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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修改W.E. McCarthy於 1982年提出的 REA 模型，加入情境(Scenario)及會計處理(Accounting Operation)

兩項概念，並利用本體工程方法，擷取企業流程及會計處理知識，建立財務會計本體。藉由本體的架購，結

構化的描述企業營運活動資訊及會計處理知識，作為管理之參考與會計資訊系統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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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知識管理的觀念近年來漸漸的被大家所重

視，也成為各種組織內部管理知識資源的重要

方式，透過知識的擷取、分享、運用、開發等

活動，增加組織對知識這種無形資源的掌控能

力，以提升組織的運作效率與競爭力。 

  在知識管理眾多議題之中，與知識本體

(Ontology)相關的研究不斷被發表出來。藉由明

確的定義領域知識的相關概念、關聯、規則及

限制，清楚的描述某個知識領域的內容，便可

不斷重複利用此領域的知識；也因本體的建立

是根據固定的規則及明確定義的詞彙，藉此也

可與他人分享知識。 

  為了完善、有效率的建立領域本體，本體

工程(Ontological Engineering)的相關研究者進

行了許多關於本體發展流程、本體生命週期、

本體發展方法論的研究，也提供了許多本體發

展工具及建立本體論的語言。 

  在國外已經有部分的學者在會計領域上進

行本體論的探討。這種將領域知識與資訊技術

加以結合並進行管理，以分享知識、應用知識

的本體研究在近年已蔚為風潮。 

財務會計資訊系統是企業必備且基本的資

訊系統，企業內的營運活動及財務資訊都必須

藉由此系統進行記錄，並編制報表提供予外部

使用者。然而關於企業財務會計資訊揭露的法

令卻時常變更、修改，企業面臨多變的環境也

不斷產生新的需求，如此都導致系統維護及修

改的需求，致使資訊系統維護的成本非常高。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由於會計領域專家及資訊

領域專家各自專精於自己的熟悉的領域之中，

對於自身研究範圍外的知識較不熟悉，而財務

會計系統必須充分結合會計領域知識及資訊技

術，方能切合企業的需求，幫助企業提升管理

效率，並確保資訊的完整揭露以提供主管機關

稽核。因此如何結合兩個領域的知識，發展出

適合企業本身的會計資訊系統，也是一個十分

重要的議題。 

  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利用本體工程的方

法，探討會計資訊系統最基本的組成成分，藉

由對會計處理的剖析，設計出一個利用會計領

域知識本體所建立的資訊系統架構，於政府修

改法規或是會計準則委員會新增、修訂公報

時，可以快速彈性的因應政府法規及會計準則

的改變，方便會計資訊系統的更新，更希望能

夠藉此增加系統的再用性，並減少系統維護與

系統更換的成本。 

因此，本研究期望達成以下目的： 

(一)會計領域知識的擷取：分析財務會計處

理流程和會計相關法令、準則的意義與內涵，

及會計處理與企業活動之間的關係，並且將這

些敘述式的會計準則及法令，轉換成結構化、

抽象化的邏輯概念表達型式。 

(二)建置財務會計的本體：利用本體論的知

識表達方式，將會計處理流程和會計法令、準

則建置為本體，轉化為結構化的表達型式，作

為系統分析及知識管理之基礎。 

(三)建構以會計本體為基礎的會計資訊系

統架構：利用財務會計本體，設計一個彈性的

會計資訊系統架構，期於政府法令變更及企業

需求改變時，能加快系統修改的速度，減少維

護成本。 
 
貳、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的範圍為財務會計領域與資訊

科技領域的交集，因此必須廣泛的收集兩個領

域的研究文獻作為參考。本研究首先探討本體

論的發展及現存之輔助發展方法及工具；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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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REA模型，作為本體建置的基礎；最後研

究 Design Pattern，以選出合適的模式來設計系

統。 

一、本體論 

(一)本體的定義 

  本體論(Ontology)是從哲學領域所衍生出

來，近年漸漸演變為知識工程相關的用詞，有

許多學者紛紛對本體論進行不同的定義。本體

論的最早定義是 Neches等所提出，他們認為本

體論定義某特定議題的基本字彙、關聯，及這

些字彙、關聯的使用規則，以組合這些字彙及

關聯來詳細描述領域的延伸議題(Neches and 

colleagues，1991)[6]。Gruber又於 1993年指出，

本體論是對概念的一個明確描述 (Gruber，

1993)[7]。基於 Gruber 的定義，Brost 於 1997

年改善這個定義，提出本體論是對於共用概念

的正式描述(Brost，1997) [8]。Studer等更結合

了兩者的定義加以解釋，定義本體論是對於一

個共用概念正式、明確的描述 (Studer and 

colleagues，1998) [9]。 

因此，我們由以上這些定義可以知道，本

體論的目標是為了得到一個通用的知識概念，

以利於知識的描述，使不同團體間的知識可以

共用及再用。 

 

 (二)本體的分類 

許多的學者對於本體論的型態做了不同的

分類。Lassila and McGuinnessm於 2001年[10]

根據本體內部結構的豐富性做了以下的分類

(圖 2-1)： 

1. 被控制的字彙(Controlled vocabularies)：

有限的辭彙列表，目錄即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 

2. 詞彙表(Glossaries)：其意義被自然語言所

詳細說明的辭彙列表。 

3. 辭典(Thesauri)：在詞彙之間提供了一些語

義。 

4. 非 正 式 階 層 關 係 (Informal is-a 

hierarchies)：本體必須描述詞彙的階層，

但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子類別階層架構。 

5. 正式階層關係(Formal is-a hierarchies)：本

體必須描述詞彙的階層，且是嚴格的子類

別階層架構。 

6. 包含領域實例的正式階層關係(Formal is-a 

hierarchies that include instances of the 

domain)：除了是正式階層關係之外，還必

須加入實例。 

7. 框架化(Frames)：包含了可被低層正式分

類架構所階層化的類別及類別性質。 

8. 陳述量值限制的本體 (Ontologies that 

express value restriction)：此類本體在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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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值的性質中加入限制。 

9. Ontologies that express general logical 

constraints：此類的本體擁有最好的表達能

力，本體可以利用本體論語言來指定詞彙

之間的初階邏輯限制 

 

二、本體工程 

(一)本體工程的定義 

  本體的發展目的在於知識的描述、交流與

共用，因此如何有效的將人類的知識抽離、淬

取出來，建立為概念本體是十分重要的議題。

本體工程是有關於本體發展流程、本體生命週

期、本體發展方法論、本體發展工具及本體論

語言的一組活動。透過本體工程，我們將事物

的本質由事物中抽離出來。當我們抽取出愈多

的本質，便能更加精確的描述知識，這個本體

就愈有可能進行分享，並且被反覆利用。 

(二)建立本體的方法及方法論 

使用合適的方法論(Methodology)來建立本

體，可以減少本體論開發過程知識獲取的瓶

頸，目前已發展出許多種本體建置及評估的方

法論，比較著名的方法論有以下數種：Cyc 

method、Uschold and King’s method、 Grüninger 

and Fox’s methodology (TOVE methodology)、

KACTUS approach 、 METHONTOLOGY 、

SENSUS method 及 On-To-Knowledge 

methodology 等 [5]。其中 Uschold 與  King

（1995）[12]根據他們在愛丁堡大學與諸多企業

夥伴合作發展企業本體的經驗，提出一套本體

的建立方法，有以下四個主要步驟(圖 2-2)。 

 

定義目的與範圍（To identify the purpose 

and the scope of the ontology） 

  此步驟的目標在於釐清建立本體的理由、

確認領域知識相關的辭彙，並且找出本體的延

伸用途。 

1. 建立本體（To build the ontology） 

  此步驟包含三個活動： 

（1）本體擷取（Ontology capture） 

  進行本體擷取時，必須定義領域知識中與

研究相關的主要概念與關聯，然後將這些定義

進行明確的文字描述，並且定義用以描述這些

概念與關聯的合適字彙。 

（2）編寫本體（Coding） 

  決定用以描述、表達本體的字彙，並且利

用這些字彙及相關的工具進行本體的編寫。 

（3）整合現有的本體（ Integrating existing 

ontologies） 

  整合現有本體的活動，可以與前兩個活動

平行進行。本體建置者必須決定是否要使用目

前已存在的本體；若要採用現有的本體，便必

須決定該如何將新的本體知識與現有本體進行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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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本體（To evaluate） 

根據本體是否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來進行評

估。 

3. 建立文件（To document） 

  建立描述知識本體的文件，包含本體是如

何被建立的、本體的建置目的、本體的型態等

資訊。 

(三) 建立本體論的語言 

建立本體論的語言依據其是否為標記語言

而分成了兩大類[5]： 

1. 傳統的本體論語言(Tranditional Ontology 

Language)：主要包含了 Ontolingua、KIF、

Loom、OKBC、OCML、FLogic等。 

2. 本 體 論 標 記 語 言 (Ontology Markup 

Language) ： 包 含 了 SHOE 、 XOL 、

DAML+OIL、RDF(S)、OIL、DAML、OWL

等。 

  在這幾類的本體語言中，本論文採用的語

言為 OWL，為Web Ontology Language的縮寫，

是一種用以在 Internet 上發表與分享本體知識

的標記語言，目前已經成為W3C所推薦的本體

描述語言標準。OWL語言建立在 XML與 RDF

標準之上，參考 RDF的語意表達方式，並增加

了一些對於屬性質的限制成為更具表達能力的

本體標記語言。 

 

三、REA 模型 

(一)REA模型簡介 

REA 模型在 1982 年由 McCarthy 在

Accounting Review 上發表[19]，描述了企業的

經濟資源 (Economic Resource)、經濟事件

(Economic Event)、經濟代理人(Economic Agent) 

及這些元素在企業內的關聯，並以資訊人員所

熟悉的個體關係模型（E-R Model）為表達工

具，是一種用以描述企業個體經濟活動的模型

工具(圖 2-3)。 
 

1. 經濟資源(Economic Resource) 

在REA模型內所定義的經濟資源為企業可

以實際控制、實際擁有的珍貴資源，而這些經

濟資源會隨著企業的經濟活動而有消長、增減。 

2. 經濟事件(Economic Event) 

  經濟資源並不會主動的增加或是減少，必

須經由經濟事件的發生才能進行資源的轉換、

交換或是增減，用以描述企業活動的動態行

為。經濟事件主要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的經

濟事件是不同經濟個體間的資源交換行為，經

濟資源藉由事件的發生，進行資源的傳遞與交

換，例如銷貨事件的發生，將會使存貨減少，

而藉由收現事件，企業方能收取現金這項資

源；第二類的經濟事件發生在企業的內部，描

述企業內資源的轉換，例如半成品的存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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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生產消耗的事件而減少，另一方面，成品

商品的數量卻因為製造事件而增加，整個生產

過程物料的轉換，都可以利用事件來進行描述。   

3. 經濟代理人(Economic Agent) 

在 REA 模型內經濟代理人扮演著資源管

理、事件控制的角色，經濟資源經由一個事件

而改變狀態，而此一事件往往是由與企業相關

的經濟代理人所發動。經濟代理人分為兩類：

(1)內部代理人：企業內部具有處置資源權利與

義務的人員，例如存貨的內部代理人為倉管人

員，而現金由出納人員所管理。(2)外部代理人：

企業外部與企業互相往來的人員或是組織，例

如消費者、供應商等。 

4. 存流量關係(Stock-Relationship) 

存流量關係這個名稱是由傳統的財務會計

內所衍伸出來的，原本用於描述實帳戶科目的

存量與帳戶數字的消長流量。在 REA模型裡的

經濟資源也是使用類似的描述方式，經由得知

目前的存量，與不斷增加或減少的流量，可以

持續的改變資源的狀態、數量。 

5. 對偶關係(Duality Relationship) 

對偶關係的概念源自於會計內的配合原

則，在財務會計系統內，配合原則的使用是為

了收入與費用可以產生對應的關係，以進行追

蹤與管理。在 REA模型內，也採用了這樣的觀

念，認為某資源減少事件的發生，必定對應於

另一個資源增加的事件，例如銷貨事件發生之

後，將使得存貨的數量減少，而其對應的收款

事件，卻會讓現金增加。控制、責任關係

(Control、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經濟代理人擁有資源的控制權，並且可以

發動改變資源狀態的事件。而這些代理人之間

又有授權關係，高階人員授權低階人員管理資

源的權利，也因此低階人員擁有這個管理的責

任。 

McCarthy在定義出經濟資源、經濟事件、

經濟代理人三種類的個體，與存流量、對偶、

控制責任三種關係之後，便利用個體關係模型

（E-R Model）來描述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在

這個模型之下，大多數的企業活動都可以經由

這些簡單的實體與關係進行描述，並且由於這

個模型使用資訊科技領域的表達方式，因此更

加容易與資訊專業領域的專家溝通，作為財務

會計與資訊科技聯繫的一座橋樑。 

 

(二)REA模型的本體架構 

Geerts與McCarthy在 2000年時對 REA模

型的本體架構提出探討[20]，他們認為為了使

REA 更加適用於本體的結構，必須加入承諾

（Commitment）的要素與一些相關的關聯來描

述企業更加詳細的資訊（圖 2-4）。 

承諾（Commitment）是對未來經濟事件之執行

所做的一項協定，此項承諾所影響的經濟事件

將會導致經濟資源的增加或是減少，例如顧客

向旅館訂房，導致旅館必須保留一個房間的經

濟資源予此顧客，並且預期未來將會收取現金。 

 

四、Design Patterns 

  隨著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發展，物件的概

念被大量的運用於資訊軟體的設計之中。雖然

軟體設計者可以很快理解物件導向的概念，並

利用物件設計出一個合理、可用的架構，然而

要設計出一種富有彈性及再利用的物件導向軟   

體卻很難，系統內物件之間的關聯及繼承關係

若過於緊密，很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修

改小部分功能時，必須維護整個系統，產生大

量的成本，並且降低系統整體的效能。 

  在1994年，Ｅrich Gamma、Richard 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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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 Johnson、John Vlissides等四位元軟體工

程師，依據他們的物件導向軟體設計經驗，整

理出 23 個常用的設計模式[22]，讓軟體設計者

可以進行參考，藉此設計出更加彈性、更具結

構、更富再用能力的程式架構，軟體設計者必

須從中挑選適用的幾個模式，並將這些模式應

用於自己的系統之中。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架構 

為了增加財務會計系統的彈性，使系統在

面對諸如企業政策變更、需求的改變與會計準

則的變動等情況時，能更加快速的反應，並且

減少維護、修改的成本與時間，本研究將利用

本體工程，整理財務會計的領域知識，並結合

物件導向軟體設計裡的設計模式技術，建立一

個彈性的財務會計資訊系統架構，以減少系統

的維護成本，並且增加系統的可再用能力。因

此，本研究架構主要可分為兩大階段：(1)建立

邏輯層次的知識本體、(2)設計實作層次的系統

架構（圖 3-1）。

  本研究將整個財務會計系統區分為邏輯與

實作兩個層次觀點，主要的目的在於增加整個

架構的彈性，透過對映的方式來建立彼此的關

係，讓兩個層次的成員可以有更加自由的發展

空間。又由於本研究希望系統能更具彈性、富

再用能力，因此採用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s)

的方法，挑選適當的模式來加強系統架構上的

彈性。 
以下各節將分別詳細說明知識本體建立階

段及系統架構設計階段內的步驟與相關的活

動。 

 

二、建立財務會計知識本體 

  本研究的第一個階段為建立財務會計知識

本體，作為系統分析與設計的參考和依據，並



- 8 -                              管理科學與統計決策              2007.9. 第 4卷第 3期 

 

供日後知識的交流、分享及管理。因此，為了

有效的整理財務會計知識，並利用現存的知識

本體與開發工具，必須使用合適的方法來建立

本體，以減少本體開發過程中知識擷取的瓶

頸。Uschold 與 King（1995）本體建立方法

[12]，乃根據他們在愛丁堡大學與諸多企業夥伴

合作發展企業本體的經驗，所提出的一套本體

建立方法，其研究領域與本研究所探討的財務

會計知識相關，且步驟較為簡易實用，十分適

合中小型專案或研究的本體開發，所以本研究

決定採用此一本體建立方法。首先訂定財務會

計本體的目的與範圍，然後根據目的與範圍搜

集知識與資料，並參考目前現有的會計本體研

究，接著再利用相關開發工具來建立財務會計

本體，最後進行評估與檔化工作。 

(一)財務會計本體的目的與範圍 

  本研究建立財務會計本體主要有以下三個

目的：(1)利用本體論之方式結構化的描述出企

業營運活動與會計處理的知識，(2)提供一個結

合財務會計領域與資訊科技領域的知識平臺，

使兩個領域的知識得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享、

溝通與使用，(3)作為財務會計資訊系統分析、

設計的參考和依據，以設計出更加彈性、能快

速因應需求的會計資訊系統。 

  由於財務會計領域的範圍廣大，在審視當

代財務會計的架構之後，發現內部控制是現行

會計系統的一個重要應用，企業內部稽核人員

及會計師根據會計記錄對企業的績效、資訊的

正確性進行查核。因此，本研究決定探討企業

八大循環的財務會計本體知識，並先行建立財

務會計本體的整體概念邏輯架構，作為日後研

究的基礎。 

(二)財務會計本體的建立 

  根據Uschold 與 King 的本體建立方法，

在完成目的與範圍定義之後，便可著手進行本

體的建立。此步驟主要的活動有三項：(1) 本體

擷取、(2) 編寫本體、(3)整合現有的本體，其

中整合現有本體活動可以與前兩個活動平行進

行。本研究在參考相關的文獻之後，決定整合

現有的 REA模型來建立財務會計本體。 

1. 本體擷取與本體整合 
本體的組成包括幾個重要的部份，概念階

層架構（ Concept Taxonomy）、概念屬性

（Properties）、關聯（Relationships）、法則

（Rules）、限制（Restrictions）、公理（Axioms）

等…每個部份在本體之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 

為了建立本體的概念階層架構、屬性、關

聯，本研究參閱會計學相關書籍及國內的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法規，做為建立本體的依據；

並採用REA模型之架構，做為概念的主要分類。 

  然而REA模型雖然適合於描述企業個體的

經濟活動，模型內元素的定義卻與目前通用的

應計基礎會計有所不同，且模型的架構在描述

能力上也有一些限制，所以必須進行若干調

整，方可利用 REA模型描述會計的處理。因此，

本研究調整模型，提出一個更接近實作層次的

REA 模型結構，希望能夠描述企業詳細的營運

活動資訊，並直接於模型中對應相對的會計處

理。 

本研究提出調整的 REA模型，在原本的經

濟資源、經濟事件、經濟代理人及承諾四項基

本要素之外，再加上情境（Scenario）與會計處

理（Accounting Operation）兩項分類，並加入

採用關聯（Adopt）、指導關聯（Direct）、標的

關聯（Target）、認列關聯（Recognize）、驅動關

聯（Drive）、來描述他們之間的關係，架構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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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經濟事件間具有對偶關聯及承諾間具

有對應關聯，企業營運情境之間亦有循環關聯

（Cycle）來描述情境在企業流程內的企業循環

關係，而會計處理間也具有相互關聯

（Mutual），如圖 3-3所示。 

 

圗3-3 調整REA模型-循環、相互關係 

（1）情境(Scenario) 

在本研究中，情境(Scenario)之定義為：”

企業營運流程中，必須進行會計處理之營運活

動 “。本研究之所以在模型中加入情境要素，

乃是希望利用情境來描述企業詳細的營運活動

資訊，並記錄此情境下符合會計原則之所有可

用之會計處理方式，及這些符合會計原則之會

計處理方式中企業實際採用之會計處理。 

在模型之中描述出確切的企業營運活動，

便可以決定採用的會計方法，建立愈詳盡的情

境分類，便能更明確的定義此一情境之下相對

應的會計處理方式。在現行的會計準則之下，

某些營運活動資訊在目前也許不需要進行會計

處理、記錄，然而可能在新的準則發布之後，

此類營運活動便必須進行記錄、揭露，此時便

必須在模型中加入新的企業營運情境，並記錄

此情境下採行之會計處理方式；反之，目前需

要記錄的情境也許在未來的準則之中將會遭到

廢除，此時可修改模型中的資訊，刪除情境與

原先會計處理方式間的關聯。 

（2）會計處理(Accounting Operation) 

會計處理用以記錄企業營運活動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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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會計準則下主要可分為會計分錄

及附註兩種處理方式。本研究在模型中描述每

一種會計處理使用的科目與記錄的活動情境等

資訊，這些會計處理的概念內容將隨著法令、

準則的變更修改而跟著修正。每種情境都可能

適用一到多個的會計處理方式，不同情境所使

用的實際會計處理，是依據目前的財務會計準

則所決定。當某情境在符合法令規定下，有多

種會計準則可以採用時，便必須設定目前企業

所實際採用的準則，作為系統實作的依據。 

當準則改變時，情境所對應的會計處理也

會跟著一起改變，因此必須對本體的內容進行

調整；除了法令、準則的變更之外，企業由於

特殊的需求，而變更會計政策，也可以利用修

改情境採用的會計方法來描述。在此處概念層

次的修改，將會對應至實作層物件參數的改變。 

（3）循環關聯（Cycle Relationship） 

  相關的企業營運活動間具有循環的關係，

主要的交易循環類型依據營運活動來劃分，可

分為銷貨及收款循環、採購及付款循環、生產

循環、薪工循環、融資循環、投資循環、固定

資產循環及研發循環等八大類。在本研究所採

用的模型中，循環關聯便可用以描述相關情境

之間的企業循環關聯，可支援企業內部控制及

流程管理。 

（4）相互關聯（Mutual Relationship） 

  相對於承諾之間具有的對應關聯

（Reciprocal Relationship）及事件之間的對偶關

聯（Duality Relationship），相關的會計處理之間

也具有相互關聯，用以描述會計處理彼此之間

的關係。 

（5）採用關聯（Adopt Relationship） 

  採用關聯描述某一企業營運活動情境下所

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情

境可用之會計處理，描述此情境之下所有可用

的會計處理；第二類為情境目前採用之會計處

理，描述企業在此情境之下正式採用之會計處

理。隨著法令的變化與企業會計政策的改變，

情境與會計處理方法之間的關係也會跟著不斷

的改變。 

（6）指導關聯（Direct Relationship） 

  承諾的類型指導情境的型態，指導關聯即

用以描述某情境所依據之承諾，根據承諾的內

容及類型可決定企業營運活動情境的發生。 

（7）標的關聯（Target Relationship） 

  在本模型中，企業營運情境下所影響之經

濟資源，乃是利用標的關聯來描述。 

（8）認列關聯（Recognize Relationship） 

  在某企業營運情境下，會計系統必須對所

發生的事件進行認列，本模型利用認列關聯來

描述所欲紀錄的經濟事件。 

（9）驅動關聯（Drive Relationship） 

  代理人在模型中扮演驅動者的角色，驅動

企業活動情境的產生。 

2. 編寫本體 

編寫本體也必須選擇所採用的語言及工

具。本研究在本體的編寫語言上選用W3C所推

薦的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本體標記

語言[17]，而開發工具則是採用 Protégé本體編

輯器[23]來進行財務會計本體的編輯。 

Protégé是美國史丹佛大學以 Java語言開發

的本體編輯器，也是一種知識庫架構，為免費

且開放的軟體。選用 OWL與 Protégé的原因，

主要是為了方便本體的交流、溝通與分享。

Protégé提供友善的編輯環境，且支援許多特殊

用途的外掛程式，因此近年來有許多研究本體

論的學者皆以 OWL與 Protégé作為本體開發的

環境，有利於日後使用相同語言及技術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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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知識的交流與整合。 

(三)財務會計本體的評估 

  本研究觀察的本體評估指標主要有以下三

項：(1) 財務會計本體是否能正確、適當的描述

出會計處理的流程及相關的概念，(2)財務會計

本體的概念架構是否擁有足夠的彈性，新增的

會計處理規則是否能夠成功的加入本體之中，

(3)財務會計本體是否具有分享、交流能力。 

  經評估之後，若財務會計本體無法達成目

標，便必須回到本體建立步驟，對本體的架構

及其內容進行修改，如此反覆的進行，直到本

體的評估結果符合評估標準。 

(四)建立相關文件 

  Uschold 與 King 本體建立方法的最後一

個步驟為文件建立。除了在完成財務會計本體

的建立工作之後所產生的 OWL 標記文件之

外，尚必須進行本體建立的相關資訊紀錄及描

述，包含本體的建置目的、本體是如何被建立

的、本體的型態等資訊。 

由於本體描述並沒有正規的檔標準或是圖

形工具，因此本研究除了以 OWL碼來編寫本體

之外，也以 Protégé提供的圖形介面來輔助表達

OWL 的內容；另外並採用 REA 模型原本的表

達工具個體關係圖（E-R Diagram）來描述企業

內經濟要素之間的關係。 

三、設計財務會計資訊系統架構 
完成財務會計本體的建置之後，本研究便

依據會計本體的研究結果，利用物件導向程式

設計的方式設計系統的架構。將會計本體的概

念階層架構、概念屬性、概念間的關聯等元素，

分別的對映至財務會計系統內的類別、類別屬

性、類別操作、類別關聯。REA 模型中的經濟

資源（Economic Resource）、經濟事件（Economic 

Event）、經濟代理人（Economic Agent）、承諾

（Commitment）、情境（Scenario）與會計處理

（Accounting Operation）等主要要素，將成為

物件類別或是介面，並額外設計類別的屬性及

操作。 

在模型中最重要的兩類實體：情境與會計

處理的實作設計上，本研究採用設計模式中的

Bridge Pattern（圖 3-4）[22]，將會計處理的抽

象概念與實作方法分開，如此即可用子類別去

個別擴充會計處理的抽象體與實作體，保持系

統的彈性。當主管機關發佈新的會計準則之

後，系統可隨時在現有的架構下加入新的會計

處理物件類別，不會影響原本的結構及規則；

而企業決定變更原用的準則，使用較有利的準

則來揭露資訊時，也可直接利用本體內的採用

關聯，變更原先設定的會計處理方式（圖 3-5）。 

 
圖3-4 Bridg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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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以Bridge Pattern為基礎之系統架構 

肆、模型實作 

一、會計本體主要概念分類及屬性 

本研究修改 REA模型之後，採用模型內的

實體：資源、事件、代理人、承諾、情境及會

計處理，將這些實體定為會計本體的主要概念

分類，利用以情境為中心的知識概念，詳細的

描述企業的營運活動及對應的會計處理方法。

另外，為了描述承諾的整體觀點，本研究也在

本體中加入合約概念來描述。加上用以呈現會

計資訊的科目類概念，本研究所設計之財務會

計本體共有資源、事件、代理人、承諾、合約、

情境、會計處理及科目等八項主要的概念分類。 

(一)資源概念類別 

資源乃企業可以控制、實際擁有的珍貴資

源，透過觀察企業所擁有之資源種類及資源價

值可以衡量企業本身之價值。本研究之資源採

取較廣義之定義，除了現金、土地等有形資源

之外，尚包含商標、專利權、人力資源等無形

資源。資源類別第一階層至第三階層之分類如

下表所示： 

 
 

表 4-1 資源類概念階層表 

資源類 Level-1 資源類 Level-2 資源類 Level-3 資源類 Level-4 

資源 無形資源 人力資源 ... 

  無形資產 ... 

  其他無形資源 ... 

 有形資源 金融資源 ... 

  實物資源 ... 

  其他有形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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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描述資源本身擁有的資訊及資源與其

他類別概念的關係，資源擁有若干的屬性，且

下層子概念將不斷的繼承上層概念之屬性不斷

的豐富資訊內容，資源類概念之基本屬性如下

表所示： 

 
表 4-2 資源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資源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String) 資源名稱 null 

DataType Property(Float) 資源存量 null 

DataType Property(Float) 資源單位價值 null 

Object Property 
聯繫關聯 

(Linlage) 
Resource-Resource 

Object Property 被保留關聯(ReservedBy) 
Resource- 

Commitment 

 

(二)事件概念類別 

事件可以描述資源的增減，並記錄控制此

事件之代理人、事件發生日期等資訊，本研究

將事件分類如下： 
 

表 4-3 事件類概念階層表 

事件類 Level-1 事件類 Level-2 事件類 Level-3 事件類 Level-4 

事件 主要活動事件 生產事件 ... 

  銷售事件 ... 

  採購事件  

  其他主要活動事件 ... 

 支援活動事件 人事事件 ... 

  財務事件  

  研發事件 ... 

  其他支援活動事件 ... 

 
事件類概念之基本屬性用以描述事件的內 容，主要屬性如下表所示：  

 

表 4-4 事件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事件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事件發生日期 null 

DataType Property(Float) 資源增減量 null 

Object Property 存流量關聯 Event-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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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Flow) 

Object Property 
對偶關聯 

(Duality) 
Event- Event 

Object Property 被控制關聯(ControledBy) Event-Agent 

Object Property 
執行關聯 

(Excute) 
Event-Commitment 

 
(三)代理人概念類別 

經濟代理人負責資源管理、事件控制及情 境驅動等的角色，分類如下表所示： 

 
表 4-5 代理人類概念階層表 

代理人類 Level-1 代理人類 Level-2 代理人類 Level-3 代理人類 Level-4 

代理人 內部代理人 企業員工 ... 

  企業單位 ... 

 外部代理人 外部個人 ... 

  外部組織 ... 

  代理人類概念基本屬性如下表所示： 

 
表 4-6 代理人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代理人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String) 
自然人 

or法人 
null 

Object Property 
保管關聯 

(Custody) 
Agent-Resource 

Object Property 
控制關聯 

(Control) 
Agent-Event 

Object Property 
協同關聯 

(Association) 
Agent-Agent 

Object Property 
參與關聯 

(Participation) 
Agent-Commitment 

Object Property 
驅動關聯 

(Drive) 
Agent-Scenario 

 

(四)承諾概念類別 

承諾是對事件之執行所做的一項協定，資

源交換類承諾及資源轉換類承諾會導致資源的

增加或是減少，其他類承諾則不會影響資源的

增減，分類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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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承諾類概念階層表 

承諾類 Level-1 承諾類 Level-2 承諾類 Level-3 承諾類 Level-4 

承諾 資源交換承諾 資源交換_資源增加 ... 

  資源交換_資源減少 ... 

  資源交換_資源不變 ... 

 資源轉換承諾 資源轉換_資源增加 ... 

  資源轉換_資源減少 ... 

  資源轉換_資源不變 ... 

 其他承諾 企業合作承諾 ... 

  ... ... 

 
承諾類概念基本屬性如下表所示： 

 
表 4-8 承諾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承諾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承諾訂定日期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承諾履行日期 null 

DataType Property(Float) 承諾資源增減量 null 

Object Property 
保留關聯 

(Reserve) 

Commitment 

-Resource 

Object Property 
被執行關聯 

(ExcutedBy) 

Commitment 

-Event 

Object Property 
被參與關聯 

(Participated) 

Commitment 

-Agent 

Object Property 
對應關聯 

(Reciprocal) 

Commitment 

-Commitment 

Object Property 所屬合約(InAgreement) 
Commitment 

-Agreement 

Object Property 
指導關聯 

(Direct) 

Commitment 

-Scenario 

 

(五)合約概念類別 

合約包含一個以上的承諾，是多項承諾的 

 

整體觀點，本研究合約分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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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合約類概念階層表 

合約類 Level-1 合約類 Level-2 合約類 Level-3 合約類 Level-4 

合約 內部合約 員工合約 ... 

  生產計畫 ... 

  內部預算 ... 

  其他內部合約 ... 

 外部合約 銷售合約 ... 

  採購合約 ... 

  金融合約 ... 

  其他外部合約 ... 

   
合約類概念基本屬性如下表所示： 

 
表 4-10 合約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合約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String) 合約名稱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合約訂定日期 null 

Object Property 
合約簽訂者 

(SignedBy) 

Agreement 

-Agent 

Object Property 
包含關聯 

(Contain) 

Agreement- 

Commitment 

 

(六)情境概念類別 

企業營運情境匯集承諾、事件、資源及代

理人之資訊，並描述此情境下所採用之會計處

理類型，為本研究之財務會計本體核心，第一

階層至第三階層分類如下表所示： 

 

表 4-11 情境類概念階層表 

情境類 Level-1 情境類 Level-2 情境類 Level-3 情境類 Level-4 

情境 資源交換情境 有形資源交換 ... 

  無形資源交換 ... 

 資源轉換情境 有形資源轉換 ... 

  無形資源轉換  

 其他情境 ... ... 

本研究依據模型價構之設計建立情境與各 概念間之關聯及情境本身之屬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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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情境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情境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情境發生日期 null 

Object Property 標的關聯(Target) Scenario-Resource 

Object Property 認列關聯(Recognize) Scenario-Event 

Object Property 被驅動關聯(DrivedBy) Scenario-Agent 

Object Property 被指導關聯(DirectedBy) 
Scenario- 

Commitment 

Object Property 採用關聯(Adopt) 
Scenario- 

AccountingOperaation 

Object Property 循環關聯(Cycle) Scenario- Scenario 

 
(七)會計處理概念類別 

會計處理用以記錄企業營運活動資訊，主

要可分為會計分錄及附註，分類如下表： 

 
表 4-13 會計處理類概念階層表 

會計處理類 Level-1 會計處理類 Level-2 會計處理類 Level-3 會計處理類 Level-4 

會計處理 會計分錄 一般分錄 ... 

  調整分錄 ... 

 會計附註 一般附註 ... 

  會計政策附註 ... 

  其他附註 ... 

 其他會計處理 ... ... 

 
表 4-14 會計處理類概念主要屬性表 

屬性類型 屬性名稱 相關聯類別 

DataType Property(Int) 會計處理編號 null 

DataType Property(Date) 會計處理日期 null 

Object Property 
記錄情境 

(Record) 
AccountingOperaation -Scenario 

 
(八)會計科目概念類別 

本研究之科目階層設計主要遵循會計科目 大類表之架構，分類如下表： 

 
 

 

 



- 18 -                              管理科學與統計決策              2007.9. 第 4卷第 3期 

 

 

表 4-15 會計科目類概念階層表 

會計科目類 Level-1 會計科目類 Level-2 會計科目類 Level-3 

會計科目 資產 ... 

 負債 ... 

 業主權益 ... 

 營業收入 ... 

 營業成本 ... 

 營業費用 ... 

 營業外收入及費用 ... 

 所得稅 ... 

 非經常營業損益 ... 

 
完成各類別之設計後，本研究便利用

Protégé 編輯器進行財務會計本體的編輯 (圖 

4-1)。透過 Protégé 編輯的過程中，編輯器會

自動為我們產生各類別及關聯等本體內容的

OWL編碼（表 4-16）： 

 

 

  

圖 4-1 財務會計本體主要概念類別 

                               
 

 

表4-16 OWL範例   

 

 

                                           

 

情境類別之OWL編碼 

<owl:Class rdf:about="#Scenario"> 

<rdfs:subClassOf rdf:resource="#REA_Model"/> 

</owl:Class> 

情境子類別_資源交換類情境OWL編碼 

<owl:Class rdf:ID="資源交換類情境"> 

<rdfs:subClassOf> 

<owl:Class rdf:about="#Scenario"/> 

</rdfs:subClassOf> 

</owl:Class> 

採用關聯 

<owl:ObjectProperty 

rdf:about="#Scnario-AccountingOperation_Adopt"> 

<rdfs:range rdf:resource="#Accounting_Operation"/> 

<rdfs:domain rdf:resource="#Scenario"/> 

</owl:Object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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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體範例-以銷貨收款循環為例 

  銷貨收款循環為企業中最主要的活動之

一，循環中有若干的營運活動：顧客下單、授

信管理、運送貨品、開立銷貨發票、開出帳單

及收款等，這些活動中有幾項必須進行會計處

理：運送貨品時必須記錄在途存貨，貨物運達

時開立銷貨發票並記錄銷貨成本，貨物運達時

也會同時遞交帳單並記錄銷貨應收，於收款時

記錄收款分錄且完成循環。 

因此，本研究利用本體中的情境概念來描

述銷貨收款循環中這些必須進行會計處理的營

運活動，並且記錄各營運活動所必須進行的會

計處理，利用相關的關聯描述與資源、代理人、

承諾類別之間的關係，來加強情境所提供之資

訊。圖 4-2 描模型與銷貨收款循環之關係，本

體範例如圖 4-3所示。 

如圖 4-3 所示，在一個情境的範例中，將

會包含情境編號、情境發生日前兩個基本屬

性，而透過被驅動關聯(DrivedBy)可以得知驅動

此情境的代理人＿銷售員及送貨員，經由被指

導關聯(DirectedBy)可以得知此情境所依據的承

諾，利用認列關聯(Recognize)來確認發生的事

件，藉由標的關聯(Target)以描述欲記錄的資

源，最後在採用關聯(Adopt)內可以得知用以記

錄此情境的會計處理(分錄或是附註等)。  
 

圖4-2 銷貨收款循環在財務會計本體內之表達與對應的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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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以Protege編輯之本體實例 

資源交換-銷貨活動-銷貨-出貨在途存貨分錄 

 
伍、研究結果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會計資訊系統是企業日常最基本的交易處

理系統，在企業內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一旦出

錯或是停擺，即會讓企業帶來立即的傷害。然

而在競爭激烈、商品日新月異、商業模式快速

創新的今日，不但企業不斷改變的需求及會計

政策，會計法令、準則也不斷改進以適應時勢，

如此便產生會計資訊系統的更改、維護需求。

傳統上會計資訊系統面臨需求改變時，都是直

接對系統的程式進行修正及更新，如此做法耗

費過多的人力、資金等相關成本，且可能不符

合需求或是產生錯誤。 

為了改善這些缺點，本研究建立一個財務

會計知識本體，結構化的描述企業流程及其會

計處理知識，當新的法規或是會計準則被提出

之後，便可根據本體架構描述新的會計處理知

識及方法，會計資訊系統也將依據本體的內容， 

 

彈性的改變處理程式、方法或是變更科目。本

研究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可以減少系統維護的

成本，並且增加系統的再用性。 

本研究之貢獻及成果如下： 

(一)建立財務會計本體，結構化的描述企業內部

流程及此流程所適用之會計處理方式，管理財

務會計相關的知識及規則，以利於會計知識的

分享及再利用，並減少會計人員與資訊人員之

間的溝通成本。 

(二)修改 REA 模型，使模型更適合描述會計處

理知識，並保留模型對企業活動的優秀描述能

力。 

(三)以物件導向軟體分析設計的方式，選擇合適

的設計模式，設計更加彈性的會計系統架構，

減少系統修改的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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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提出的會計資料系統架構力求彈

性的增加及成本的降低，其中仍有若干方向可

以改進與加強： 

(一)建立更加完整的財務會計本體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並未建立

完整的會計領域本體，尤其是會計領域的知識

非常複雜繁多，要建立完整且正確無誤的本體

知識並不容易，因此期勉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

本研究的基礎之上繼續努力，建置更加完善的

本體內容。 

(二)其他領域的應用 

本研究針對會計領域的知識進行深入的探

討，然而會計只是企業內眾多商業活動的其中

一種，本研究採用的模型可延伸至其他相關商

業活動的描述，並作為其他領域研究的參考。 

(三)本體與系統的結合 

由於本研究使用 OWL 語言來進行本體的

建立，相關的會計知識皆以 OWL的型式儲存，

可結合 rule-base 的方法與技術，將知識本體轉

換為會計系統的流程規則，直接管理系統的運

作與處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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