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最佳 陳聖沛 台大經濟系

佳作 紀鈞惟 台大經濟系

佳作 范易暄 台北大學財政系

佳作 林真 台大經濟系

佳作 林奕君 台大經濟系

佳作 卓錡楓 台大經濟系

2017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最佳 蘇孟謙 台大經濟系

佳作 陳煒林 台大經濟系

佳作 王元翰 台大經濟系

佳作 羅登禹 清華大學經濟系

台灣經濟學會碩士論文獎得主

計有28篇參選7學門



佳作 張宜欣 台大經濟系

佳作 傅敬堯 中山大學經濟所

2016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最佳 馮孟章 台大經濟系

佳作 徐亦礽 成功大學經濟系

佳作 吳振德 政大財政系

佳作 吳愷頡 台大經濟系

佳作 蘇以岫 成功大學經濟系

佳作 巫宇安 台大經濟系

計有31篇參選，6學門

2015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最佳獎 郭明卉 台大經濟系

佳作 楊上緯 中央經濟系

佳作 程千慈 政大財政系

佳作 林品傑 政大國貿系

計有31篇參選6學門



佳作 吳芷瑜 輔大經濟系

計有25篇參選6學門

2014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最佳獎 劉書彧 台大經濟系

佳作 曾雅雯 清華大學經濟系

佳作 陳彥錚 政大國貿系

佳作 葉力慈 中央大學產經所

佳作 陳思豪 台大農經系

佳作 陳映君 台大經濟系

佳作 李宗憲 台大經濟系

2013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佳作 林政澤 臺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朱玉琦 臺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王大弘 臺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陳之翰 臺灣大學經濟系

共計35篇論文參選7學門



佳作 張雅棠
中原大學國際經

濟與貿易所

佳作 莊詠貽 臺灣大學經濟系

2012年

獎項 研究生 校所

最佳 李易珊 臺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劉曉薇 臺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羅曉蔚 臺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薛博升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莊喬茵 臺灣大學經濟系

2011年

獎項 研究生 校所

最佳 蘇俊華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蕭宇翔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康濟虹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陳昱甫 中正大學國經所

佳作 沈俞瑄 中央大學經濟所

共32篇參選5學門

共32篇參選7學門



佳作 蔡宗明 政治大學國貿所

佳作 崔永序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劉亮君 東華大學經濟系

佳作 賴韋廷 中正大學國經所

佳作 柳育林 中央大學產經所

佳作 戴宛瑛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王雅瑄 台北大學經濟系

2010年

獎項 研究生 校所

佳作 雲慕書 中央大學財金所

佳作 陳虹均 政治大學國貿系

佳作 何佩瑩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王文程 台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陳明燕 輔仁大學經濟所

佳作 劉鎧榮 台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林蕙萱 台北大學資管所

佳作 洪嘉珮 中正大學國經所

佳作 張弘毅 台灣大學農經系

共46篇參選7學門



佳作 施琇涵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莊孟燁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林侑靜 中央大學產經所

共計36篇參選5學門

2009年

獎項 研究生 學校

佳作 陳瑀屏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林子期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賴竑宇 台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郭佳宜 東吳大學經濟系

佳作 楊馥珉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謝哲弘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黃一珍 台北大學經濟系

佳作 鄭孟庭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李淑煖
台北大學自然資
源與環境管理所

佳作 林幸灴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陳美璇 東吳大學經濟系

共31篇參選7學門



2008年

獎項 研究生 校系

佳作 陳俊廷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黃崇銓 中央大學財金所

佳作 陳冠任 中山大學經濟所

佳作 夏鵬超 東華大學國經所

佳作 吳致謙 政治大學經濟系

共計29篇參選八學門

2007年

獎項 研究生 學校

佳作 劉吉商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王葦茵 世新大學經濟系

佳作 楊琇閔 東華大學經濟系

佳作 林聖智 中央大學經濟系

佳作 張祐菁 台灣大學經濟系

佳作 賴瑩瑩 台北大學資管所

佳作 陳執中 台北大學經濟系

共計32篇參選九學門



2006年

獎項 研究生 學校

最佳 謝長江 台大經濟系

佳作 謝鈺偉 台大經濟系

佳作 黃宇凡 台大經濟系

佳作 徐昆彥 輔仁經濟系

佳作 楊睿中 台大經濟系

佳作 廖珮吟 台大農經系

2005年

獎項 得獎人 學校

佳作 葉佳林 暨南大學經濟所

佳作 李宏仁 暨南大學財金所

佳作 陳永正 輔仁大學經濟所

佳作 葉穎琪 台灣大學經濟所

佳作 黃珮晴 台灣大學農經所

2004年

共計35篇參選8學門

共計32篇參選8學門



獎項 得獎人 學校

佳作 劉祝安 政大國貿所

佳作 劉哲良 台大農經所

佳作 林賢璋 台大經濟所

佳作 蘇筱芸 政大國貿所

2003年

獎項 作者 系所

佳作 吳鴻彬 台大經濟所

佳作 蔡淵文 中正大學國經所

佳作 顏君晃 政治大學國貿所

佳作 林柏君 政治大學經濟系

佳作 張淑卿 台大經濟所

佳作 葉繼開 台北大學資管所

共計32篇參選7學門

2002年

獎項 得獎人 學校

佳作 許文泰 台大經濟所

共計28篇參選8學門



佳作 劉育昇 淡江產經

佳作 吳美嫻 輔仁經濟所

佳作 王淑範 政大國貿所

佳作 陳煜熙 成大政經所

佳作 周業熙 東吳經濟所

佳作 陳彥尹 台北資管所

佳作 黃聖傑 台大經濟所

2001年

獎項 作者 學校

最佳 張榮原 清華經濟所

佳作 佘健源 台大經濟所

佳作 高一誠 中正國經所

佳作 張立忠 台北經濟所

佳作 單家禎 台大經濟所

佳作 曾念國 輔大經濟所

佳作 黃國綱 台大經濟所

佳作 王重能 台大經濟所

共計32篇參選7學門

共計37篇參選8學門



2000年

獎項 作者 學校

佳作 王介志 台大經濟所

佳作 陳虹熹 輔大經濟所

佳作 趙家皓 輔大經濟系

佳作 陳憶萱 政大經濟所

佳作 程智惠 政大經濟所

1999年

獎項 作者 學校

最佳 余家銘 中興經濟系

佳作 邱惠玉 政大經濟系

佳作 羅鈺珊 政大經濟系

佳作 黃麗英 政大國貿系

佳作 曾恩琦 東吳國貿系

佳作 蔡雅文 中正國經所

共計30篇參選8學門

共計27篇參選8學門



1998年

獎項 作者 學校

最佳獎 許淑瑛 台大經濟所

最佳獎 李慧琳 台大農經所

佳作 徐國慶 中興大學經濟所

佳作 呂佳慧 台大經濟所

佳作 林常青 台大經濟所

佳作 張佳雯 政大財政所

佳作 齊豪 台大經濟所

佳作 陳昭如 台大經濟所

共計32篇參選9學門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Illiquidity	of	the	annuity: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the	annuity
puzzle

總體經濟 李怡庭

A	Study	of	Taiwan's	Inflation	Inequality 公共發展

蔡宜展、
Hendrik

Rommeswi
nkel

不完整社會網絡下處罰機制對公共財捐獻之影響
產業與公共經
濟

彭惠君

多維模糊斷點迴歸估計下的新估計方法
計量經濟與應
用

管中閔

浮動還是固定?零利率之下的匯率政策Floating	or	Fixed?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in	Liquidity	Traps

國際經濟 陳虹如

台灣跨國婚姻穩定度與中國配偶面談政策之探究
產業與人力資
源

劉錦添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用抽獎為預測市場提供誘因抵抗操弄:	一個經濟學實驗 個體理論 王道一

課綱與國族認同：探討1997年國中教科書改革的影響 公經與人資 林明仁

Measuring	the	return	and	the	volatility	connectedness	of
Taiwan's	equity	market

財務經濟 管中閔

Estimating	Treatment	Effects	in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with	Multiple	Assignment	Variables

應用經濟
管中閔
冼芻蕘

台灣經濟學會碩士論文獎得主

計有28篇參選7學門



Skill	Wage	Premium	and	Sectoral	Labor	Shift 總體理論
蔡宜展
毛慶生

台灣地下經濟與稅制改革 總體實證 楊淑珺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用經濟學實驗研究資訊傳遞賽局在司法不確定下的極端(與
非極端)懲罰

應用經濟 王道一

複合與簡單風險決策之神經差異 經濟理論 翁明宏

企業租稅規避與現金持有 財務經濟 何怡澄

論資本累積與經濟成長中的結構變遷
經濟發展與成
長

陳虹如

在共同衝擊存在下估計銀行之經營效率:模擬最大概似法在
追蹤資料隨機邊界模型的應用

計量方法與應
用

林常青

信仰是否減少犯罪行為?	以大甲媽祖繞境為例 應用經濟 江淳芳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存款與貨幣國際化 總體貨幣 李怡庭

Are	Foreign-Owned	Auction	Houses	More	Efficient	in	the
Chinese	Art	Market?

產經實證
姚				睿
林常青

兒童醫療補助對醫療資源利用不均之影響 教育與健康 連賢明

利差交易新風險因子:	無風險實質利率 國經實證 郭炳伸

計有31篇參選6學門



廣告對媒體頻道差異化影響之研究 經濟理論 姚仁德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Uncover	Components	of	Invidual's	Strategic	IQ:	An
Experimental	Study

經濟理論 王道一

代理代課教師是否影響國、高中學生學習表現? 人力資源 林世昌

為什麼匯率組合預測有效 國際經濟 郭炳伸

專利引證網絡之決定因素-以太陽能光伏為例 產業經濟實證 陳忠榮

涵蓋抗議性、無法確定/不知道答覆樣本之條件評估法一般
化模型建構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吳珮瑛

Forecast	Performance	of	Supervised	Factor	Models:	An
Application	to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Rates

應用計量 管中閔

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台灣最適總體審慎政策 總體理論
王泓仁
陳南光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用經濟學實驗研究：為什麼有人願意跳出來為大眾服務
產業組織理論
與貿易

王道一

擔保貸款具違約風險之貨幣搜尋模型 總體理論 李怡庭

債務法則與社會福利：小型開放經濟的內生成長模型 總體理論 賴景昌

以蒙地卡羅法探討人工對照組之適用性 計量財務 陳釗而



台灣貿易財能源及碳含量分析--投入產出結構分解之應用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林師模
林晉勗

性產業中的市場因素與契約選擇：以台灣日治時期的公娼
為例

個體實證
林明仁
江淳芳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多期競賽中以「高風險」戰術求勝的理論與實驗 產經理論 王道一

公司個別風險和投資支出 財務經濟 吳儀玲

A	CGE-Analysis	on	ASEAN+3	FTA: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et	Specification

農資環境與貿易 李叢禎

實質選擇權與工作搜尋決策--以台灣失業者為例 人力資源
莊奕琦
王信實

具生產不確定性與期貨避險之貨幣搜尋模型 總體理論 李怡庭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估計與檢定具內生性的非條件分量部分效果 經濟計量 管中閔

民主會影響經濟成長嗎？追蹤資料分量迴歸的應用 經濟計量 林馨怡

中央銀行溝通政策對台灣金融市場的影響
貨幣金融與經
濟發展

王泓仁
陳南光

土地擔保、政府租稅與經濟成長
貨幣金融與經
濟發展

王瑜琳

Idiosyncratic	Risk	and	Returns	in	Taiwan	Stock	Market 財務經濟 姚睿

共32篇參選5學門

共32篇參選7學門



台灣銀行產業違約風險之探討：財會比率變數與違約距離
之比較

財務經濟
郭炳伸
林信助

企業多角化程度的衡量--以赫氏指標為例
一般和產業經
濟理論

鄭秀玲

市場結構內生下之最適貿易政策
一般和產業經
濟理論

林燕淑

超高壓輸電線對農地價值的影響：以台電南投-彰林線路為
例

農業資源與環
境經濟

陳文雄

燃油效率與汽車需求--以國產新車市場為例
農業資源與環
境經濟

劉錦龍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前後醫院權屬別與市場競爭對醫療成效
之影響

人力資源 劉錦添

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與總生育率之關係：追蹤資料門檻模型
的實證分析

人力資源 林世昌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Exploration	of	Jump	and	Cojumps	in	Financial	Markets 財務經濟 葉錦徽

能源價格衝擊與台灣總體經濟 總體貨幣金融
郭炳伸
林信助

台灣信用管道與最適貨幣政策之探討 總體貨幣金融 黃俞寧

訊息不對稱、最適稅率與經濟成長 總體貨幣金融 洪福聲

網路外部性下之線上銷售對壟斷性競爭的影響 產業經濟 姚仁德

兩岸銀行業之經營績效探討-共同邊界成本函數法之應用 產業經濟 黃美瑛

棲地破碎化對保護區網絡規劃及保育成本的影響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錢玉蘭

應用實驗拍賣評估產地標示的經濟效益：以茶葉為例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陳文雄

雙向分量迴歸之模型建構-二氧化碳與環境經濟關係再檢視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吳珮瑛

共46篇參選7學門



焦慮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人力資源 林明仁

教育的跨代移轉：臺灣收養樣本的自然實驗 人力資源
劉錦添
鄒孟文

教育對生育行為的影響 人力資源
蔡偉德
簡錦漢

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功能性磁振造影在賽局及偏好理論的應用 經濟理論
黃貞穎
王道一

Data-Driven	Smooth	Tests	Based	on	Karhunen-Loeve
Expansion

經濟計量 管中閔

以Kalmam濾波器研究股票市場之應用 財務經濟 王健合

風險態度於競標意願對拍賣出價行為的分析 財務經濟 樊沁萍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信用傳遞機制對於貨幣政策和浮動匯
率的影響

國際經濟 黃俞寧

FDI	location	choi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n	the	presence
of	uncertainty

產業經濟 林惠玲

Strategic	Reg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The
Implications	on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Welfare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李叢禎

氣候變遷對全球糧食價格、生產及福利變動的影響分析--全
球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之應用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李慧琳

氣候變遷對台灣水土保持影響之經濟評估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錢玉蘭

出生體重的隔代移轉 人力資源 劉錦添

身材對於女性大學畢業生就業與薪資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人力資源 陶宏麟



論文題目 參加學門 指導教授

A	Window	of	Cognition:	Eyetrack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Spatial	Beauty	Contest	Games

經濟理論
黃貞穎
王道一

Model-Free隱含波動度之遠期資訊 財務經濟
王耀輝
葉錦徽

小型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與信念驅動的景氣波動 國際經濟
賴景昌
李世榮

廠商區位與產業內外固定權利金之最適策略 產經理論 林燕淑

教育、階級流通與社會福利 人力資源 莊委桐

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隨機穩定性：一個新的演算方法及在隨機演化賽局中的應
用

經濟理論 莊委桐

貨幣政策信用管道與商業授信之實證分析—台灣製造業廠
商追蹤資料

經濟計量 謝宜倪

中國大陸股票市場是整合或是區隔？結構改變共整合模型
的應用

財務經濟 陳建福

Do	Macroeconomic	Fundamentals	Help	to	Predict	Exchange
Rates?

國際經濟 姚		睿

品質、材料與設計 產業經濟 周建富

民眾資源回收行為之影響因子探討與評析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錢玉蘭

Spatial	Cournot	Competition	with	Input	Sites:	A	Circular
Market	Analysis

都市與區域經
濟

賴孚權



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iPod,	iTunes與數位音樂市場 產業經濟 陳恭平

HAC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An	Improved	Method
with	Recursive	Residual

經濟計量 管中閔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on	the	Exchange	Rate

貨幣金融
王泓仁	陳
南光

交易成本、人口內生與貨幣超中立性 貨幣金融 張文雅

布列頓森林或共同因素？-東亞各國匯率的實證分析 國際經濟 管中閔

台灣主要國家公園遊憩效益評估-旅遊需求體系模型之建構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吳珮瑛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清領時期台灣田賦統計初探 經濟發展 徐茂炫

非齊一違約風險關連性之分析—台灣上市公司之實證研究 財務經濟 黎明淵

資源限制下的兩回合淘汰競賽 人力資源 魯慧中

銀行信用與公司債在景氣循環中的變動 貨幣金融 王泓仁

效益移轉模型之建立與比較分析—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價
值移動之檢視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吳珮瑛

共計35篇參選8學門

共計32篇參選8學門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過濾靴帶反覆抽樣與一般動差估計式 經濟計量
郭炳伸
林信助

開放雙界二元條件評估模式起始點偏誤與趕同回覆效果校
正模型之建構

農業資源與環
境經濟

吳珮瑛

An	Extension	of	Grossman’s	Model:	A	Treatise	on
Dichotomous	Health	Consumption	and	Uncertainty

公共經濟 林建甫

台灣期貨市場之買賣價差因子分析 財務經濟 郭維裕

論文題目 參加學門 指導教授

結構轉換與資產定價模型 經濟計量方法
鍾經樊
毛慶生

投資報酬與匯率訊息基礎下的銀行擠兌 貨幣金融 王瑜琳

Market	Microstructure	of	Stock	Index	Futures 財務經濟 郭維裕

央行官員薪資設計與第二代匯率制度變革 國際經濟 賴景昌

國際知識擴散之分析：電子業專利引證資料之應用 產業經濟
鄭秀玲
劉碧珍

應用保證金制度於有害事業廢棄物管理之研究
農業、資源與
環境經濟

蕭代基

論文題目 學門 指導教授

Expected	Intertemporal	Welfare,	Survival	Rare	Discounting,
and	Sustainability

公共經濟
黃有光
古慧雯

共計28篇參選8學門



給薪制度在工作團隊內的誘因效果 公共經濟 于若蓉

融資成數融資利率與股價調整：開放經濟的分析 國際經濟 賴景昌

經濟景氣對於網站收入來源的影響—垂直差異化模型 產業經濟 溫偉任

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實質經濟活動影響之探討-以台灣經濟為
例（1971-2001）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許永河

GARCH-type模型在VaR	之應用 經濟計量方法 林建甫

台灣地區二氧化碳排放變動因素分析—投入產出結構分解
法的應用

農業與環境經
濟

吳榮華
張四立

Sequential	Rationality,	Stability	and	Perfectness	in	PI	Games 經濟理論 羅曉

論文題目 參選學門 指導教授

省思「米糖相剋」 經濟發展 劉瑞華

台灣戰後的經濟成長與技術進步初探 經濟發展 吳聰敏

清算成本、存款契約與銀行擠兌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王瑜琳

融券保證金成數、融券利率、證券交易稅與股價的動態調
整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賴景昌

利率期限結構之平滑函數估計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管中閔

使用牌照稅與燃料使用費改進之議 公共經濟 徐茂炫

專利、技術價值與R&D生產函數─以工研院為例 產業經濟 鄭秀玲

家庭的內生形成與權力分割 人力資源
朱敬一	鍾
經樊

共計32篇參選7學門

共計37篇參選8學門



論文題目 參選學門 指導教授

資產組合績效評估分析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洪茂蔚	管
中閔

亞太地區長期購買力平價說之檢定—Panel共積法之應用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陳秀淋

台灣酒後駕車行為的探討與分析 公共經濟 謝啟瑞

國際金融衝擊之產出緊縮效果 國際經濟 曹添旺

自製率政策與原產地規定對地主國最適貿易政策的影響 產業經濟 翁永和

論文題目 參選學門 指導教授

網路效果與標準化的三個議題 產業經濟 周建富

混合型資料下之單位根檢定研究：平均概似比統計量之建
立與模型

經濟計量方法
汪義育
郭炳伸

市場結構、策略性貿易政策與最適民營化程度 公共經濟 翁永和

漲跌停前後股價變動行為之實證研究—高頻資料之應用分
析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郭炳伸

可轉換公司債之評價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沈中華
張大成

擔保品、借貸市場與生產要素的選擇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王瑜琳

共計27篇參選8學門



論文題目 參選學門 指導教授

貿易政策與誘因機制 國際經濟學門 黃鴻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效果及其經濟影響
評估：台灣一般均衡分析模型(TAIGEM)

農業與環境經
濟

徐世勳
李秉正

廠商內部資金與投資關係之研究 經濟理論 方振瑞

The	Theory,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Fractionally	Integrated	GARCH	Model

經濟計量方法 鍾經樊

台灣短期利率均數與變異數之馬可夫轉換
貨幣金融與財
務經濟

管中閔
洪茂蔚

逃漏稅行為與Dalton改善下的最適租稅研究 公共經濟 林全

我國國營電信事業隱藏稅之估計 產業經濟 張清溪

台灣失業的教育結構 人力資源 劉鶯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