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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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5 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 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6 樓

時 間

議

程

地

點

10:10 以前

第一場次報到

基河校區六樓

10:30:11:50

第一場次論文發表

分組會場：
J 6 0 3、 J 6 0 4、 J 60 5 教 室

11:50-12:50

午

餐

12:30 以前

第二場次報到

基河校區六樓

12:50-14:10

第二場次論文發表

分組會場：
J 6 0 3、 J 6 0 4、 J 60 5 教 室

14:10-14:30

休

息

14:10 以前

第三場次報到

基河校區六樓

14:30-15:50

第三場次論文發表

分組會場：
J 6 0 3、 J 6 0 4、 J 60 5 教 室

第一場 10:30-11:50
分組會場：J603 教室

主持人：戴怡蕙(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1.

發表人：林嬋娟(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總額支付制度下醫院盈餘管理之研
陳孝宇(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生)
究－組織型態之影響
林孝倫(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評論人：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2.

內部債與成本僵固性之關聯性

3.

企業生命週期、關鍵查核事項與企 發表人：張瑀珊(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業財務風險之價值攸關性：兼論投
易煥傑(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資人屬性之影響
評論人：戴怡蕙(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分組會場：J604 教室

發表人：邱圓雅(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會計財稅碩士生)
評論人：謝佩蓁(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程心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1.

企業社會責任實施面向對於公司績
效的影響-以企業生命週期論析

發表人：謝宜樺(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黃筱晴(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程心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2.

負面事件是否應揭露於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發表人：謝宜樺(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陳詩芩(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程心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3.

會計師合作關係與關鍵查核事項之
價值攸關性：兼論審計產業專家之
影響

發表人：孔繁華(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張瑀珊(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許孟蓁(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王盈傑(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分組會場：J605 教室

主持人：陳英傑(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陳英傑(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謝振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李秀美(淡江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

統計學個案

2.

發表人：陳英傑(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謝振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銷售損失受存貨時間影響之多站報
童問題的推廣
李娟菁(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張春桃(淡江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3.

審計失敗的傳染效果、會計師之查 發表人：張雅淇(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核經驗與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之關
陳威宇(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係
評論人：江佳欣(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4.

發表人：歐俊男(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
謝文盛(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
檢舉逃漏稅與檢舉獎金相關議題之
研究
潘淑珍(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會計財稅碩士生)
評論人：江佳欣(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第二場 12：50-14：10
分組會場：J603 教室

主持人：張慶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發表人：程于庭(台灣奧的斯電梯公司智慧服務發展部資深專員)
張慶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林志娟(淡江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評論人：李明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郭樂平(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循環經濟和環境認證對企業碳行為
2.
周育德(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之影響
評論人：蔡元棠(臺北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周才貹(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會計財稅碩士生)
關鍵查核事項與未來盈餘資訊之關
3.
林維珩(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教授)
聯：論審計委員會之調節角色
評論人：廖秀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發表人：黃振豊(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企業女性治理、管理與女性會計師選
孔繁華(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4.
任之關聯性:並論對審計品質之影響
吳沁穎(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廖秀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遺失資料插補法之應用與比較－以
1.
台灣證券市場為例

分組會場：J604 教室

主持人：張玲玲(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李明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王信翔(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
1.
賴慧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效的影響—營造業
許榕嬅(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張玲玲(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李明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2. 審計公費與台灣上市櫃公司舉債
評論人：謝振環(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張玲玲(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董事會年資、經理人年資對公司監督
3.
潘友駿(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與公司績效的影響
評論人：李明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張玲玲(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邵柏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4. CEO 權力與研發密度之關聯
吳承恩(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陳崑正(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李明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分組會場：J605 教室

主持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高薪 100 指數編製及軍公教加薪對 發表人：陳佳欣(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葛俊佑(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1. 高薪與低薪企業薪資成長之影響差
評論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異
發表人：郭樂平(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企業成為低碳領導廠商的因素探討2.
陳冠齡(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以日本為例
評論人：余俊憲(國防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王盈傑(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之制訂是否影響
3.
呂侑真(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行為
評論人：張嘉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李馨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管理者權力對薪酬之影響-以薪酬委
張峻維(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4.
員會品質為調節變數
戚靜玟(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嘉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第三場 14：30-15：50
分組會場：J603 教室
1.

公司政治連結對關係人交易之影響政黨輪替調節效果

2.

會計師之外溢及傳染效應之價值攸
關性：兼論產業專家與會計師任期
之影響

3.

審計委員會董事與簽證會計師相互
連結對審計品質的影響

4.

總經理與會計師之關係連結對財報
品質的影響

分組會場：J604 教室

主持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戴怡蕙(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張瀞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張瑀珊(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林葳婷(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蕭伃彤(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饒巧伊(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古家蓉(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陳彥綺(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林冠宜(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尤心瑜(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楊蓁庭(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陳彥綺(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李娟菁(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會計師與獨立董事連鎖對企業租稅
1.
規避之影響

發表人：官月緞(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李梓銘(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李娟菁(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公司所得稅率對國外直接投資之影
2.
響

發表人：毛治文(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教授)
江宛庭(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碩士生)
評論人：李娟菁(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劉若蘭(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洪能哲(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碩士生)
評論人：鄭哲惠(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謝宜樺(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循環經濟、財務績效及環境績效之關
4.
蕭子璇(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聯性研究
評論人：鄭哲惠(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家族企業暨產業專精會計師對移轉
3.
訂價之影響

分組會場：J605 教室
1.

2.

3.

4.

主持人：史雅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張瑀珊(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謝豐罄(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史雅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曾家璿(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查核事項揭露是否影響機構投
陳品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生)
資人持股？
評論人：史雅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史雅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自願性會計師核閱與信用評等之關
林育暐(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聯性
評論人：曾家璿(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史雅男(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公司間績效衡量系統的使用與合作
王紫薇(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績效：關係品質的中介角色
評論人：曾家璿(銘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查核事項與實質盈餘管理之關
聯性研究：以資產減損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