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黃偉奇 政治大學經濟系 導向技術改變的三個議題

佳作 洪立文 台大經濟系
Unskilled Migration with Remitt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計5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2篇

2017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劉世夫 政治大學經濟系 貨幣同盟的三個議題

佳作 賴宗志 台大經濟系 Three Essays on Treatment Effects

佳作 許誠哲 台大經濟系 時間序列分析的三篇論文

計4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1篇

2016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最佳 何思賢 台大經濟所
個體經濟學的三個議題  Three Essays on
Microeconomics

台灣經濟學會博士論文獎得主



佳作 陳奕帆 台大經濟所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佳作 施琇涵 台大經濟所
應用個體經濟之三篇研究  Three Essays on
Applied Microeconomics

計7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4篇

2015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陳韻旻 政大財政系 租稅的三篇文章

佳作 施姵全 台大經濟系
Essays on Parallel Imports, Technology
Licensing and Government Policy

佳作 張毓天 台大經濟系 Three Essays on Sports Economics

計10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7篇

2014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廖先昱 台大經濟系 景氣循環與結構變遷之兩部門模型分析

佳作 陳冠任 台大經濟系 實質景氣循環理論的三個議題

佳作 謝宗憲 台大經濟系
健康與教育之長期效果: 台灣雙胞胎與手足
樣本研究

2013年

6篇參選。理論2篇，實證4篇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朱巡 政治大學經濟系 環境政策與內生成長

2012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蔡明宏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

一致性成本分攤法則之公設法刻劃與策略
性詮釋

佳作 廖志興 政治大學經濟系 Friedman法則最適性的三個議題

2011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張天惠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資產價格，違約風險與貨幣政策

2010年

獎項 研究生 校所 論文題目

佳作 陳金盛 台大經濟所
Economic Analyses of Export Policies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Vertically-related Industries

佳作 鄭宜玲 台大經濟所
Multiproduct Firms with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計8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5篇

共7篇參選，理論4篇，實證3篇

共計8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5篇



佳作 張景福 台大經濟所
人力資本、外溢效果與廠商生產力及技術
效率：以台灣製造業為例

2009年

獎項 研究生 學校 論文題目

佳作 許毓珊 台灣大學經濟系 內生性偏好模型的經濟動態

佳作 陳致綱 政治大學國貿系 自我迴歸模型的動差估計與推論

最佳 陳妍蒨 台灣大學經濟系
The Essays on Family Issu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佳作 周有熙 台灣大學經濟系
總體經濟學中的體制改變--關於貨幣政策、
資產價格與實質匯率的論文三篇

2008年

獎項 作者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劉嘉瀅 政治大學經濟系 分紅制度、不完全競爭與經濟成長

佳作 盧佳慧 台灣大學經濟系 貨幣經濟學在最適成長模型之三篇論文

佳作 林彥伶 政治大學經濟系 公共政策對勞動市場衝擊之實證分析

13篇參選，理論組4篇，實證組9篇

2007年

共計13篇參選，理論5篇，實證8篇。

共計10篇參選，理論6篇，實證4篇。



獎項 姓名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許耕維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公共經濟學三篇論文

佳作 陳柏琪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台灣農業經營績效之評估—多部門資料包
絡法之應用

佳作 蔡彣涓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應用個體計量的三篇研究：教育政策、跨
代教育效果與統計生命價值的評估

10篇參選，理論4篇，實證6篇

2006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佳作 李順發 台灣大學經濟所
Fiscal Policies and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in a
Growing Economy

佳作 徐士勛 台灣大學經濟所 條件動差限制式的新估計與檢定方法

共12篇參選，5篇理論，7篇實證

2005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論文題目

最佳獎 藍青玉 政治大學國貿所
Consumption Euler Equation: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oles of Higher-Order Moments

佳  作 朱珊瑩 中央大學產經所 轉業研究：理論與實證

9篇參選，理論6篇，實證3篇

2004年



獎項 得獎人 學校 論文題目

最佳獎 林馨怡 台大經濟所
General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Econometric

Models

6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3篇

2003年

7篇參選，理論4篇，實證3篇，結果從缺。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 賴景昌

理論 彭信坤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
賴景昌
黃俞寧

理論
管中閔
許育進

實證 陳旭昇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 陳恭平

台灣經濟學會博士論文獎得主



理論
彭信坤
蔡崇聖

實證 林明仁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 楊建成

理論 黃    鴻

實證 林明仁

學門 指導教授

理論 陳明郎

理論
賴景昌
朱智豪

實證 劉錦添



學門 指導教授

理論 賴景昌

學門 指導教授

理論
葉俊顯
盧信昌

理論 賴景昌

學門 指導教授

實證
陳南光
王泓仁

分組 指導教授

理論 黃鴻

理論 彭信坤

計8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5篇

共7篇參選，理論4篇，實證3篇

共計8篇參選，理論3篇，實證5篇



實證 劉錦添

獎項 指導教授

理論 陳明郎

理論 郭炳伸

實證 劉錦添

實證
陳旭昇
吳致寧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組 張俊仁

理論組 陳明郎

實證組 簡錦漢

共計13篇參選，理論5篇，實證8篇。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組 楊建成

實證組
徐世勳
張靜貞

實證組 劉錦添

組別 指導教授

理論組 陳明郎

實證組 管中閔

組別 指導教授

實證 郭炳伸

實證 陳忠榮



組別 指導教授

實證 管中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