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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濟學系 

協辦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2 日（星期二） 

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領取資料 

09:00~09:05 開幕式 

總體經濟 

09:10~10:30 

主持人：賴景昌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一、題  目：Durable goods, the co-movement Problem, and 

Entrepreneurs’ Collateral Constraints  

    發表人：陳明郎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Shian-Yu Lian (Dept. of Economics, NTU) 

評論人：張俊仁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二、題  目：The Stabiliz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Economy with Sectoral Externalities 

    發表人：Juin-jen Ch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Jhy-yuan Shie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ochow University 

Wei-neng W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ochow University 

評論人：陳智華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三、題  目：Taxation, User fees, and Economic Growth 

    發表人：Fu-Sheng Hu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en-Yi Ch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評論人：莊希豐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四、題  目：台灣之利率轉嫁分析 

    發表人：高崇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萬哲鈺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論人：林佩蒨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副教授) 

勞動與教育  

 主持人：簡錦漢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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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10:30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一、題  目：Market Segmentation and Full-time and Part-time

            Wage Differentials in Taiwan 

    發表人：徐美     (台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論人：林俊宏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 

二、題  目：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Fertility and Marital 

Status: Evidence from a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Change  

    發表人：簡錦漢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評論人：徐美    (台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三、題  目：Does Interviewer Personality Matter for Survey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Face-to-face Panel 

Study of Taiwan 

    發表人：于若蓉(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研究員) 

劉育昇(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楊孟麗(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評論人：林亦珍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四、題  目：發展低碳經濟與就業增長研究—基於我國     

1998-2010 年省級面板數據的實證分析 

    發表人：李俞     (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碩士生)  

評論人：林金源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0:30~11:00 茶點時間 

11:00~11:50 
專題演講：管中閔(行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題    目：亞洲的經濟穩定 

11:50~13:10 午餐時間 

國際貿易 

13:10~14:50 

主持人：邱俊榮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一、題  目：Where to Locate in a Circular City with a Foreign 

Market 

    發表人：Wen-Chung Guo(Dept. of  Economics, NTU) 

賴孚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

員) 

評論人：陳柏儒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二、題  目：Optimal Licensing Contract in Mixed Oligopoly 

    發表人：楊雅博   (高雄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所長)     

評論人：江莉莉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三、題  目：中間財訂價與最終財廠商跨業生產決策 

    發表人：蔡明芳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楊雅博   (高雄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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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題  目：Outlaw innovation, software piracy and parallel 

imports in the video game market 

    發表人：陳柏儒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蔡明芳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生產效率 

13:10~14:50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泓仁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一、題  目：Joint Estimation of the Lerner Index and Cost 

Efficiency Using Copula Methods 

    發表人：黃台心   (政治大學金融學系教授) 

            Nan-Hung Liu(政治大學金融學系) 

            Subal C. Kumbhaka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Binghamton, New York) 

評論人：王泓仁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二、題  目：技術效率、技術變化與就業：基於中國製造業

動態面板數據的經驗研究 

    發表人：曾國彪   (中國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生) 

評論人：陳亞為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三、題  目：應用總和收入評估台灣壽險業人力資源之配置

效率 

    發表人：陳亞為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莊希豐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論人：黃台心   (政治大學金融學系教授) 

四、題  目：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Fixed Effects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發表人：陳怡宜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徐之強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4:50~15:20  茶點時間 

能源經濟 

15:20~16:35 

主持人：陳家榮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教授) 

一、題  目：我國服務業部門照明設備電力需求與節能減碳

策略研究 

    發表人：張四立   (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

所教授) 

評論人：陳家榮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教授) 

二、題  目：全球經濟成長與能源效率 

    發表人：柏雲昌   (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論人：廖惠珠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三、題  目：綠色電力假想市場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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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劉致峻、黃盈凱、吳昭吟、周思廷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人員) 

評論人：王京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制度 

15:20~16:35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胡春田       (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一、題  目：Nonratifiability of the Cartel Mechanism in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 with Participation 

Costs 

    發表人：薛紹傑   (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師) 

Guoqiang Tian(Department of EconomicsTexas 

A&M UniversityCollege Station, TX ) 

評論人：鄭東光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二、題  目：啟動消費引擎需要”貧富兼濟”—異質收入群體

消費增速提升的福利效應分析 

    發表人：丁志帆   (中國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生) 

評論人：林彥伶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三、題  目：The Effects of Over-education on     

Unemployment Dur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發表人：林彥伶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李鈞元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17:30(預定)~ 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