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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1GM00U01 

課程中文名稱 管理會計研討 

課程英文名稱 Seminar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 

學分數 3.0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班級 博研經管一甲  

任課教師 黃鈺娟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二第 2 節(E0602) 

週二第 3 節(E0602) 

週二第 4 節(E0602)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英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本課程藉由研讀管理會計理論及學術文獻，提供學生發展研究管理會計能力。 

The seminar is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to some major themes and methodologies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topics and theo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doctoral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skills to conduct their ow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統計學 (statistics)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中文課程大綱 1.介紹管理會計研討 

2 管理會計研究架構 

3 成本分攤方法 

4 非財務績效指標 

5 運營和資本預算 

6 績效激勵計劃(A) 

7 績效激勵計劃(B) 

8 管理會計研究中方法 

9 管理控制 

10 策略績效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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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環境會計，歷史和評論 

12 管理會計研究中的各種主題 

13 管理控制其他視角 

14.管理會計倫理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of Seminar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2 Framework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3 Cost Allocation Methods 

4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5 Operational and Capital Budgets 

6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Plans (A) 

7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Plans (B) 

8 Some method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9 Management Controls  

10 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11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History, and Critic 

12 Various Topic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13.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Control 

14. Ethic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課程進度表 第 1 週: 介紹管理會計研討 

第 2 週: 管理會計研究架構 

第 3 週: 成本分攤方法 

第 4 週: 非財務績效指標 

第 5 週: 運營和資本預算 

第 6 週: 績效激勵計劃(A) 

第 7 週: 績效激勵計劃(B) 

第 8 週: 管理會計研究中方法 

第 9 週: 管理控制 

第 10 週: 管理控制 

第 11 週: 策略績效管理系統 

第 12 週: 策略績效管理系統 

第 13 週: 環境會計，歷史和評論 

第 14 週: 環境會計，歷史和評論 

第 15 週: 管理會計研究中的各種主題 

第 16 週: 管理控制其他視角 

第 17 週: 管理會計倫理 

第 18 週: 期末報告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指定用書 書名：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作者：Robert Kaplan,Anthony A At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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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 Pearson Education 

年份：2013 

ISBN：9781292026596 

版本：3th 

參考書籍 Class assignment and handouts  

教學軟體 Flip and other E-learning aid  

課程規範 1. Consultations hours will be posted by the faculty. Best for students to set 

appointment with faculty prior to consultation. 

2. Announcements:Many tim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placed on flip. Be sure 

that you check the flip.  

3. Please follow the STUST Code of Ethics 

4.The syllabus is subject to change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