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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協辦單位：中華金融學會、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系友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 
中國文化大學曉峰館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20 開幕式 

    
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  張鏡湖 博士   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吳萬益 博士   致詞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薛富井 博士   致詞 
 

10:30-12:00 華岡經濟論壇 
兩岸經濟競合與產業結構轉型 

 
主持人： 柏雲昌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許添財  立法委員 
         吳中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林建甫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蔣岳祥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兼副院長 

石  磊  復旦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教授兼主任 
 

12:00-1:30 午餐時間 
1:30-3:00 學術研討會 

總體經濟 
地點：曉峰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 江永裕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1. 題  目： Asset Price and Monetary Policy-the Effect of Expectation Formation 

發表人： 陳南光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評論人： 方振瑞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2. 題  目： 逃漏稅、最適財政政策與經濟成長 
發表人： 洪福聲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評論人： 謝智源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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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題  目：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A Business Cycle Perspective 

發表人： 方振瑞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張偉進  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 博士候選人 
黃敬翔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姚  睿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人力資源與健康經濟學 
地點：曉峰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 江豐富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1. 題  目： 職場過勞因素之分析 

發表人： 辛炳隆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評論人： 吳慧瑛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2. 題  目： Healthcare Utilization of Bereaved Family Members Following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Evidence from Administrative Data 

發表人： 林常青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助研究員 
             洪乙禎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羅紀琼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評論人： 陳妍蒨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3. 題  目： 貿易自由化對台灣勞動需求的影響 
發表人： 吳慧瑛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評論人： 蔡彣涓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4. 題  目： 大陸上市公司高管辭職套現行為的研究 
發表人： 楊柳勇  浙江大學金融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評論人： 林常青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助研究員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地點：曉峰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 詹維玲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講  題： TBA 
講評人： 詹維玲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講評人： 陳孝琪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3:00-3:30 茶敘 



2013 華岡經濟論壇與海峽兩岸經濟學術研討會 
 

 
~ 3 ~ 

3:30-5:00 金融市場 
地點：大成館一樓 103 會議室 

 
主持人： 陳孝琪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1. 題  目： 2008 金融風暴前後臺灣銀行業經營之成本效率分析 

發表人： 黃瀕儀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歐陽利姝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 林信助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副教授 
 

2. 題  目： 區域金融創新：效率評價、環境影響與差異分析 
   發表人： 蔣岳祥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兼副院長 
   評論人： 詹維玲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3. 題  目： Securitization, Banking Structure, and Fluctuation 

發表人： 江永裕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黃永祥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博士候選人 
張興華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 郭文忠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國際貿易與產業經濟 
地點：曉峰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 石磊  復旦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 
 
1. 題  目： Sectoral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 
   發表人： 胡均立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龐瑞芝  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副教授 
   評論人： 李叢禎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2. 題  目： 台灣與中國附加限制性條件與禁止許可結合案例構成要件分析 

發表人： 施錦村  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 顏廷棟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3. 題  目： 中國古代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分析 
   發表人： 俞煒華  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  副教授 
   評論人： 張彬村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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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環境經濟 
地點：曉峰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黃美瑛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1. 題  目： Sustainability in the Face of Three Malthusian Constraints? 

發表人： 蕭代基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評論人： 許志義  中興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教授兼主任  
 

2. 題  目： The Integrated Energy Taxation for Green Fiscal Reform: 
         A Three-Part Tariff Approach 

   發表人： 黃宗煌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 
   評論人： 王京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3. 題  目： 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率在經濟衰退期間變動分析 

發表人： 陳宛君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 魏國棟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地點：曉峰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 胡春田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講  題： TBA 
講評人： 胡春田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講評人： 方振瑞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