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主辦單位 銘傳大學會計學系

協辦單位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會議日期

會議地點 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2009 年 6 月 5 日

贊助單位 新月圖書

時 間
8:30-8:50

地

議

程

報

到

點：J616 會議室

開幕式
8:50-9:00

主 持 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主任）
貴賓致詞：薛富井（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專題講座
9:00-10:20

主 持 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主任）
主 講 人：薛富井（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主
題：IFRS 在國際資本市場之採用
－兼論 EU 與 US 之競合分析

休

10:20-10:40

息

論文發表
10:40-12:00

地

點：J616
J604
J605

午

12:00-13:00

餐

論文發表
13:00-16:10

地

點：J616
J604
J605

地點：J616
第一場 10:40-12:00

主持人：陳合良(銘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1.

國軍及署立醫院經營績效之
研究─智慧資本觀點

發表人：張石柱(致理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富強(致理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助理教授)
陳慶福(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黃政仁(東海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2.

家族企業短視研發投資行為
之探討

發表人：黃政仁(東海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蔡宛婷(東海大學會計系研究所研究生)
評論人：張石柱(致理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

企業責任報告之價格溢酬

發表人：程心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張石柱(致理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2：00-13：00
第二場 13：00-14：40
1.

大學商學院學生理財行為之
研究－以某大學台北校區商
學院學生為例

午餐
主持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陳美娥(銘傳大學會計學系講師)
霍光中(銘傳大學會計學系講師)
評論人：鄭碧月(台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2.

成本僵固性之探討：以我國財 發表人：劉惠玲(銘傳大學會計系講師)
團法人醫院為例
評論人：葉金成(淡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3.

企業人力資本衡量指標之評
選及其與價值之關係

發表人：葉金成(淡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官韋廷(淡江大學會計研究所研究生)
評論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4.

1.

2.

3.

權益市值高估與現金持有價
值：安隆案之影響

發表人：薛敏正(台北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張瑀珊(台北大學會計學系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林江亮(中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14：40-14：55

休息

第三場 14：55-16：10

主持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盧鈺欣(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博士生)
Auditor Choice of Business
評論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Groups-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強制會計師輪調環境下：轉換 發表人：黃劭彥(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成本、代理成本、訴訟風險與
張雅芬(靜宜大學會計系講師)
林琦珍(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所博士生)
前任會計師回任關聯性之研
陳冠甫(靜宜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究
評論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董事會結構、集團企業與財務 發表人：毛治文(銘傳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報表舞弊關聯性之探討
沈瑞畿(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黃怡欣(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研究生)
評論人：黃劭彥(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系副教授)

地點：J604
第一場 10:40-12:00

主持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

力霸事件對審計客戶股價影
響之實證研究

發表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張家豪(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瑞青(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2.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客戶投資
組合風險分析─博達事件前
後觀察

發表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林景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瑞青(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2：00-13：00
第二場 13：00-14：40

午餐
主持人：林真真(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1.

多角化、產業專精及盈餘管理 發表人：廖秀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以現金增資企業為例
周佳慧(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文晟(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2.

上市公司領導階層結構與公
司績效之關聯性

3.

會計準則對盈餘管理程度之
影響

4.

大學會計系與法律系學生不
當學習行為影響因素之探討

1.

2.

3.

發表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呂奇潔(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文晟(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華琪筠(輔仁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姚名麗(銘傳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真真(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羅吉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講師)
林真真(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姚名麗(銘傳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14：40-14：55

休息

第三場 14：55-16：10

主持人：程心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Framing effects in investment
decisions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decision task
最低稅負制度實施有效性之
研究-以上市上櫃公司為例

發表人：陳燕錫(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鄭碧月(台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陳慧玲(臺灣師範大學管研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陳英得(靜宜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蔡宜芳(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稅務員)
白欣宜(靜宜大學會計系研究生)
評論人：毛治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總經理任期、董事獨立性、公 發表人：陳重光(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司績效之關聯性探討
林惠美(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陳慧玲(臺灣師範大學管研所助理教授)

地點：J605
第一場 10:40-12:00
1.

2.

3.

集團會計師之選擇:影響分子
公司委任與核心公司相同會
計師事務所之因素

主持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林瑞青(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吳佩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李淑華(台北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集團公司之垂直整合、會計師 發表人：林瑞青(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特性與盈餘管理
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陳志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李淑華(台北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供應鏈專精度、會計師查核集 發表人：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團比例與盈餘管理
林瑞青(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黃信銓(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李淑華(台北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2：00-13：00
第二場 13：00-14：40
1.

非審計服務與會計師任期對
審計品質之影響

2.

非審計服務與產業專精對審
計品質之影響

3.

子公司負債與母公司系統風
險之關聯性研究

4.

資產減損損失與迴轉之資訊
內涵

1.

2.

3.

午餐
主持人：毛治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廖秀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洪筱雯(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玲圓(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發表人：廖秀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邱偉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玲圓(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發表人：方偉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陳維慈(台北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陳維慈(台北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謝仁莉(東吳大學會研所研究生)
評論人：毛治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4：40-14：55

休息

第三場 14：55-16：10

主持人：方偉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黃美祝(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企業成立營運總部後是否增
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進其創新活動、投資活動與營
張立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運績效？以台灣為例
評論人：王 瑄(元智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黃美祝(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上市
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公司盈餘管理之影響
吳季珊(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江亮(中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推行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中國 A 發表人：黃美祝(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楊炎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股市場影響之實證研究
蔡育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江亮(中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