。多數人皆表示，若有類似情況，亦認同採多
年分攤之做法。
根據最新的協會市場分析顯示，目前產品之市場需求已
有回升跡象。
有消息顯示，總經理有意於明年領完紅利並全數出脫公
司持股後，移民至國外。
財務長私下從有力人士口中得知，競爭對手將於今年底
搶先推出類似甲公司將於明年推出之新產品。經其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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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1（N＋）
不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2（N＋）
不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1（N－）
不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2（N－）

後認為此消息的可靠性為百分之五十，因未達百分之
百，故財務長隱瞞此消息。然而，此消息若屬實，則資
產減損損失應於財報中一次認列。
財務長曾獲選為全國性孝親楷模。
該公司重視環保，已通過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認證。
有消息指出，甲公司人力資源部門經理將被競爭對手高
薪挖角。
總經理平時會因小事與同事發生爭執。

四、變數定義
本研究個自變數與應變數之操作型定義說明如下：
（一）自變數 1（資訊順序）
資訊陳述順序區分為兩組：先陳述先有利再陳述不利，與先陳述不利再陳述有利。如前
所述將進行表2之1至8組（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及第9至16組（先不利後有利）之操弄。
若存在時近效應，表示先呈現不利後有利情境的判斷結果，將會優於先呈現有利後不利情境
的判斷結果。
（二）自變數 2（資訊型態）
資訊種類自變數包含兩個處理水準：僅包含診斷力資訊（D）組同時包括診斷力資訊與
非診斷力資訊（N）之混合資訊組。由於考量本研究尚需操弄資訊有利或不利之資訊性質，
故診斷力資訊與非診斷力資訊各安排4項資訊，其中有利（＋）或不利（－）資訊係指該資訊
顯示個案當事人行動應該是符合道德或是不符合道德。故僅具診斷力資訊組受試者會獲得4
項資訊，表2之第1至第4組，獲得D＋D＋D－D－等四項資訊（順序為先有利後不利）
，而第5
至第8組獲得D＋D＋N＋N＋D－D－N－N－等八項資訊（順序為先有利後不利）
。同理表2
之第9至第12組，獲得D－D－D＋D＋等四項資訊（順序為先不利後有利）
，而第13至第16組
獲得D－D－N－N－D＋D＋N＋N＋等八項資訊（順序為先不利後有利）
。
（三）自變數 3、4（道德意識：相對主義與理想主義）
本研究採用Forsyth (1980) 設計之道德情況問卷 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 (EPQ) 量表，
用來測量個人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程度，EPQ量表其信度與效度已獲國內外學者之證實。該
量表共有20題問項，每個問項均以7點李克特尺度衡量，各有10題問項衡量受試者之相對與理
想主義傾向，本研究以受試者在兩構面問項得分合計之平均數為區分高、低相對主義或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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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標準。
（四）應變數
本研究於測試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之相關假說（假說1、2），應變數係採用受試者於閱
讀個案後而尚未獲得額外資訊前，所進行之原始道德判斷（S0），該判斷以0-100量表衡量，
在0-100間填寫適當數字，0代表非常不道德，100代表非常道德，50代表中立，亦即數字越大
代表越具道德性。
而受試者在進行S0之原始評估後，會獲得額外資訊，本研究為測試順序效應故採逐步調
整模式取得受試者信念調整之過程，亦即受試者每獲得一新資訊後，即進行其信念之修正，
故診斷力資訊組會形成S0至S4之信念調整，而混合資訊組會形成S0至S8之信念調整。本研究於
測試假說3、假說4及研究問題1~3，係以受試者之信念調整幅度（診斷力資訊組：S4－S0；混
合資訊組：S8－S0）為應變數，此設計可控制受試者原始信念差異對研究發現之影響。
此外，為了控制道德判斷可能出現之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故除了詢問
受試者自己的道德判斷外，亦同時詢問受試者認為其多數朋友對相關問項之道德判斷（SF）。
四、受試者
以國內會計系高年級大學生及碩士生為受試者。由於道德發展之相關文獻指出，學生於
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其道德發展有所變化，故採學生受試者除可控制經驗對道德判斷之可能
影響外，亦可控制道德發展階段之可能影響。

肆、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道德判斷之統計敘述分析
受測者選自於台灣七所大學（國立3所；私立4所）的高年級大學生及碩士生，檢測其對
盈餘管理之道德判斷。全部受測者共356位。以下列示四個版本問卷及全體問卷之道德判斷的
平均數與標準差。各問項採0-100量表設計，0代表非常不道德，100代表非常道德，50代表中
立，數字越大代表越具道德性，亦即受測者愈認同個案當事人所採取的行動。
由表3可知，整體而言，受測者在尚未接受任何額外資訊前，評估個案情境中當事人（S0）
之行為是否道德時，普遍認為其為中立但較偏向不道德行為（平均數＝45.46）；評估同儕（SF）
道德觀時，亦普遍認為個案情境中當事人之行為較偏向不道德行為（平均數＝47.69）。且同
儕之平均數高於個人（47.69＞45.46），顯示個人對自己的道德觀較同儕來的嚴格。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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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同儕與個人對道德判斷之差異數（SF-S0）列為控制變數，用以控制道德判斷可能出現
之社會期望偏誤。
就整體樣本而言，四項有利資訊（不論診斷或非診斷）的道德判斷結果平均數（具診斷：
50.98、55.25；不具診斷：41.65、44.30）皆高於四項不利資訊（具診斷：22.47、26.46；不具
診斷：39.31、40.97），代表有利資訊較不利資訊會將道德判斷引導向具道德性的方向。
表3：道德判斷之敘述性統計
平均數
（標準差）
原始道德判斷（S0）
同儕道德判斷（SF）
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 1
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 2
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1
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2
不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 1
不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 2
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1
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 2
信念調整
社會期望偏誤（SF-S0）

有利不利診
斷組問卷
（n=96）
45.14
（14.53）
44.66
（17.12）
52.47
（15.04）
54.73
（14.42）
24.59
（17.99）
26.14
（19.54）

不利有利診
斷組問卷
（n=86）
47.73
（16.01）
50.73
（17.21）
47.22
（18.80）
55.27
（18.17）
22.31
（20.14）
28.98
（17.29）

有利不利混
合組問卷
（n=91）
44.90
（18.05）
48.82
（16.97）
52.86
（18.19）
55.51
（16.80）
24.89
（17.59）
26.75
（18.55）
49.69
－
－
（16.79）
52.12
－
－
（18.40）
33.79
－
－
（18.45）
35.59
－
－
（17.45）
-19.00
7.53
-9.31
（17.23） （14.93） （20.32）
0.48
3.00
3.92
（16.94） （15.48） （14.82）

不利有利混
合組問卷
（n=83）
44.08
（18.59）
46.81
（20.83）
51.11
（22.71）
55.57
（22.73）
17.51
（18.38）
23.89
（20.19）
32.83
（20.41）
35.72
（19.74）
45.36
（20.77）
46.86
（19.75）
2.77
（16.98）
2.72
（18.10）

全體樣本
（n=356）
45.46
（16.796）
47.69
（18.105）
50.98
（18.79）
55.25
（18.05）
22.47
（18.67）
26.46
（18.93）
41.65
（20.38）
44.30
（20.70）
39.31
（120.38）
40.97
（19.37）
-5.04
（20.35）
2.23
（16.39）

二、資訊攸關性程度之操弄檢核
在判斷八項額外資訊對判斷財務長分年認列資產減損之盈餘管理安排，其攸關性為何
時，「3」代表該資訊支持分年認列減損，「-3」代表該資訊不支持分年認列減損，0 則代表
該資訊與判斷無關（亦即不具診斷力）。由表 4 可知，就整體樣本而言，有利資訊之攸關性
平均數分布在 0.05 ~ 0.76 之間，不利資訊之平均數則分布在-0.60 ~ -1.91 之間。而且，不論具
診斷力或不具診斷力之有利資訊的平均數皆高於不利資訊，代表有利資訊相較於不利資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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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道德判斷引導向具道德性的方向。
另外，經 t 檢定可知，具診斷力之有利與不利資訊其平均數亦均顯著異於 0（p＜0.000），
由此可知，此四資訊對受測者而言為具診斷力之資訊。另外，不具診斷力之兩項有利資訊的
攸關性平均數未顯著異於 0（p=0.807、0.110），即不具診斷力。因此，資訊的操弄多數與實
驗設計相符，除了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外。
表 4 中，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其平均數顯著異於 0，與原先之實驗設計結果不同，此
結果將可能不利於假說 4 稀釋效果之推論。然而由表可知，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的攸關性
其平均數（-0.78、0.60）相對於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1.91、-1.54）仍較接近於 0，故本研
究之後將進行額外分析，以探討本研究所設計的兩項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對道德判斷是否
仍具有稀釋之作用。
表4：資訊攸關性之t檢定
平均數
有利不利診 不利有利診 有利不利混 不利有利混
（標準差） 斷組問卷
斷組問卷
合組問卷
合組問卷
全體樣本
【t 值】 （n=96）
（n=86）
（n=91）
（n=83） （n=356）
0.65
0.20
0.70
0.63
0.55
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1
（1.10）
（1.45）
（1.21）
（1.5）
（1.33）
【5.73***】 【1.26】 【5.56***】 【3.80***】 【7.78***】
0.76
0.70
0.77
0.83
0.76
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2
（1.10）
（1.37）
（1.21）
（1.5）
（1.29）
【6.76***】 【4.71***】 【6.06***】 【5.06***】 【11.16***】
-1.82
-1.87
-2.27
-1.91
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1
-1.72
（1.12）
（1.21）
（1.00）
（1.19）
(1.33)
【-15.89***】【-11.96***】【-14.69***】【-20.61***】【-30.40***】
-1.58
-1.36
-1.54
-1.67
-1.54
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2
（1.25）
（1.11）
（1.27）
（1.37）
（1.25）
【-12.37***】【-11.42***】【-11.58***】【-11.13***】【-23.20***】
0.02
0.008
0.05
不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1
（0.86）
（1.07）
（0.96）
－
－
【0.24】
【0.72】
【0.71】
0.19
0.04
0.11
不具診斷力之有利資訊 2
（1.06）
（1.13）
（1.10）
－
－
【1.68*】
【0.29】
【1.38】
-0.78
-0.78
-0.78
不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1
（1.15）
（1.19）
（1.17）
－
－
【-6.46***】 【-6.00***】 【-8.83***】
-0.64
-0.57
-0.60
不具診斷力之不利資訊 2
（0.97）
（1.19）
（1.08）
－
－
【-6.26***】 【-4.33***】 【-7.37***】
註：*代表達10%顯著水準；**代表達5%顯著水準；***代表達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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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
本研究將有效樣本加以分析，理想主義在刪除題項 7 與 10 後，cronbach’s α 值由 0.784
增加為 0.829，相對主義在刪除題項 11、17、18 後，cronbach’s α 值則由 0.742 增加為 0.790。
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量表的信度已達到要求，測量結果具有高度穩定性。
四、問卷清晰度、有趣性、困難度、真實性之分析
就問卷之清晰度而言，受測者之整體平均值為 4.93；問卷有趣性而言，整體平均值為
4.67；問卷困難度而言，平均值為 3.83；問卷真實性而言，平均值為 5.41（詳見表 5）。由上
述之平均數可知，受測者認為本問卷內容之表達清晰、具真實性且是些許有趣的。然而，填
答上則有少許的困難。此可能係因為，與道德判斷有關之問卷，其個案情境通常較複雜且易
使受測者產生道德兩難之情境，進而涉及較多之思考與判斷，讓受試者填答問卷之負荷較重。
表 5：問卷調查法－問卷清晰度、有趣性、困難度、真實性之平均值
問卷類型
有利不利診斷（n=96）
不利有利診斷（n=86）
有利不利混合（n=91）
不利有利混合（n=83）
全體樣本（n=356）

是否清晰 a
5.00
4.86
5.11
4.72
4.93

是有否有趣 b
4.82
4.51
4.56
4.76
4.67

困難度 c
4.01
3.81
3.62
3.88
3.83

真實性 d
5.40
5.53
5.42
5.28
5.41

a、 各問項以likert7點尺度量表設計，「1」代表受試者認為本問卷表達十分難懂，「4」代表無意見，「7」代表
十分清晰。
b、 各問項以likert7點尺度量表設計，「1」代表受試者認為本問卷十分無趣，「4」代表無意見，「7」代表十分
有趣。
c、 各問項以likert7點尺度量表設計，「1」代表受試者認為本問卷填答十分容易，「4」代表無意見，「7」代表
十分填答困難。
d、 各問項以likert7點尺度量表設計，「1」代表受試者認為本問卷真實性十分低，「4」代表無意見，「7」代表
真實性十分高。

五、研究假說檢定
針對不同資訊呈現順序及型態及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進行t檢定，以了解不同資訊呈現順
序、資訊型態及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的影響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研究假說 1、2 之檢定（道德意識對道德判斷之影響）
1、假說1之檢定
假說1，測試高、低理想主義者其道德判斷是否有所不同。假說1係以於受試者完成個案
閱讀（但尚未獲得額外資訊）後，所表示之道德判斷（S0）為應變數，進而分別對表2中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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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道德判斷（S0）進行t檢定。
由表6得知：高理想主義者道德判斷之平均數小於低理想主義者（43.78＜47.40），經t檢
定其平均數之差異達5%顯著性（p=0.042）。由此可知，相對於低理想主義者，高理想主義者
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因此假說1獲得支持。
表 6：高、低理想主義對道德判斷之 t 檢定分析表
依變數

道德意識
高理想主義
道德判斷（S0）
低理想主義

個數
191
165

平均數（標準差）
43.78（18.20）
47.40（14.83）

t值

p值

-2.037

0.042**

註：**代表達5%顯著水準。

2、假說2之檢定
研究假說2，測試高、低相對主義者其道德判斷是否有所不同。假說2係以於受試者完成
個案閱讀後，但尚未獲得額外資訊前，所表示之道德判斷（S0）為應變數，進而分別對表2各
組之個人道德判斷（S0）進行t檢定。
由表7可知，雖然高相對主義者道德判斷之平均數大於低相對主義者（45.65＞45.25），
然而，經t檢定發現兩者之平均數並未具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說2並未獲得支持，亦即，低
相對主義者相對於高相對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之標準並不具有更嚴厲之標準。
表 7：高、低相對主義對道德判斷之 t 檢定分析表
依變數

道德意識
高相對主義
道德判斷（S0）
低相對主義

個數
186
170

平均數（標準差）
45.65（16.99）
45.25（16.63）

t值

p值

0.23

0.82

（二）研究假說3、4之檢定（順序效應與稀釋效果）
在未進行假說3與4之檢定前，本研究將先採用2因子變異數分析，對資訊呈現的順序（順
序效應）與資訊型態（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進行研究，若兩者之交互作用存在，則再進一
步各別探討順序效應與稀釋效果對道德判斷之影響。
由表8可知，資訊呈現的順序（先有利 v.s. 先不利）對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幅度具有顯
著影響（p＜0.000），因此，具有順序效應。但資訊型態（診斷 v.s. 混合）則對道德判斷之
信念調整幅度不具有顯著影響（p＝0.309），故稀釋效果並不存在。然而，資訊呈現順序（順
序效應）與資訊型態（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達邊際顯著水準（p＜0.000）。由於交互效果
達顯著水準，主要效果失去分析價值，而應進行單純主效果考驗，以各別討論順序效應與稀
釋效果對道德判斷之影響，因此，下述將分別探討順序效應與稀釋效果。另外，社會期望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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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SF-S0）亦對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幅度具有顯著的影響（p＜0.000）。
圖2為資訊呈現順序及資訊型態對道德判斷之交互作用圖。從圖中的交叉線，我們可以確
定資訊呈現順序與資訊型態同時對於道德判斷有交互作用影響。僅含診斷資訊的資訊型態在
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出現時，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將較資訊以先不利後
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成往更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而混合資訊型態在資訊陳述順
序不同的情況下，往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幅度的差異沒有診斷資訊型態來的大。由
於，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與資訊型態（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達邊際顯著水準。因此，
問題三可由此加以探討並成立，在包含非診斷力資訊之混合資訊下，其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
之影響與僅具診斷力資訊下之順序效應影響程度有所差異。
表8：順序效應及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
變異來源
校正後的模式
截距
社會期望偏誤（SF-S0）
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
資訊型態（稀釋效果）
順序效應*稀釋效果
誤差
總和
校正的總數

道
德
判
信
斷
平
念
均
數
調

型I平方和
48329.398
9484.065
9300.303
31819.839
291.582
3721.719
98659.127
156019.000
146988.525

平均平方和
12082.349
9484.065
9300.303
31819.839
291.582
3721.719
281.080

F值
42.985
33.741
33.088
113.206
1.037
13.24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309
0.000***

10

(7.53)
5

(2.77)

0

診斷=1
非診斷=2
1
2

-5

整
-10
-15

(-9.31)
(-19.00)

-20
1

先有利=1

2

先不利=2

圖 2：資訊呈現順序及資訊種類對道德判斷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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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組
混合組

1、假說3之檢定（順序效應）
研究假說3預期，若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出現，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
將較資訊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成往更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檢定此假
說之應變數為受試者閱讀各項資訊後信念調整幅度（即僅具診斷力資訊組之S4-S0或混合資訊
組之S8-S0）。
由表9得知：先有利後不利診斷組之信念調整幅度小於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19.00＜
7.53），經t檢定其平均數之差異達1%顯著性（p＜0.00）；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之信念調整幅
度小於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9.31＜2.77），經t檢定其平均數之差異達1%顯著性（p＜0.00），
由此可知，假說3得到支持，不同資訊陳述順序（「先有利後不利」vs.「先不利後有利」順序）
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產生影響。亦即，若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不利之順序
出現，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將較資訊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成往更具有
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即所為謂的順序效應。圖3顯示僅含診斷資訊時之信念修正過程所
呈現之時近效應，圖4則為混合診斷與非診斷資訊時之信念修正過程所呈現之時近效應，均與
Hogarth and Einhorn (1992)預測之魚尾(如圖1)類型十分相似。
表 9：資訊呈現順序對道德判斷之 t 檢定分析表
依變數
信念調整

資訊類型
先有利後不利診斷組
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
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
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

個數
96
86
91
83

平均數（標準差）
-19.00（17.23）
7.53（14.93）
-9.31（20.32）
2.77（16.98）

t值

p值

-11.04

0.000***

-4.23

0.000***

註：***代表達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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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診斷資訊之信念修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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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混合資訊之信念修正過程
2、假說4之檢定（稀釋效果）
研究假說4預期，相對於僅包含診斷力資訊組，混合資訊組（同時包括診斷與非診斷資訊）
之道德判斷將較為不極端。檢定此假說之應變數為受試者閱讀各項資訊後信念調整幅度（即
僅具診斷力資訊組之S4-S0或混合資訊組之S8-S0）。
由表10得知：先有利後不利診斷組之信念調整幅度平均數大於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
（-19.00＞-9.31），經t檢定其平均數之差異達1%顯著性（p＜0.00）；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之
信念調整幅度大於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7.53＞2.77），經t檢定其平均數之差異達10%顯著性
（p=0.054）。由此可知，假說4得到支持，不同資訊型態（「混合資訊」vs.「診斷資訊」）
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產生影響，即所為謂的稀釋效果現象。亦即，相對於
僅包含診斷力資訊組，混合資訊組（同時包括診斷與非診斷資訊）之道德判斷將較為不極端。
圖5顯示不同資訊呈現順序下之稀釋效果。
然而，於先前進行資訊攸關性程度之操弄檢核時發現，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攸關性之
平均數顯著異於0，與原先之實驗設計結果不同，此結果將可能不利於假說4稀釋效果成立之
推論。故本研究之後將會進行額外分析（請詳：七、額外分析），以探討本研究所設計的兩
項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對道德判斷是否仍具有稀釋之作用。
表 10：資訊型態對道德判斷之 t 檢定分析表
依變數
信念調整

資訊類型
先有利後不利診斷組
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
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
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

個數
96
91
86
83

註：*代表達10%顯著水準；***代表達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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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標準差）
-19.00（17.23）
-9.31（20.32）
7.53（14.93）
2.77（16.98）

t值

p值

-3.52

0.001***

1.94

0.054*

10

信念調整平均數

5

診斷組

混合組

0

混合組

-5
-10

診斷組

-15
-20
-25
先有利

資訊呈現順序

先不利

圖5：不同資訊呈現順序下之稀釋效果
六、研究問題之探討（問題1、2）
由上述的 t 檢定結果可知，道德意識、資訊呈現順序及資訊型態對道德判斷具有影響，
因此，分別進行「資訊呈現順序與理想主義」、「資訊呈現順序與相對主義」與「資訊型態
與理想主義」、「資訊型態與相對主義」之變異數分析，以探討道德判斷是否會因受測者的
道德意識、資訊順序與資訊型態間的交互作用而有差別，用以測試問題1與問題2。
1、問題1（道德意識與順序效應之交互作用）
由於假說4之稀釋效果成立，故在單獨進行道德意識與順序效應之交互作用之探討時，須
將樣本分成診斷組與混合組分別進行，因為此兩組之道德判斷信念調整幅度是具有差異的，
若一併處理將會造成偏誤。
由表11可知，不論資訊型態是診斷組或混合組，在主效果部份，均只有資訊呈現的順序
（順序效應）達顯著水準，顯示資訊呈現的順序（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具有顯著的差別（p
＜0.000）。另外，社會期望偏誤（SF-S0）亦對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幅度具有顯著的影響（p
＜0.00）。然而，道德意識（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與順序效應之交互作用則均未達顯著水
準，亦即，低相對主義者所呈現之順序效應並沒有顯著的較高相對主義者來的緩合；高理想
主義者受到順序效應之影響亦沒有顯著的小於低理想主義者。因此，問題1-1與1-2並不成立。
2、問題2（道德意識與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
由於假說3之順序效應成立，故在單獨進行道德意識與稀釋效果交互作用之探討時，須將
樣本分成先有利後不利與先不利後有利兩組分別進行，因為此兩組之道德判斷信念調整幅度
是具有差異的，若一併處理將會造成偏誤。
由表12可知，不論資訊呈現順序是先有利後不利或先不利後有利，在主效果部份，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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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訊型態（稀釋效果）達顯著水準，顯示資訊的型態（稀釋效果）對道德判斷具有顯著的
差別（p＜0.00、p=0.062）。另外，社會期望偏誤（SF-S0）亦對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幅度具有
顯著的影響（p＜0.000）。然而，道德意識（理想主義與相對主義）與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
則均未達顯著水準，亦即，低相對主義者所呈現之稀釋效果並沒有顯著的較高相對主義者來
的緩合；高理想主義者受到稀釋效果之影響亦沒有顯著的小於低理想主義者。因此，假說問
題2-1與2-2並不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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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道德意識與順序效應之交互作用
資訊型態：診斷組
型III平方和
校正後的模式

平均平方和

F值

資訊型態：混合組
p值

型III平方和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36995.042

4624.380

19.004

0.000

14532.644

1816.580

5.698

0.000

截距

6409.342

6409.342

26.339

0.000

3250.215

3250.215

10.194

0.002

社會期望偏誤（SF-S0）

2999.985

2999.985

12.328

0.001***

6057.391

6057.391

18.999

0.000***

27950.957 114.863

0.000***

7043.522

7043.522

22.092

0.000***

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

27950.957

相對主義

37.756

37.756

0.155

0.694

524.003

524.003

1.644

0.202

理想主義

510.964

510.964

2.100

0.149

70.514

70.514

0.221

0.639

順序效應*相對主義

22.918

22.918

0.094

0.759

10.628

10.628

0.033

0.855

順序效應*理想主義

424.886

424.886

1.746

0.188

239.832

239.832

0.752

0.387

誤差

42098.189

243.342

52606.489

318.827

總和

86692.000

69327.000

校正的總數

79093.231

67139.132

註：*代表達10%顯著水準；***代表達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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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道德意識與稀釋效果之交互作用
資訊順序：先有利後不利
型III平方和

平均平方和

F值

校正後的模式

10293.026

1286.628

截距

39864.674

社會期望偏誤（SF-S0）
資訊型態（稀釋效果）

資訊順序：先不利後有利
p值

型III平方和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3.852

0.000

8053.251

1006.656

4.537

0.000

39864.674

119.337

0.000

2864.784

2864.784

12.912

0.000

4267.996

4267.996

12.777

0.000***

4533.801

4533.801

20.434

0.000***

3085.839

3085.839

9.238

0.003***

772.216

772.216

3.480

0.064*

相對主義

61.188

61.188

0.183

0.669

95.270

95.270

.429

0.513

理想主義

177.963

177.963

0.533

0.466

268.740

268.740

1.211

0.273

稀釋效果*相對主義

390.662

390.662

1.169

0.281

82.953

82.953

0.374

0.542

稀釋效果*理想主義

143.929

143.929

0.431

0.512

512.920

512.920

2.312

0.130

誤差

59460.952

334.050

35499.305

221.871

總和

107905.000

48114.000

69753.979

43552.556

校正的總數
註：*代表達10%顯著水準；***代表達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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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額外分析
由於表 4 中，兩項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其攸關性平均數顯著異於 0，與原先之實驗設
計結果不同。為免此情況造成假說 4 稀釋效果成立遭到質疑，故本研究進行額外分析，以探
討本研究所設計的兩項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對道德判斷是否仍具有稀釋作用。此部份將就
下列兩個情況來分析：
1、 若將兩項不具診斷力之不利資訊視為具診斷力之資訊時，則加入此二資訊後，信念調整
幅度將大於未加入時。
2、 若將兩項不具診斷力之不利資訊視為不具診斷力之資訊時，則加入此二資訊後，信念調
整幅度將小於未加入時。
在計算此額外分析之道德判斷信念調整幅度時，僅針對不利資訊進行探討，不考慮有利
資訊，如此可以明確分析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與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間之差異性。
由表 13 可知，不論是在何種資訊順序下（先有利後不利或先不利後有利），在加入不具
診斷力不利資訊後之混合組，其信念調整幅度均小於未加入前之診斷組（-16.27＜-28.62；-8.46
＜-18.76），且具有顯著的差異（p<0.000），因此對於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幅度仍具有稀釋
之效果。由此可知，雖然本研究所設計的兩項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並不完善，但仍可將其
視為不具診斷力之不利資訊，故不影響本研究假說 4 稀釋效果成立之結論。
表13：不利資訊對道德判斷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表
依變數
(S4-S2)
(S8-S4)
信念調整
(S2-S0)
(S4-S0)

資訊類型
先有利後不利診斷組
先有利後不利混合組
先不利後有利診斷組
先不利後有利混合組

個數
98
90
86
82

平均數（標準差）
-28.62（20.77）
-16.27（21.02）
-18.76（16.95）
-8.46（18.04）

t值

p值

-4.05

0.000***

-3.807 0.000***

註：***代表達1%顯著水準。

伍、結論、管理意涵與研究限制
一、結論
本研究藉由心理學中，人類處理資訊可能產生之認知偏誤（稀釋效果及順序效應）與道
德意識為出發點，以探討個人在面對會計道德議題所產生之道德判斷，期望能切實模擬真實
情境中個人所形成之道德判斷。
研究結果發現，高、低理想主義者在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做出不同的判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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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主義者比低理想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然而，高、低相
對主義者在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則不具有顯著的差異。
另外，不同資訊陳述順序（「先有利後不利」vs.「先不利後有利」）對個人從事會計議
題之道德判斷會產生影響。結果指出，不論在何種資訊型態下（診斷組或混合組），先有利
後不利資訊組之平均數皆顯著低於先不利後有利資訊組之平均數，即若資訊陳述以先有利後
不利之順序出現，受試者道德判斷之信念調整，將較資訊以先不利後有利之順序出現者，形
成往更具有道德疑慮方向之信念調整，亦即具有順序效應。
再者，研究結果亦發現，不同資訊型態（「混合資訊」vs.「診斷力資訊」）對個人從事
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產生影響。在結果指出，不論在何種資訊呈現順序下（先有利或先
不利），診斷資訊組之平均數均顯著高於混合資訊組之平均數，即相對於僅包含診斷力資訊
組，混合資訊組（同時包括診斷與非診斷資訊）之道德判斷將較為不極端，亦即具稀釋效果。
最後，在交互作用部份，只有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及資訊種類（稀釋效果）對道
德判斷具有交互影響。因此，在包含非診斷力資訊之混合資訊下，其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之
影響與僅具診斷力資訊下之順序效應影響程度有所差異。
二、管理意涵
上述結果說明了個人之道德判斷的確會受到資訊之陳述順序與資訊型態之影響，而產生
系統之認知偏誤現象，且會受到個人道德意識之影響。
近年來國內、外財務報導不實與高層舞弊事件頻傳，可發現目前社會道德感有低落情
況，因此，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學術單位與實務界之參考與重視，未來若能提升個人之道德
意識，進而影響個人對道德議題之判斷，或許可遏止現今社會之不良行為，並強化整體社會
道德風氣；學術界更應以此為己任，朝向落實道德教育與強化相關專業倫理之方向努力。
另外，個人於進行道德議題之判斷前，宜應先注意所取得之資訊型態是否混雜了與該議
題無直接相關之額外資訊（無診斷力資訊），或者資訊出現之順序在方向上是否經過特定之
安排，以誘導資訊使用者形成特定之信念調整，例如，評估某一事件是否具道德上之疑慮時，
資訊提供者是否刻意先行給予一系列之不利（或有利）且無關於道德評估之資訊，再提供另
一系列之有利（或不利）且無關於道德評估之資訊，試圖影響資訊解讀者之判斷。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參與者是沒有實務經驗之大學生及碩士生，學生與具實務經驗之人士對盈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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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議題之道德判斷可能存在些許差異，雖然過去研究指出，學生為受試者樣本除可代理實務
管理者（Remus, 1986; Elliott, Hodge, Kennedy, and Pronk. 2007），但本研究結果是否適用在真
實情境中，有待進一步分析。最後，本研究只提出個人在資訊處理上受到稀釋效果與順序效
應認知偏誤之證據，但並無探討如何除誤（debasing），後續研究亦可由認知偏誤之除誤機制
（Emby and Finley 1997）方面著手，以提出更貼近真實資訊判斷情況之解釋證據。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結果說明了個人之道德判斷的確會受到資訊之陳述順序與資訊型態之影響，而產
生系統之認知偏誤現象，且會受到個人道德意識之影響。研究發現，高、低理想主義者在從
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會做出不同的判斷，高理想主義者比低理想主義者，對會計議題之
道德判斷，具有更嚴厲之標準。另外，不同資訊陳述順序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斷時
會產生影響，亦即具有順序效應。研究亦發現，不同資訊型態對個人從事會計議題之道德判
斷時會產生影響，亦即具稀釋效果。最後，資訊呈現順序（順序效應）及資訊種類（稀釋效
果）對於道德判斷具有交互作用。
相信本研究之發現除較以前未整合人類認知特性之研究，更有助洞察影響人類道德判斷
之因素外，本研究採行之研究設計與提出之研究概念，對後續研究者進行整合其他重要認知
現象（如架構效應framing effect、後見之明hindsight effect…等）至會計道德判斷之研究，應具
有高度參考價值。
此部份的研究結果並已撰寫成論文投稿於「2009會計理論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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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題目

道德意識與順序效應對道德判斷之影響

此次參加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淡江大學管理學院經營決策暨管
理科學研究所」合辦之「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經營決策」兩岸學術論壇，會議圓滿
成功，以下就參與會議過程心得報告及建議事項，做一說明：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研討會主要之議題為，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決策。2009 年 7 月 3 日，由「首
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淡江大學管理學院經營決策暨管理科學研究所」合辦，
舉辦地點為中國大陸北京的皇苑大酒店。
會期雖僅一天，但議程非常緊湊，議程由早上 8:30 開始進行，下午 17:55 結束。開
幕式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丁立宏與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敦基致詞，隨後立
即開始此次之研討會議程。此議程分成四個場次進行，上、下午各兩個場次。共有 25 篇
文章進行發表，其中大陸學者所發表之文章共 12 篇，台灣學者為 13 篇。
二、與會心得
此研討會之議題為「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經營決策」，探討在金融危機下企業
如何發展其策略與如何進行經營的決策，因此，與會者除了學術研究者外，亦有多位產業
界、銀行業與管理當局人士的參與。
在此研討會中，除了在議程進行中聆聽各位產、官、學者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並分
享彼此的看法與經驗外，會後的茶敘與用餐時段，更進一步與許多專業人士交換兩岸於學
術上與實務上之意見。另外，更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戚聿東院長會晤，期
待兩校未來更進一步於學術上的合作與交流。
此次文章由研究助理－陳慧玲博士生上台發表，評論人和與會者對發表之文章給予許
多寶貴意見與肯定。評論者指出，在金融危機、企業舞弊及掏空等案件層出不窮的現今，
個人及企業的道德觀漸漸的受到社會大眾與學者的注意。因為事後的法律刑責，是治標非
治本的，惟有事前的個人或企業防範及加強道德觀，才能有助於不法情事的發生。因此，
道德及行為亦為近年來廣泛研究之議題。
藉由研討會認識相同或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彼此學習交換研究的成果
與心得，相信未來的研究不論是跨文化或是兩岸三地的比較研究，都有相當的潛在需求與
發展的空間。最後對國科會的支持與補助致上感謝。
三、建議
此次研討會之議程僅安排一天，但發表之篇數達二十五篇之多，部份場次發表篇數達
八篇之多，造成各場次之時間緊迫，減少與會者間對議題的交流，建議未來的主辦單位可
增加場次，以控制每個場次發表的篇數，多留些時間讓與會者討論。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研討會議程
（2） 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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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加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淡江大學管理學院經營決策暨管理
科學研究所」合辦之「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經營決策」兩岸學術論壇，會議圓滿成
功，以下就參與會議過程心得報告及建議事項，做一說明：
五、參加會議經過
此研討會係 2009 年 7 月 3 日，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淡江大學
管理學院經營決策暨管理科學研究所」合辦，舉辦地點為中國大陸北京的皇苑大酒店。
研討會主要之議題為，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決策。會期雖僅一天，但議程非常
緊湊，議程由早上 8:30 開始進行，下午 17:55 結束，分成四個場次進行，上、下午各兩
個場次。共有 25 篇文章進行發表，其中大陸學者所發表之文章共 12 篇，台灣學者為 13
篇。
六、與會心得
此研討會之議題為「金融危機下企業發展戰略與經營決策」，探討在金融危機下企業
如何發展其策略與如何進行經營的決策，因此，與會者除了學術研究者外，亦有多位產業
界、銀行業與管理當局人士的參與，並分享彼此的看法與經驗。
此次係本人第一次參與於大陸地區所舉辦的兩岸研討會，並由我上台發表論文，規定
需於十五分鐘於完成文章的發表，上台前無比的緊張，所幸有於國內研討會發表的經驗，
因此，上台開始發表後就不如事前的緊張了。
在此研討會中，得到評論人和與會者所給予的許多寶貴意見與肯定。評論者指出，在
金融危機、企業舞弊及掏空等案件層出不窮的現今，個人及企業的道德觀漸漸的受到社會
大眾與學者的注意。因為事後的法律刑責，是治標非治本的，惟有事前的個人或企業防範
及加強道德觀，才能有助於不法情事的發生。因此，道德及行為亦為近年來廣泛研究之議
題。
除此之外，藉由研討會認識相同或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彼此學習交換
研究的成果與心得，有緣的話甚至可以進行合作，相信未來的研究不論是跨文化或是兩岸
三地的比較研究，都有相當的潛在需求與發展的空間，真是獲益匪淺。最後對國科會的支
持與補助致上感謝。
七、建議
此次研討會之議程僅安排一天，但發表之篇數達二十五篇之多，部份場次發表篇數達
八篇之多，造成各場次之時間緊迫，減少與會者間對議題的交流，建議未來的主辦單位可
增加場次，以控制每個場次發表的篇數，多留些時間讓與會者討論。
八、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 研討會議程
（4） 研討會論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