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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企業管理學系課程綱要 

課 程 名 稱 

中文名稱: 管理會計 

英文名稱: Managerial Accounting 

授 課 班 級 企管三乙 

授課教師姓名 
江翠玲 老師 

Email:C702302629@yahoo.com.tw 
職    稱 講師 □專任■兼任 

開 課 時 段 

每每星期五晚上第 E 1.2 堂 

輔導時間:週五 pm5:30-6:30 

(利瑪竇教授休息室 4F) 

學 分 數 
上下學期

各 2學分 
■必修□選修 

課 程 目 標 

介紹當代管理會計之理論與實務，讓同學能熟悉管理會計的基本工

具，並使同學瞭解如何適當地分析與整合管理者所需資訊，以做成明

智的管理決策，達成組織目標。 

課 程 內 容 

介紹管理會計如何在多變環境中創造企業價值，共分五大主題: 

一、基礎成本管理觀念和成本累積系統 

二、成本管理系統、作業基礎成本制和作業基礎管理 

三、規劃、控制及成本管理系統 

四、運用會計資訊制訂決策 

五、吸納、變動及產量成本法與支援作業成本與聯合成本的分攤 

指 定 教 材 

（用書、教材） 

“管理會計—在多變的環境中創造企業價值, 8e”  

 Ronald W. Hilton 著，林文洋編譯，華泰文化(2010) 

參 考 用 書 

1.管理會計學-理論與應用，李宗黎、林蕙真 著，証業 

2.公司不教，但要你懂的財務知識，石野雄一 著，高信鐽 譯(2009) 

3.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 

學習評鑑 

1.期中考 25% 

2.期末考 25%  

3.實習課及小考 20% (Ch12,Ch13,Ch17,Ch18) 

4.平時/作業成績 10% 

5.組學期書面報告(2):個案及財經簡報共 20% 

上課須知 

1.「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上課嚴禁使用教科書之影印本。 

2.(正課與實習課)缺席視為曠課，曠課或請假達三次以上，一律扣考。  

3.上課依照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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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授課進度及內容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1 2/18 課程簡介、授課方式溝通 

2 2/25 第十章 標準成本法、營運績效衡量 

3 3/4 第十章 標準成本法、營運績效衡量 

4 3/11 第十一章 彈性預算及製造費用與支援作業成本的管理 

5 3/18 第十一章 彈性預算及製造費用與支援作業成本的管理 

6 3/25 平衡計分卡 

7 4/1 財經簡報(分組報告) :輕鬆讀懂平衡計分卡(經理人月刊 2010.5) 

8 4/8 財經簡報(分組報告) :輕鬆讀懂平衡計分卡(經理人月刊 2010.5) 

9 4/15 期中考試 

10 4/22 期中考檢討、第十四章 決策制訂:攸關成本與效益 

11 4/29 第十四章 決策制訂:攸關成本與效益 

12 5/6 第十五章 運用在定價決策的目標成本法與成本分析 

13 5/13 第十六章 資本支出決策 

14 5/20 第十六章 資本支出決策及 EXCEL運用 

15 5/27 

個案說明:Blue Ridge Subpoint 決策問題 

(個案 16-40 p.618-619) 

16 6/3 個案討論(分組報告) 

17 6/10 個案討論(分組報告) 

18 6/17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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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個案報告 

 

一、 個案研究目的: 

管理會計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企業經理人與內部管理者「關鍵資

訊」，以利企業做出創造公司價值極大化的決策。管理會計人員如何

提供攸關資訊給管理者做出正確的資本支出決策，並配合試算表工具

之使用，透過個案討論訓練同學具備如何提供投資方案建議之基礎能

力。 

二、 個案内容: 

Blue Ridge Subpoint 決策問題(個案 16-40 p.618-619) 

三、 個案撰寫補充講義: (放置在 ICAN，請同學自行下載) 

(一) 個案補充說明_ch16-40.doc 

四、 書面內容規定: 

(一) Blue Ridge 面臨之問題 

(二) 相關假設說明 

(三) 問題解析 

(四) 結論與建議 

五、 期末報告規定: 

(一) 每組準備書面檔案(PPT檔案，以 20 頁為限)及試算表 Excel 檔

案，並於個案報告前一週 Email 給老師。 

(二) 個案口頭報告 

六、 試算表 EXCEL運用 

財務會計幫幫忙--Excel 超實用範例即戰技，梵紳科技，2010 

(一) 投資決策分析工具介紹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1%EB%B2%D4%AC%EC%A7%DE&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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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經簡報:各組交 PPT檔(紙本及電子檔)，口頭報告每組 20 分鐘 

(一) 財經簡報「經理人月刊 2010.5」:分為 4組 

(二)  3/11  email 分組名單 (老師 email:c702302629@yahoo.com.tw) 

(三)  3/25 各組 email 交 PPT電子檔  

(四)  4/1、4/8 口頭報告每組 20分鐘，並繳交紙本 

專題 頁碼 期刊日期 

Part1: 平衡計分卡快速入門 64-79 2010.5 

Part2: 了解平衡計分卡 4 構面 80-87 2010.5 

Part3: 推動平衡計分卡 5 法則 88-97 2010.5 

Part4: 企業案例 98-101 2010.5 

 

八、相關網站介紹(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證照介紹及輔導) 

(一) 金管會(金融智慧網): 

http://moneywise.fsc.gov.tw/Main/Default.aspx 

(二)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http://www.smelearning.org.tw/ 

(三) 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Young Entrepreneurs of the Future: 

http://www.entrepreneurship.net.tw/ 

(四)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五) 台灣金融研訓院: http://www.tabf.org.tw/Tabf/Default.aspx 

(六) 證基會: http://www.sfi.org.tw/newsfi/chinese.asp 

(七) 會計研究基金會http://www.ardf.org.tw/ 

(八) 台灣銀行: http://www.bot.com.tw/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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