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2017 臺大會計研究論壇—因果推論研究設計 

主辦單位：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臺大幸世間會計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臺大商學會計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時    間： 2017 年 12 月 22 日（五）、23 日（六） 

地    點：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一號館 B1 階梯講堂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四段 144 巷 50 號 

 

時間 議    程 

201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貴賓致詞：李書行（臺灣大學副校長、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開幕致詞：王泰昌（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13:30~13:40 2017 年「會計審計論叢」最佳論文獎頒獎 

13:40~15:10 

專題發表（一） 

主  題：Introduction to Treatment Effect Model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主講人：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15:10~15:30 休息、交流 

15:30~17:00 

專題發表（二） 

主  題：尋找平行世界--Difference-in-Differences 之方法與應用 

主講人：樊家忠（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7:00~17:30 

專題演講 

主  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主講人：王泰昌（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財金及會計學門召集人） 

        謝易儒（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財金及會計學門承辦人）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 

8:40~9:00 報到 

9:00~10:30 

專題發表（三） 

主  題：因果關係的認定：工具變數與其他方法的應用 

主講人：江淳芳（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0:30~10:50 休息、交流 



10:50~12:20 

專題發表（四） 

主  題：簡介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理論與應用 

主講人：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二、 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 2017 臺大會計研究論壇邀請到四位國內年輕優秀的教授，分別是許育進副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樊家忠副教授(台大經濟系)、江淳芳副教授(台大經濟系)以及楊子霆

助研究員(中研院經濟所)。今年所討論的四個主題，與以往不同之處是在於探討研究方

法(主要以因果推論研究設計方法)在會計學、財務學、經濟學等商學相關領域的應用。

其中許育進副研究員曾獲年輕學者創新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2017)、世界科學院

--TWAS青年學者 (2016)、臺灣財務金融學會--富邦論文獎 (2016)、中央研究院年輕

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5)、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 (2015-2019)、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

究計畫 103-2628-H-001-001-MY4 (2014-2018)、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14)、

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2012-2017))等多項學術獎

勵。 

與往年相同，也是台大會計研究論壇最大的特色，在每一場的文章發表中，師生熱烈

互動情況更讓會場火花不斷，相當緊張刺激，並增添研究趣味性。在這些討論中，我

們對於知識的領域，有更多開闊的想法，也從這四位教授身上獲得更多的啟發。從教

授們的分享及討論，對於剛踏入研究領域的博士生們，更能開闊自身的國際視野，並

增進對學術的熱忱，本次報名參加人數為 144 人次，實際出席人數為 120 人次。 

1. 專題發表一：Introduction to Treatment Effect Model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許育進副研究員的研究領域為計量經濟理論，尤其是所謂的「處理效應」(Treatment 

Effect)的理論。這個理論的目的，主要是設計統計方法，來檢測計畫執行的效果

(Program Evaluation)或政策的成效分析(Policy Analysis)。這已經成為計量經濟學

及整個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主要是因為世界各國在教育、醫療及福利的支出不斷

增加，極需使用建立在嚴格統計推論的方法，來評估各種政策及制度的成效。另外，許

育進副研究員列舉了近期幾篇探討計畫或是政策其因果效果(causal effects)的文獻提供

大家作為參考。這些文獻包括了：Lee and Wahal(2004, JFE):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backing on the one-day return for an IPO. Chemmanur, Krishnan and Nandy (2011, 

RFS):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financing on the efficiency gains. Lawrence, 

Minutti-Meza and Zhang (2011, Accounting Review):impact of having a Big 4 auditor 

on audit quality. Cheng, Huang, Li and Stanfield(2012, Accounting Review): 

impact of hedge fund activism on corporat tax. Yim (2013, JFE): impact of having 

a Young CEO on acquisitions. 



2. 專題發表二：尋找平行世界—Difference-in-Differences 之方法與應用 

樊家忠副教授介紹了幾個模型與概念：1.Rubin Causal Model (RCM) 2.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T) 3.Selection bias 4.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他並列舉出近期幾篇文

獻提供大家作為參考。這些文獻包括了：Derrien and Kecskes(2013, JF)”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ne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1”.Irani and Oesch(2013, JFE)”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Fan and Harrison Chang and Kehao Chang 

(2017, work in progress) “Evaluating the Deterrence Effects of Anti-DUI Law 

and Enforcement”. 。 

   專題演講：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王泰昌教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財金及會計學門召集    人；台大

會計系)指出評量學者研究表現之目的有三個方向:專題計畫、合理配置研究資源以及獎

勵資深優秀研究者並且發掘具潛力之新進人員。基於此方向上，以往專題研究計畫評估

方式將有變動；新的評估方式其特點包括了:(1)揚棄短期、數量式評估(2)注重代表性著

作的品質、創作與貢獻(3)鼓勵持續有長遠影響力之研究成果的學者。最後，王泰昌教授

鼓勵現場多數新進學者踴躍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3. 專題發表三：因果關係的認定:工具變數與其他方法的應用 

江淳芳副教授介紹了幾個估計量與概念：1. Wald estimate 2.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3. Applications in economics 4.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5. extension 

of event study；她並列舉出近期幾篇文獻提供大家作為參考。這些文獻包括了：He, J. J., 

& Tian, X. (2013,JFE)”Examine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analysts on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case of innovation”.Houston, J.F., Jiang, L., Lin, C., & Ma, 

Y.(2014,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Whether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listed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fect the cost and terms of loan contracts?”. 

4. 專題發表四：簡介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理論與應用 

為準實驗設計的一種，有前測，也有後測，研究對象（受試者）根據其前測分數的高低

分派到實驗組或控制組；如研究獎助是根據申請者「先前研究的成果（前測）」來決定，

通過門檻的給予獎助，低於門檻者不予獎助。至於獎助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兩組在獎助

後一段時間兩組研究成果的平均數，因為兩組在獎助前本來就有差異。該如何檢視其效

果呢？應將每位申請者前測的分數當 X軸，後測分數擺在縱軸，畫成散佈圖，如果獎助

無效，則這個散佈圖的趨勢應該可以畫出一條有左下到右上的連續直線。但如果獎助有

效，受獎助者的研究產量增加，在橫軸的門檻值（其左邊是控制組，右邊是實驗組）正

上方的迴歸線會有斷層，門檻值右邊的線會向上抬升，也就是迴歸線在門檻值的兩邊是

不連續的！因此稱為「迴歸不連續設計」。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了幾個經濟學常用在因果推論的統計分析方法：1.隨機實驗法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2.斷點迴歸分析(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3.差異中差

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另外，楊子霆助研究員列舉了近期幾篇探討斷點迴歸分析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的文獻提供大家作為參考。這些文獻包括了：Mozaffar 

Khan, Suraj Srinivasan, and Liang Tan(2017, The Accounting 

Review)”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New Evidence”. 

Andrew Brid and Stephen A. Karolyi(2017, The Accounting Review)”Governance and 

Taxes: Evidence from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三、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