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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基本資料 

時    間 2012 年 12 月 15 日 (星期六) 

地    點 國立中央大學管理學院二館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路 300 號)

主辦單位 

台灣經濟學會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中央大學管理學院 EMBA   

青年發展基金會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金 

贊助單位 

第一商業銀行 

財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貳、緣起 

本會為鼓勵經濟理論與實際問題之研究，及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

於每年十二月舉辦年會，提供各界經濟學者論文發表及交流討論的園地；由

於討論的主題十分廣泛，參與的學者眾多，已成為國內經濟學界的年度盛事。

今年更與全國實證經濟學研討會結合，繼續傳承會議的精神，提供學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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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吸收經濟新知及切磋論辯交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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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會議議程 

 

組別(地點) 
第一場論文研討 

9：20-10：40 

第二場論文研討 

13：30-14：50 

第三場論文研討 

15：20-17：00 

A(管二 107) CEANA I CEANA II CEANA III 

B(管二 109) 法律與經濟 I 法律與經濟 II CEANA IV 

C(管二 111) 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 I 經濟發展 II 

D(管二 307) 實驗與數理經濟   貨幣金融 I 貨幣金融 II 

E(管二 309) 人力資源 I 人力資源 II 人力資源 III 

F(管二 311) 產業組織理論 I 產業組織理論 II 產業組織理論 III

G(管二 306)   產業組織理論 IV 產業實證 技術授權 

H(管二 308) 資源與環境經濟 I 資源與環境經濟 II 資源與環境經濟 III

I(管二 310) 財務經濟 I  計量方法 財務經濟 II 

J(管二 504) 國際經濟 I 國際經濟 II 國際經濟 III  

K(管二 506) 國際經濟實證 I 國際經濟實證 II 勞動經濟 

L(管二 508) 都市與區域經濟 健康經濟 公共經濟 

生產力(管二 105) 效率與生產力 I 效率與生產力 II 效率與生產力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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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論文發表時間 15 分鐘，評論時間 5 分鐘，答辯 3 分鐘



第一場論文研討  9：20-10：40 

 

1A 
CEANA Session I: Macroeconomics: Money, Exchange Rate and Growth 

  Chair: Been-Lon Chen (Academia Sinica) 

Title: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Monetary Independence for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Authors: Yu Hsing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at Hammond) and Wen-jen Hsieh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iscussant: Tony Chieh-Tse Hou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itle: Durable Goods, the Co-movement Problem, and Entrepreneurs’ Collateral 

Constraints 
Authors: Been-Lon Chen (Academia Sinica) and Shian-Yu Lia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cussant: Mau-Ting L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itle: Revisit Lewis’s (1980) Dual Economy Theory with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and Some Empirics 
Author: Eric Y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cussant: Ying-Syuan L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B 法律與經濟 I  主持人：單  驥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題  目：從資產分割概念思考公司法人格否認原則 

撰稿人：張心悌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評論人：邵慶平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題  目：公開揭露理論的界線---從證券法觀點觀察交易成本、替代模型、與不同效

率觀 

撰稿人：林建中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評論人：張心悌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院)  

 

題  目：「理性選擇」或「非理性選擇」? —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我國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的二元機制 

撰稿人：鄭有為副教授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評論人：張明宗教授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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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經濟成長    主持人：賴景昌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題  目：Money and Random Matching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撰稿人：朱智豪副教授 (英國德倫大學), 賴景昌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廖志興博士後研究 (中央研究院)  

評論人：蕭明福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題  目：Tourism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撰稿人：呂麗蓉助理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胡士文教授 (逢甲大學

經濟系) 

評論人：洪小文副教授 (淡江大學產經系) 

 

題  目：跨部門人力資本存量之估計－以台灣地區主要產業為例 

撰稿人：王宜甲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經濟系)  朱佩璇 (東海大學經濟系碩士) 

評論人：陶宏麟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1D  實驗與數理經濟    主持人：江永裕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  

題  目：Evolution of Preferences in Multiple Populations 

撰稿人：凃又菘博士候選人(台灣大學經濟系)  莊委桐副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評論人：楊智鈞助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題  目：實驗預測市場的效率探討：訊息、信念及資訊加總 

撰稿人：池秉聰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產經系)  吳忠育博士候選人(淡江大學產經系) 

評論人：戴中擎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經濟系)  

 

題  目：Experimental Test Stochastic Stability 

撰稿人：蔡雅娟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經濟系)  莊委桐副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評論人：袁國芝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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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人力資源 I    主持人：林俊宏教授 (淡江大學產經系) 

題  目：台灣勞動素質的變化 

撰稿人：周孟熹博士候選人(中央大學產經所)  單驥教授(中央大學產經所) 

評論人：郭祐誠副教授 (逢甲大學經濟系) 

 

題  目：Do High-Achieving Peers Generate High-Achieving Student? Evidence from 

‘Excluded’ Peers of Taiwan’s High School Seniors 

撰稿人：蔡彣涓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經濟系)  劉錦添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黃麗璇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題  目：實質選擇權與工作搜尋決策：以台灣失業者為例 

撰稿人：王信實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莊奕琦教授(政治大學經濟系) 

薛博升研究生 (政治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于若蓉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F 產業組織理論 I    主持人：黃鴻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Second-best R&D Subsidies under Asymmetric Cournot Duopoly with 

Differentiated Goods 

撰稿人：何彥慶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產經所)  張明宗教授 (中央大學產經所) 

評論人：彭正浩副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題  目：Comparing Bertrand and Cournot Equilibria in a Differentiated Duopoly with 

Technology Licensing 

撰稿人：彭正浩副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張瑞雲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俊宏助理教授 (朝陽科大會計系) 

 

題  目：內生廠商目標下競爭廠商家數對 Nash 均衡之影響 

撰稿人：林瑞益副教授 (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陳薇珊(華梵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林震(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評論人：張瑞雲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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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 產業組織理論 IV    主持人：陳忠榮教授 (中央大學產經所) 

題  目：Advertisements and Media Bias 

撰稿人：郭文忠副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賴孚權教授 (中研院人社中心) 

評論人：江淳芳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External Knowledge, Tolerable Coordination Costs and Co-authorship 

撰稿人：李文基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經濟系)  鄭秀玲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Koichi Miyazaki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蔡明芳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經濟系) 

 

題  目：Vertical Outsourcing and Location Choice 

撰稿人：涂光億助理教授 (虎尾科大財金系)  林晏如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未來系) 

評論人：邱顯鴻助理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1H  資源與環境經濟 I    主持人：周  濟教授 (世新大學經濟系)  

題  目：以滾動迴歸分析京都議定書對於 OECD 國家二氧化碳的減排效果 

撰稿人：柯明慧 (文化大學經濟系)  王健合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陳宛君副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林慧菁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台灣能源密集產業碳風險與碳洩漏影響評估 

撰稿人：李堅明助理教授 (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所) 

        曾盟峰碩士 (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所) 

評論人：劉哲良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題  目：Non-nuclear, low-carbon, both? The case of Taiwan 

撰稿人：陳彥亨研究員 (MIT Joint Program on the Science and Policy of Global Change; 

MIT Energy Initiative) 

評論人：魏國棟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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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財務經濟 I   主持人：張傳章教授 (中央大學財金系) 

題  目：「收盤前資訊揭露及暫緩收盤配套措施」新制與投資人尾盤下單策略初探 

撰稿人：曾翊恆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國際企業學群) 

評論人：葉宗穎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財金系) 

 

題  目：偵測股價操縱之預警模式及驗證 

撰稿人：張芸菁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財金系)  葉錦徽副教授 (中央大學財金系)  

王佩韻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財務管理處) 

評論人：黃裕烈副教授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學系) 

 

題  目：短視損失趨避假說可以解釋股票溢酬迷思嗎？以實驗研究分析 

撰稿人：高麗琪博士候選人 (中原大學商學系)  楊奕農副教授 (中原大學國貿系) 

評論人：林信助副教授 (政治大學國貿系) 

 

題  目：投資人情緒、市場報酬與波動關係之進一步研究 

撰稿人：王凱立教授 (東海大學財金系)   蔡云瀞(東海大學財金系) 

評論人：葉錦徽副教授 (中央大學財金系) 

 
1J 國際經濟 I    主持人：洪福聲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題  目：廠商進入模式選擇與政府 適出口政策 

撰稿人：吳芝文副教授 (龍華科大國企系)  林燕淑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楊雅博教授 (高雄大學經營管理所) 

 

題  目：廠商效率、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政策 

撰稿人：王佳琪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  邱俊榮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和全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題  目：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Fixed Fee versus Royalty 

撰稿人：張瑞雲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彭正浩副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徐學忍副教授 (元智大學國際企業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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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 國際經濟實證 I  主持人：王泓仁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金融風暴前後的跨國比較 

撰稿人：胡春田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歐陽利姝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張伯群碩士 (文化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姚  睿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題  目：Does Real Interest Rate Parity Really Hold? New Evidences from G7 countries            

撰稿人：張銘仁副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蘇逸哲博士生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欉清全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題  目：OECD 先進國家創新體系之效益評估 

撰稿人：承立平教授 (交通大學資訊與財金系)  林怡嬪 (中華經濟研究院) 

評論人：魏文欽副教授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 

 

1L  都市與區域經濟            主持人：劉錦添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台灣醫學中心差異化生產與空間競爭 
撰稿人：邱龍禹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經濟系)  黃景沂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江淳芳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洪乙禎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 
 
題  目：Endogenous Cournot and Bertrand Competition in a Spatial Barbell Model with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撰稿人：孫嘉宏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姚仁德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題  目：學校特徵對周邊房價之影響分析—以台北市為例 
撰稿人：林佳慧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經濟系)  林忠樑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奕奇副教授 (成功大學經濟系)  
 
題  目：臺灣旅館產業之 適地理、價格與規模定位決策分析 
撰稿人：葉家瑜副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陳江明副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彭莉雯 (暨南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劉子銘助理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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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論文研討  13:30 –14:50 

2A 
CEANA Session II: Labor: Migration, Supply and Retirement   

    Chair: Henry Wan, Jr. (Cornell University) 

Title: Longevity Improvement, Retirement Age and Aaggregate Savings. 

Authors: Yanyou Ch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au-Him Paul Lau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ussant: Pei-Ju Liao (Academia Sinica) 

 
Title: Unemployment Rates and Labor Supply: Policy Analysis in a Search Model with 

Participation and working hours. 
Authors: Been-Lon Chen (Academia Sinica) and Chih-Fang L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cussant: Shun-Fa Lee (Tamkang University) 

 

Title: Impact of Student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aiwan 

Authors: Wen S. Cher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nd Jhih-Cyun Yan 
Discussant: Chien-Liang Chen (Natioanl Chi-nan University) 

 

2B 法律與經濟 II    主持人：謝易宏教授  (金管會委員)  

題  目：The Fourth Estate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The Struggle of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撰稿人：王明禮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評論人：江耀國副教授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題  目：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著作權暫時禁制令-以美國 Salinger v. Colting 案為例 

撰稿人：吳盈德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評論人：王明禮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題  目：台灣反傾銷控訴傷害了下游廠商? 

撰稿人：林家慶助理教授 (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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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陳坤銘教授 (政大國貿系) 

2C 經濟發展 I    主持人：曹添旺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題  目：民主轉型與經濟成長－景氣波動關係：台灣的實證研究 

撰稿人：岳俊豪博士 (工研院產經中心)  林向愷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何泰寬副教授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題  目：國家治理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以新興經濟體為例 

撰稿人：謝文真教授 (成功大學經濟系) 蔡博文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金融管理系) 

        李政道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金融管理系) 黃雅莉 (上海銀行) 

評論人：陳仕偉教授 (中原大學國貿系) 

 

題  目：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的關係 

撰稿人：吳靜芝博士候選人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所)  印永翔教授 (台師大企

業管理學程) 

評論人：黃台心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系) 

 
2D  貨幣金融 I   主持人：陳南光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An Investigation of Default Prediction Models in the Taiwan Bank Sector 

撰稿人：侯介澤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財金系)  彭俊能博士生 (東華大學財金系) 

        賴威仁副研究員 (台灣金融研究院) 

評論人：張文武副教授 (真理大學財金系) 

 

題  目：流動性、資產與廠商投資決策 

撰稿人：張德存助理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李映萱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林靜儀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Social Network and Monetary Policy: Rules or Discretion 

撰稿人：張嘉玲博士候選人 (政治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許毓珊助理教授(中正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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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人力資源 II    主持人：徐美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高等教育擴張與延後生育 

撰稿人：許聖章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應經系)  王瑞樺 (高雄大學應經系) 

評論人：林彥伶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經濟系) 

 

題  目：Do Parental Divorce and Displacement Decrease Children's Education? Evidence 

by Using Taiwan Administrative Data 

撰稿人：陳妍蒨助理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劉錦添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莊慧玲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Could Schools Compete for Better Students by Choosing Entrance Examination 

Dates 

撰稿人：陳為政博士候選人(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高一誠助理教授 (中

原大學企管系) 

評論人：王俊傑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2F 產業組織理論 II    主持人：林惠玲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中間財訂價與 終財廠商跨業生產決策 

撰稿人：蔡明芳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經濟系) 邱俊榮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林晏如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系) 

 

題  目：Patent Quality and the ``Public Notice'' Function of Patent Rights 

撰稿人：邱敬淵助理教授 (IMT Lucca 盧卡高等研究所)  

評論人：陳金盛博士後研究 (臺大經濟系) 

 

題  目：行動應用軟體的品質選擇與價格策略 

撰稿人：郭平欣副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沈士翔碩士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黃景沂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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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產業實證    主持人：黃美瑛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衡量與分解銀行業生產力與利潤力變動 

撰稿人：李文福教授 (開南大學行銷系)  陳琳琦碩士 (政治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楊永列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財金系) 

 

題  目：Are Air Travel Markets Segmented Along the Lines of Nonstop versus 

Intermediate-stop(s) Products? 

撰稿人：吳紀瑩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經濟系)  Philip G. Gayl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評論人：唐孟祺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題  目：Market Disequilibrium Effect of Hotel Prices 

撰稿人：陳江明副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劉錦龍教授 (中央大學產經所) 

 

2H 資源與環境經濟 II    主持人：王  葳教授 (逢甲大學經濟系) 

題  目：台灣電力部門供給面減碳成本之研究 

撰稿人：柯酈博士候選人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所) 王鈺惠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所)       

        賴正文副教授 (崑山科大 資管系)  陳家榮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所) 

評論人：李堅明助理教授 (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所) 

 

題  目：產品組合的綠色比例與污染排放稅政策對於綠色產量與貿易量之影響                 

撰稿人：余碩彥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黃郁涵碩士 (文化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李篤華副教授 (海洋大學應用經濟所) 

 

題  目：Consistency of Uncertain Response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撰稿人：劉志成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  

評論人：柳婉郁副教授 (真理大學觀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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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  計量方法             主持人：林金龍教授 (東華大學財金系) 

題  目：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的評估 —以台灣推動低碳政策之地方政府為例 

撰稿人：單珮玲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會計系)  

評論人：賴宏彬副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題  目：等級單根檢定之再探討 

撰稿人：邱惠玉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莊頤中 (輔仁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王健合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金融風暴後的台灣出口之空間效應                                               

撰稿人：唐儲勳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林常青助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2J  國際經濟 II             主持人：梁文榮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Favor or Obstruction? Reciprocal Tariff Concess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 

撰稿人：方誠助理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貿系) 林淑芬副教授 (明新科大財金系) 

評論人：吳世傑副教授 (中山大學政經系) 

 

題  目：通貨替代與貨幣政策名目錨更迭的效果 

撰稿人：孫鈺峰助理教授 (嶺東科大財政系)  

評論人：方誠助理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貿系) 

 

題  目：考慮 Tobin 稅之通貨替代模型：實質匯率動態與匯率穩定 

撰稿人：吳家瑋 (東吳大學經濟系)  曹添旺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孫鈺峰助理教授 (嶺東科大財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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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  國際經濟實證 II             主持人：祁玉蘭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Local Technology Embeddednes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撰稿人：莊文彬副教授 (暨南大學國企系)  林惠玲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彭喜樞助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題  目：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since 2007-08 on Stability and Enlargement 

of the EMU  

撰稿人：林雅淇助研究員 (商業發展研究院) 葉國俊副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周有熙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題  目：是敵是友? - 匯率在台韓出口競爭及貿易餘額上的角色 

撰稿人：王友利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王瑞祥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秀淋教授 (輔仁大學經濟系) 

 

2L 健康經濟       主持人：蔡偉德教授 (中央大學產經所) 

題  目：身高對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影響： 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為例 

撰稿人：林明仁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蔡欣純 (台灣大學經濟系) 

        丁心嵐博士後研究員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連賢明教授 (政治大學財政系) 

 

題  目：Moral Hazard and Lifestyle Behavior und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ome 

Evidence from Taiwan                                                         

撰稿人：林俊偉博士後研究員 (中山大學財金系)  李建強教授 (中山大學財金系) 

評論人：陳俊志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Measuring Self-Control Problems under Awareness: The Gap between 

Awareness and Smoking Behavior 

撰稿人：林忠樑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田維華副教授 (成功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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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論文研討  15:20 –17:00 

3A 
CEANA Session III: Microeconomics: Newspaper, Bargaining and Regulation  
    Chair: Wen S. Cher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itle: Market Forces, Owner Preferences, and Newspaper Ideology 
Authors: Chun-Fang Ch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ong-Yu Chiou, David 

Jinkins 
Discussant: Ming-Li Wa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itl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Coaseian Bargain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uthors: Fuhai H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Wooyoung 

Lim (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ant: Wei-Torng Juang (Academia Sinica) 
 
Title: “Sequential v. Simulta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omparison of Welfare 

Effects 
Authors: Yusen S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cussant: Chih-Chen L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3B 
CEANA Session IV: Trade: Outsourcing, FDI and Trade Balance   
    Chair: Shih-Hsun Hs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itle: Outsourcing for Capital-saving. 
Authors: An-Chi Tung (Academia Sinica) and Henry Wan, Jr. (Cornell University) 
Discussant: Chia-Hui L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itle: Pollution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uthors: Yu Pa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Chia-Hui L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ussant: Yi Le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itl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Asian supply chain and American Seigniorage.  
Author: Henry Wan, Jr. (Cornell University) 
Discussant: Deng-shing Huang (Academia Sinica) 
 
3C 經濟發展 II    主持人：胡勝正院士 (中央研究院) 

題  目：Revisit Great Divergence: How Climate Change Led to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Modification Resulting from Human Adaptation 

撰稿人：顏扶昌 博士後研究 (政治大學經濟系)  

19 
 



評論人：王宜甲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經濟系) 

 

題  目：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Health: A 

Cross-Country Study 

撰稿人：李明軒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政經系) Ping-Yu Liu (台灣大學企管系) 

        劉孟奇教授 (中山大學政經系) 

評論人：程智男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Productivity Growth as One of Ordinary Development Forces: The Theories of 

Adam Smith and Joseph Schumpeter Compared 

撰稿人：彭小萍副教授(育達大學國際商務系)  張明宗教授(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 

評論人：曹真睿助理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題  目：SMEs, Finance,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Taiwan  

撰稿人：陳麗如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經濟系)  Shuhei Kitamura (Stockholm University) 

評論人：盧姝璇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系) 

 

3D 貨幣金融 II     主持人：李怡庭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融入「通貨保有多元化」的新開放總體經濟模型：匯率過度調整現象將出現 

撰稿人：賴宗福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曾翊恆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群)) 

 
題  目：央行「阻升不阻貶」? -- 再探台灣匯率不對稱干預政策 

撰稿人：陳旭昇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蔡群立副教授 (成功大學經濟系) 

 
題  目：Time-varying Pass-through Effects of Commodity Prices 

撰稿人：鄭漢亮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經濟系)  劉曦敏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張瑞娟副教授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系) 

 
題  目：黃金是否可以作為當地貨幣匯率貶值的有效避險工具？多國資料分析 

撰稿人：王冠閔教授 (僑光科大財金系) 李源明助理教授 (南台科大財金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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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李偉銘副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3E 人力資源 III    主持人：莊奕琦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題  目：Heaven's D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from Taiwan in the 

United States 

撰稿人：Carl Lin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IZE) 

評論人：林世昌副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系) 

 

題  目：大學生畢業薪資差異因子之探討 

撰稿人：何秉樺博士後研究員 (台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妍蒨助理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題  目：功名、職場經驗對清治時期臺灣文、武職官俸祿之影響─以鳳山縣為例 

撰稿人：周秝宸博士候選人 (政治大學經濟系)  林祖嘉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許聖章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應經系) 

 

3F  產業組織理論 III   主持人：邱俊榮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題  目：涉及參進之第三級差別定價及其福利意涵 

撰稿人：林啟智副教授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評論人：林瑞益副教授 (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題  目：Incentive to Supply the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 (MVNO) with 

Demand-Side Investment 

撰稿人：羅鈺珊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評論人：邱敬淵助理教授 (IMT Lucca 盧卡高等研究所) 

 

題  目：資產運用在企業生命週期與永續經營之研究 

撰稿人：陳俊宏助理教授 (朝陽科大會計系)  蘇鈺炘碩士 (朝陽科大會計系) 

評論人：林啟智副教授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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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技術授權    主持人：林師模教授 (中原大學國貿系) 

題  目：醫療市場管理授權契約之探討 

撰稿人：陳宜亨副教授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李庭萱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評論人：郭文忠副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題  目：技術授權與廠商借貸 

撰稿人：麥朝成講座教授 (淡江大學產經系)  梁文榮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蔡銘哲碩士 (淡江大學產經系)     王羿傑博士生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王光正副教授 (長庚大學) 

 

題  目：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with Patent Licensing 

撰稿人：謝惠婷博士候選人 (中正大學經濟系)  賴景昌教授 (中研院經濟所) 

評論人：陳宜亨副教授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題  目：多重技術途徑下之研發競爭與授權 

撰稿人：徐學忍副教授 (元智大學國際企業學群)  

評論人：郭平欣副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3H 資源與環境經濟 III   主持人：周登陽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題  目：Energy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Nations 

撰稿人：張民忠副教授 (開南大學財金系) 

評論人：盧永祥副教授 (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系) 

 

題  目：Oil price, Nuclear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撰稿人：鄒逸錚博士候選人(中正大學經濟系) 黃柏農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柯秀欣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 

 

題  目：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tergenerational Welfare and Endogenous Growth 

撰稿人：朱巡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經濟系)   賴景昌教授 (中研院經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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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王瑜琳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3I 財務經濟 II   主持人：邱建良教授 (淡江大學財金系)  

題  目：Effect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on CEO Pa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WSE-listed Companies 

撰稿人：陳聖賢教授(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沈中華教授(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張元助理教授(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 

評論人：段昌文副教授 (淡江大學財金系) 
 
題  目：買回庫藏股行為與審計品質  

撰稿人：高惠松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會計系) 汪秋蓉 (逢甲大學會計系) 

評論人：戚務君教授 (政治大學會計系) 
 
題  目：The Synergy Effect of Stochastic Dominance and Value-at-Risk 

撰稿人：洪茂蔚教授 (臺大國企系)  林鴻文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國企系) 馬成虎  
評論人：陳釗而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股票基礎價值與經濟成長之預測 

撰稿人：林怡諄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財金系) 葉錦徽 副教授 (中央大學財金系)  
評論人：吳俊毅助研究員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3J 國際經濟 III  主持人：吳大任教授 (中央大學經濟系)  

題  目：Free Trade Areas and Asymmetric Cost Firms 
撰稿人：呂得成 (東華大學經濟系)   林燕淑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吳芝文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題  目：技術授權與出口政策                                                           

撰稿人：楊雅博教授 (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系) 
評論人：王信實助理教授 (政大經濟系) 

 
題  目：代工出口下的貿易政策 

撰稿人：吳世傑副教授 (中山大學政經系)  陳宏易教授 (東吳國際經營與貿易系) 
評論人：王佳琪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 

 
題  目：經濟整合, 品質差異與社會福利 

撰稿人：林晏如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系)  吳芝文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評論人：高國峰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產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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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 勞動經濟   主持人：簡錦漢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題  目：Study Habits an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in an Online Learning 
Microeconomics Course 

撰稿人：陳鎮洲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林翠芳副教授 (台北大學財政系) 
評論人：樊沁萍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題  目：Why Unemployment Rates Show Asymmetr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撰稿人：李政峰教授 (高雄應用科大企管系)  欉清全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系) 

        蔡麗茹教授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系) 

評論人：林馨怡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題  目：由大學多元入學者的個人背景與滿意度評估多元入學的成效 

撰稿人：銀慶貞博士後研究 (東吳大學經濟系)  陶宏麟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洪嘉瑜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陳鎮洲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系) 
 
題  目：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aiwan 

撰稿人：簡錦漢教授 (中研院經濟所) 李一鑫 博士後研究員 (中研院經濟所)  
        Ruei-Hua Wang (Academia Sinica)  
評論人：樊家忠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 
 
3L 公共經濟   主持人：何志欽教授 (成功大學經濟系)  

題  目：A New Method of Measuring Candidate Ideology 

撰稿人：林茂廷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謝  修副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宮崎浩一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 
 
題  目：資訊不完全情形下政府預算決策與財政長期平衡  

撰稿人：林向愷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賴惠子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岳俊豪博士 (工研院產經中心) 

評論人：黃定遠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財稅系) 
 
題  目：Tax Evasion, Balanced-Budget Rule, and Indeterminacy 

撰稿人：王韋能博士後研究 (東吳大學經濟系)  張俊仁教授 (中研院經濟所) 
        謝智源教授 (東吳大學經濟系)  陳智華教授 (淡江大學經濟系)  
評論人：呂麗蓉助理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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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臺灣課徵奢侈稅利弊得失之研究 

撰稿人：李建強教授 (中山大學財金系)  陳國興博士候選人 (中山大學財金系) 
        徐守德教授 (德明科大學)   
評論人：羅光達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肆、執行成效 
本次研討會於 101 年 6 月開始公開徵稿後，投稿情況非常踴躍，但因時間和

空間的限制，籌備委員會以審查方式選出其中 117 篇文章發表；並根據文章

的所屬領域，安排一位學有專精的評論人提出建言。此次會議與會人數高達

300 人，除國內研究人員、教師及博碩士生出席外，更有北美華人經濟學會會

員、廣東經濟學會會員蒞臨會場，參與討論，盛況空前，並達成以下成效： 
 
1. 藉由研討會提供經濟各相關學者互相觀摩，交流各項研究成果，以瞭解研

究發展趨勢，提升研究風氣。 
2. 舉辦年輕學者論文發表場次，鼓勵博士候選人及博士後研究人員發表論

文，傳承學術研究精神。 
3. 發表的論文依作者意願，投稿至「台灣經濟學會年會論文專刊」，經嚴格的

審查、修改過程，將收錄於「經濟論文」特刊。 
 
 

伍、活動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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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柱迎賓 

 

研討會入口一 
 
 
 

 

研討會入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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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側拍 
 
 
 

 

來賓報到領資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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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賓報到領資料二 
 
 

 

來賓報到領資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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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休憩區 
 

 
 

 

國科會朱敬一主委、中央大學李誠校長、經建會單驥副主委蒞臨會場 
 

30 
 



 

本會彭信坤理事長致詞 
 
 
 

 

中央大學李誠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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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傑出貢獻獎」予朱敬一主委 
 
 
 

 

本會何志欽副理事長（成功大學副校長）頒贈獎牌與中央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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