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科技與產業低碳化轉型研討會
Conference on Energy S&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暨/ and
2017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年會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議程（Program）
 時間/ Date：2017 年 10 月 21 日/ October 21, 2017，9:00am〜5:30pm
 地點/ Venue：台北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時間
08:30~09:00

議程
報到 Registration
主題 A1：資本與資源的利用
(國際會議廳)(資訊大樓 3 樓)
主持人/ Moderator
余騰耀【財團法人中技社執行長】
A1.1
張瓊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分享經濟之夢境與實境》
評論人：
陳宛君【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09:00~10:30

A1.2
陳宛君【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自然資本在經濟以及對抗暖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評論人：
洪志銘【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A1.3
洪志銘【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海氣象資訊的漁業資源利用分析：公共財 vs. 私有財》
評論人：
張瓊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題 B1：能資源技術的效益
(AB 研討室) (資訊大樓 2 樓)
主持人/ Moderator
李堅明【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B1.1
韓佳佑【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工程師】
陳治均【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工程師】
葛復光【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生質煤燃料替換對電力結構影響研究》
評論人：
陳建緯【台灣綜合研究院二所所長】
B1.2
黃勝帝【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郁青【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隔熱膜之節能效益評估與策略建議》
評論人：
錢玉蘭【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B1.3
黃彥禎【象騰顧問公司經理】
李堅明【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氣候變遷影響下最適水資源供給組合之研究 – 以澎湖地區為
例》
評論人：
周嫦娥【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A1.4
林弈豪【台灣綜合研究院高級助理研究員】
《能源轉型與農地政策間之困境》
評論人：
林國慶【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主任】
10:30~10:50

10:50~12:00

12:00~12:30

12:30~13:30

休息茶敘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es
貴賓致詞：李承嘉(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主持人/ Moderator：蕭代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前院長】
張中祥【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院長；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
《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
黃宗煌【TAERE 理事長、台綜院及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高級顧問】
《政策評估模型的挑戰與因應》
【TAERE】2017 優秀博碩士論文獎辦獎典禮
主持人/ Moderator：李堅明【TAERE 副秘書長】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理事長致詞
 頒獎及合影
午餐/Lunch
主題 A2：研究方法
(國際會議廳)(資訊大樓 3 樓)

13:30~15:00

主持人/ Moderator
許志義【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主題 B2：能源市場改革
(AB 研討室) (資訊大樓 2 樓)
主持人/ Moderator
洪紹平【台電公司電力研究所所長】

能源科技與產業低碳化轉型研討會
Conference on Energy S&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暨/ and
2017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年會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時間

15:00~15:20

15:20~17:00

議程
A2.1
洪瑋嶸 【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袁正達 【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工程師】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式於多國與單國小型開放經濟設定之比
較：以EPPA-Taiwan模型為例》
評論人：
李叢禎【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A2.2
林昌賢【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技術員】
黃揮文【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葛復光【核能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三維效率前緣分析法應用於永續能源發展》
評論人：
張民忠【開南大學行銷學系教授】
A2.3
李堅明8【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程侃【台灣綜合研究院研高級助理研究員】
洪悅容【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研究助理】
《能源轉型之最適電力技術組合與節能潛力需求規劃之研究》
評論人：
廖惠珠【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B2.1
孫承祥【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高級專員】
王京明【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我國電力市場永續發展之初探 – 從經濟學觀點析論民營發電業
聯合行為之判決》
評論人：
洪紹平【台電公司電力研究所所長】

A2.4
蕭子訓、黃孔良【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技術員】
黃揮文【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葛復光【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太陽光電年發電量預測模型建置》
評論人：
楊浩彥【台北商業大學金融學系教授】

B2.4
林師模【中原大學國貿系教授】
沈香紅【中原大學國貿系碩士】
林晉勗【中原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能源價格上漲下價格管制有效性之跨國比較分析》
評論人：
洪振義【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教授】

評論人：
張四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
B2.3
王京明【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中舜【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我國現行電力市場改革之風險與建議》
評論人：
陳詩豪【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副所長】

休息
主題 A3：政策工具的效果
(國際會議廳)(資訊大樓 3 樓)
主持人/ Moderator
胡均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A3.1
余碩彥【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許曉萍【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突發性污染行為、罰款與賠償及市場結構》
評論人：
胡均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A3.2
蕭代基【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林師模【中原大學國貿系教授】
詹偉志【政治大學經濟系碩士】
《台灣綠色租稅改格對所得分配效果之影響》
評論人：
謝智源【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A3.3
楊宗諭【中國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
《對外直接投資與污染避風港假說：以台灣製造業為例》
評論人：
林師模【中原大學國貿系教授】
A3.4
蘇中正【台灣綜合研究院高級助理研究員】
《我國推動能源領域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困境與作法》
評論人：
林晉勗【中原大學國貿系副教授兼任所長】

17:20~17:30

B2.2
林唐裕【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一所所長】
曾禹傑【台灣綜合研究院副研究員】
《能源轉型及電業改革下電業永續經營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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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3：綠色經濟與行為
(AB 研討室) (資訊大樓 2 樓)
主持人/ Moderator
溫麗琪【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B3.1
莊易凱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張瓊婷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探討分享型經濟商業模式之購買行為與再購因素–以 Uber 為例》
評論人：
溫麗琪【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B3.3
謝明叡【台灣綜合研究院高級助理研究員】
《北歐國家再生能源發展經驗》
評論人：
余津嫺【中國西南財經大學】
B3.4
Chin-Hsien Yu、Huimin Tan、Xiaolan Chen、
Ping Qin【中國西南財經大學】
《Chines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Shale Gas Exploitation: The Role of
Energy Poverty, Environmental Attitude, Benefit and Risk Perceptions》

評論人：
林億明【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