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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大綱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主題 A1：氣候變遷與資源評價 

（5611 教室） 

主題 B1：國際貿易與碳關稅 

（5613 教室） 

10:30~10:50 休息茶敘 （5612 教室） 

10:30~12:0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與台灣經濟學會共同舉辦 

（5211 國際會議廳） 

12:00~12:40 
【TAERE】2021 年會員大會暨優秀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5612 教室）  

12:40~13:30 午餐/Lunch （5612 教室） 

13:30~15:30 

主題 A2：綠色能源與生

產效率 

（5611 教室） 

主題 B2：清潔生產誘因

與機制 

（5613 教室） 

主題 C2：永豐餘循環經

濟論壇（線上/實體同步） 

（5612 教室）14:00 開始 

15:30~15:50 休息 

15:50~17:20 
主題 A3：電力脫碳與節電政策 

（5611 教室） 

主題 B3：低碳城市與碳定價 

（5613 教室） 

17:20~17:40 第五屆理監事改選開票 

 

2021/12/11 (六) 14:00 永豐餘循環經濟論壇線上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cnv-jvgc-pwr 

 

 

 

歡迎掃描 QR Code 

加入永豐餘循環經濟論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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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主題 A1：氣候變遷與資源評價 

（5611 教室） 

主題 B1：國際貿易與碳關稅 

（5613 教室） 

主持人/ Moderator 

李堅明【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研究管理研究所

教授】 

主持人/ Moderator 

陸怡蕙【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A1.1 

俞鈜文【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生】 

柳婉郁【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特聘教授】 

《氣候變遷下遊憩產值損害之評估-以台灣新化林

場為例》 

評論人： 

劉哲良【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B1.1 

張民忠【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清潔生產與評估》 

 
 
 

評論人： 

歐陽利姝【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A1.2 

Chien Yu-Lan【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研所所助理教授】 

Lin Hui-Hsuan【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研所所博士生】 

Lin Hsing-Juh【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水田濕地之洪氾減緩效益：以台灣52甲濕地為例》 

評論人： 

劉子銘【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B1.2 

蕭代基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黃琝琇 【逢甲大學財稅學系副教授】 

林師模 【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傅俞瑄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助理】 

《碳邊境調整機制對台灣環境與經濟的影響》 

 

評論人： 

李叢禎【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A1.3 

陳宛君【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 

《山坡地森林生態服務經濟價值之研究》 

 

 

 

 

 

評論人： 

闕雅文【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資源系教授】 

B1.3 

羅聖傑【中原大學應用經濟模型研究中心研究助

理】 

林晉勗【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林師模 【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全球碳邊境調整對產業價格之影響及因應策

略》 

 

評論人： 

邱詩詠【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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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0:30~10:50 休息茶敘 5612 教室 

10:30~12:0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與台灣經濟學會共同舉辦（5211 國際會議廳） 

12:00~12:40 

【TAERE】2021 會員大會暨優秀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主持人/ Moderator：張民忠【TAERE 秘書長】 

5612 教室 

12:40~13:30 午餐/Lunch 5612 教室 

13:30~15:30 

主題 A2：綠色能源與生產效率 

（5611 教室） 

主題 B2：清潔生產誘因與機制 

（5613 教室） 

主題 C2：永豐餘循環經濟論壇 

（5612 教室）14:00 開始 

主持人/ Moderator 

吳珮瑛【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

系教授】 

主持人/ Moderator 

蕭代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主持人/ Moderator 

胡均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

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13:30~15:30 

A2.1 

廖如閔【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李安齡【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王仕華【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以加拿大推動經驗探討我國推

動原住民地區再生能源推動之精

進方向》 

 

評論人： 

吳耿東【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副教授】 

B2.1 

吳易樺【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

所研究員】 

劉子衙【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

所組長】 

 

《碳定價收入使用對經濟影響比

較》

  

 

評論人： 

洪鳴丰【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

教授】 

與談人: 

黃宗煌【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

教授】 

李堅明【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研究管理研究所教授】 

溫麗琪【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兼主任】 

A2.2 

連興隆【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

境工程系教授】 

林岱霖【國立高雄大學新能源與

電力發展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電力排碳係數基準」對企業

取得「電證合一」綠電之衝擊與

解決方案探討》 

 

評論人： 

林師模【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教授】 

B2.2 

余碩彥【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陳義路【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碩士】 

《生產要素、策略性廢棄物稅、

污染排放稅及貿易》 

評論人： 

張民忠【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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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3:30~15:30 

A2.3 

李孟穎【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研究員】 

郭瑾瑋【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研究員】 

溫佩玲【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研究員】 

周裕豐【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研究員】 

洪嘉業【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研究員】 

 

 

《我國零碳能源技術發展之多面

向分析》 

 

 

評論人： 

王京明【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B2.3 

顏素真【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管理所博士生】 

李堅明【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

管理研究所教授】 

 
 

《循環經濟發展與產品永續性誘

因理論與實證》 

 
 

評論人： 

謝智源【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A2.4 

胡均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研究所教授】 

莊閔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葉上禾【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研究所碩士】 

 
 

《台灣各縣市的健康產出效率》 

(Health Output Efficiency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評論人： 

楊晴雯【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

助研究員】 

 

B2.4 

葉鈞喬【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李堅明【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

管理研究所教授】 

 
 

《碳價不確性對碳捕獲與封存投

資決策之誘因政策選擇價值評

估》 

(The Assessment of Option Value 
for Incentive Policy on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under Carbon Price 
Uncertainty) 
 
 

評論人： 

黃瀕儀【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15:30~15:5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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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5:50~17:20 

主題 A3：電力脫碳與節電策略 

（5611 教室） 

主題 B3：低碳城市與碳定價 

（5613 教室） 

主持人/ Moderator 

張民忠【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主持人/ Moderator 

黃宗煌【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15:50~17:20 

A3.1 

Satoshi Honma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Tokai University, Japan】 

Jin-Li Hu【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環境政策類型與鋼鐵業生產力：廠商層級的國際

縱橫面資料分析》 

(Typ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productivity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評論人： 

王健合【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B3.1 

孫廷瑞【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研究員】 

張妙淨【社團法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助理研究員】 

陳奕宏【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資深管理師兼副理】 

戴子傑【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副工程師】 

蘇娟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資深管理師兼經理】 

趙恭岳【社團法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執行長】 

 

《國際永續城市認證與倡議之比較研究》 

 

評論人： 

張瓊婷【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

授】 

A3.2 

Lin Eric S.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Chuang Yating【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Yang Jie-Yu  【國立清華大學國際學程博士生】 

Tseng Ya-Wen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Can Electricity Conservation in Student Housing 

Be Nudged? Evidence》 

 

 

評論人： 

李堅明【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國立台北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 

B3.2 

ChenYi-Syun【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Shr Yau-Huor【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助理教

授】 

 

 

 

《共享自行車對租屋市場之影響》 

 

 

評論人： 

魏國棟【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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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A3.3 

王俊凱【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博士生】 

李堅明【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國立台北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 

 

 

《臺灣電力系統邁向深度脫碳之最適電力技術組合

評估》 

 

評論人： 

葛復光【核能研究所綜合計畫組組長】 

B3.3 

黃宗煌【晶淨公司首席顧問】 

朱宏毅【晶淨公司副總經理】 

 

《訂定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的決策體系：以廢潤

滑油為例》 

 
 

評論人： 

林晉勗【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17:20-17:40 第五屆理監事開票 

17:40 賦歸 

 

交通資訊 

 捷運綠線(松山新店線)至小南門(1 號出口)，步行即至 

 捷運藍線(板南線)至西門站(2 號出口)下車，步行即至 

 公車至台北車站下車，轉搭捷運至小南門(1 號出口)或西門站(2 號出口)，步行即至 

 公車 1503、235、270、38、662、663（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12、20、202、

205、212、218、223、234、246、250、253、260、265、302、307、310、

604、651、9、956、仁愛幹線、藍 29、重慶幹線（小南門）；252、262、262

區、304、38、604、660（捷運小南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