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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Welcome Remarks 

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  黃輝珍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稱台綜院）創辦於 1994 年 3 月，是企業界人士

集資捐助、學術界菁英籌劃運作，經由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學術性財團

法人；是致力於國家整體建設、發展戰略規劃、政策分析研究的非營

利、超黨派、專業化公共智庫。 

台綜院以「匯集眾智、謀劃未來、引領轉型、促進發展」為信念，以

推展政治、經濟、社會、產業、文化、能源、環境及兩岸關係綜合協

調發展為宗旨，以鞏固民主、振興經濟、發展民生和創新科技為目標。

重點開展政策戰略規劃研究、國家發展機制研究、經濟與產業政策研

究、財政與金融評估研究、社會制度與性別研究、能源與環境政策研

究、運輸管理與科技創新研究、兩岸與國際交流合作等業務。 

台綜院匯集研究諮詢、論證策劃、系統整合為一體，為政府與民間提供高層次、高品質的研究

方案、政策報告和策略服務，是綜合性政策分析研究與多元化系統整合的學術機構，以公益化

原則運作的服務型智庫。多年以來，台灣面對國內、外新潮湧現、劇烈變遷，在大力推動政治

經濟社會改造過程中，台綜院接受委託並負責完成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主題研究專案與政策

規劃專案，實際見證並參與台灣新時代快速發展的進程。  

台綜院秉持人才資源是最核心、重要資源的認知，凝聚和集結來自政府、大學、企業界、科技

界等涵蓋多元領域的優秀資深專家，擁有一支高學歷高素質高專業的研究團隊，形成綜合研究

能力優越的、以知識菁英為主體的專家群體和研究力量，既符合於政府和民間對前瞻性政策諮

詢服務的需求，也具備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規劃的能力，在開展綜合性、系統性研究，以及提升

民主決策和進步施政基礎工作上，具有較突出重要的優勢，廣受海內、外各界重視和期許。 

長久以來，台綜院投注龐大資源於能源領域，研究重心包括能源經濟、環境政策、能源政策規

劃、能源法規研析、能源科技研發、能源供需與價格預測等，進行客觀的研究分析，除掌握時

代的動脈，研討分析問題癥結，並提出前瞻具體可行的策略與分析方案，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

是台灣能源資源與環境研究之重要智庫。 

這次研討會在科技部與誠泰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下，本院能與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聯合舉辦，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特別是能邀請到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共襄盛舉，發表論文，

參與研討，在此表達誠摯的歡迎與謝意之意，並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貴賓平安、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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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  吳再益 

本研討會在黃宗煌副院長的精心規劃和本院同仁的竭力襄助下，終

於得以順利召開，並展現出幾點特色： 

1. 第一天（12 月 16 日）的主軸議題新穎，不僅是國內當下所重

視的政策焦點，也是國際上學術研究的尖端課題。第二天（12 月

17 日）早上的政策論壇，也鎖定了幾項重要的議題（包括：減碳目

標的可及性、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可及性、最適能源組合的規劃、

FIT 制度的問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前景等），並邀請到十多位

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親臨與談，殊屬難能可貴。 

2. 學者專家的專題演講與論文內容，對學術研究及政策制定均頗具參考價值，相信對參

會的所有人員，必也會有相當程度的啟發。 

3. 12 月 17 日下午所舉辦的政策評估模型研習會，邀請了多位專家來介紹由核能研究所

研發的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及由本院研發的 TAIGEM-2104 和 TaiSEND 等可計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此外，本院黃副院長亦將介紹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原理和起落，

楊晴雯副所長則介紹如何將不連續選擇模型（discrete choice）整合到 CGE 模型中。這樣的

學術饗宴，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也是台灣綜合研究院的榮幸和驕傲。 

4. 本次研討會首度由本院與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合作辦理，不僅代表本院執行科技

部國家型能源計畫（NEP-II）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所有理監事群

策群力和無私奉獻的結晶，為學、研的雙邊合作，開創很好的先例和基礎。 

時值秋高氣爽的好天氣，祝願各位嘉賓參會愉快，也祝大會成果豐碩！ 

 

 

 

 

 

 

 

 

 

 

 

 



3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理事長  黃宗煌 

能順利舉辦本研討會，實在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 

1. 在議程規劃上，感謝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所有理、

監事的睿智專業建議，以及學會秘書長蘇漢邦及所有委員會

召集人的業務協助。 

2. 在經費募集上，要感謝所有的資助單位，包括：科技部、

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技社、

台灣低碳社會與綠色經濟推廣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

基金會、元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在庶務執行上，要感謝台灣綜合研究院同仁的無私奉獻和傾力相挺，特別是謝鳴珍、趙

元翊、李瑞儀、楊晴雯、陳政弘、陳慧蘋、江玉娟等；此外，也感謝文化大學經濟系黃瀕

儀教授協助處理部分會議庶務。 

4.   在會議參與上，要感謝所有的論文發表人、評論人、主持人、致詞貴賓、論壇與談人、

以及所有註冊出席的會員及嘉賓。 

5.   在精神和物質支持上，要感謝台灣綜合研究院黃輝珍董事長及吳再益院長，他們的長期

照顧和協力，是促使我繼續往前邁進的重要動力和支柱。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雖然成立不久，但在前任理事長蕭代基教授、秘書長周嫦娥博

士的篳路藍縷地經營下，以客觀、科學、前瞻的學術研究立場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

不僅創辦了「綠色經濟」的電子期刊，在國外也已建立頗高的知名度和信譽。不過，現實

的環境仍使學會在經費取得和政策影響力上，尚有諸多努力的空間，因此，今後還需產、

官、學、研各界不吝支援和鼓勵，期能繼續發行學術期刊，並在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的理

論與實務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成果，為綠色經濟成長和綠色產業發展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議。 

 

 
西南林業大學5位年輕教授來台參加

2015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會議現場（運輸研究所國際會議

廳），講者用腦，聽者用心。 

 
經濟部能源局陳玲慧主秘應邀

與談。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2016 年 

第3次理監事會，是本次會議的基礎。 
黃理事長於 2016 年率團赴雲南學

術交流，論文已獲出版成書。 

 
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 

理事 Hisashi HOSHI 應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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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Objectives） 

聯合國在 2009 年提出「全球綠色新政」（A Global Green New Deal）的倡議，儘管全球主

要國家先後積極響應，並已執行多項經濟復甦措施，然而如何綜合考慮能資源（能源、土地、

水資源）開發利用、智慧城市發展模式、以及綠色投資（再生能源發展、節能減排、綠色運

輸、土地利用、農業與碳匯等），以促進綠色成長與綠色產業發展，仍然是一項艱鉅挑戰。 

台灣力行永續發展政策 20 年來，環境指標獲得明顯改善，經濟與社會指標卻明顯惡化。

大陸在積極發展經濟的驅動下，城鄉建設突飛猛進，卻也埋下可持續發展的隱憂。美國學界

最重視經濟誘因工具在環境與氣候政策上的應用，但被認為最具成本有效性的碳排放權交易

及碳稅，卻遲遲無法得到國會一致性的支持。這種發展願景和現行政策的矛盾，種下許多有

礙永續發展的根源。 

有鑑於此，當前國際社會無不想設法地設計並推動創新性的政策和永續性的誘因機制，

以帶動綠色產業發展與綠色經濟成長，並創造綠色就業，確保永續發展之三大支柱（經濟、

環境、社會）的平衡。然而，事實顯示，現行的相關政策常陷於「星探式」、「眼紅式」和「缺

乏脈絡式」的產業規劃模式，忽略平衡發展的原則；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往往忽略了實務上

所面對的挑戰，包括行為假設、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不確定性與風險）。 

有鑑於此，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台灣綜合研究院、與財團法

人誠泰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本次研討會，台灣低碳社會與綠色經濟推廣協會，著眼於兼顧社

會成本與效益之策略性政策（strategic policy）的原則，針對循環經濟、綠色成長、綠色投資、

綠色金融、能源科技產業投資決策與發展策略、能源配比優化模式、節能減排之成本效益等

主軸議題，邀集兩岸產、官、學各界的專家深入研討，匯流智慧與經驗，期能掌握時弊，凝

聚有效的政策建言，並提升學術研究水平。 

 

二、主軸議題（Main Themes） 

 能源科技產業發展的風險與益本分析/ Risk and CBA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T 

 綠色成長、循環經濟、綠色投資與綠色金融/ Green growth, green investment 

and green financing 

 能源組合的規劃與影響/ Planning of the optimal energy portfolio and economic 

impacts 

 節能減碳政策的模型建構與成本效益分析/ Evaluation modeling of policies for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大陸碳排放權的交易市場發展與風險管理/ Carbon trading and market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當前環境與資源經濟相關議題/ Issues o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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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活動（Activities）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12 月 15 日 迎賓/ Guest arrival 
桃園國際機場/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12 月 16 日 

 2016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年會 

 貴賓專題演講 

 學術研討會 

 學術交流晚宴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及 1506 教室 

 
圓山大飯店 10F 長青廳 

12 月 17 日 政策論壇與政策評估模型研習會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第一會議室 

 

四、主辦/協辦/贊助單位（Organizers and Sponsors）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 

 
 

 協辦及贊助單位： 
 

  

  

  

   

元福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惠民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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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程（Program） 

（一）年會暨研討會 
 

 時間/ Date：2016 年 12 月 16 日/ December 16, 2016，9:00am〜5:40pm 

 地點/ Venue：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及 1506 教室 

12 月 16 日（星期五）/ December 16, 2016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09:20 

【開幕致詞】Opening Welcome Remarks 

 黃輝珍【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 

  Hwei-Chen Huang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黃宗煌【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理事長】 

  Chung-Huang Huang 【President, Taiw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09:20~10:10 【TAERE】會務報告 & 論文頒獎 

10:10~10:30 休息/ Coffee break 

10:30~12:3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es 

主持人/ Moderator：黃宗煌/ Chung-Huang Huang【Vice President,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Robert C. WILLIAMS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Academic Programs, RFF】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valuat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issues in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lbana ILO 【Assistant Prof., Dipl.-Ing. Dr.tech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Unified LINK-based architecture – the key to future power systems  
 

 Tatsuto Yukihara (Jinjun XUE)【Prof.,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Japan’s policy innovat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US new political 
regime 

 

 Yong-Ping SUN （孫永平）【Associate Professo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碳排放權

交易湖北省協創中心常務副主任、湖北經濟學院教授、《環境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 

Carbon market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future challenge/中國碳市場的建設進展與未來挑戰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主題 1：減量政策與影響 主題 2：再生能源發展與影響 

主持人Moderator 

余騰耀【財團法人中技社】 

主持人Moderator 

陳孝琪【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發表人： 

曾鈺雯【台灣綜合研究院】 

因應溫管法溫室氣體減量補助獎勵法規研析  

評論人： 

 王京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 

發表人： 

張耀仁、胡瑋元【核能研究所】 

我國再生能源政策與民眾願付電價對電力供
應結構之影響 

評論人： 

錢玉蘭(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發表人： 

蘇漢邦、陳冠彰、張哲維【台灣綜合研究院】 

TRICE模型與氣候政策之應用 

評論人： 

李堅明(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發表人： 

黃郁青、韓佳佑、張嘉諳、陳治均、 

葛復光【核能研究所】 

間歇性再生能源擴增對未來電力系統之影響
評估與策略建議 

評論人： 

洪紹平(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發表人： 

李堅明、蘇凱【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

管理研究所】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最適峰值潛力評估 

評論人： 

林幸君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發表人： 

陳冠堯、李宜瑩、鄭宜婷【台灣綜合研究院】 

未來政府太陽光政策經濟與產業影響評析 

評論人： 

莊銘池 (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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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柴蕙質、洪瑋嶸、陳彥亨【核能研究所、

麻省理工學院「全球氣候變遷科學與政策聯

合專案研究中心」】 

全球CGE模型:EPPA-Taiwan的簡介及減碳政
策的模擬 

評論人： 

蘇漢邦 (台灣綜合研究院) 

發表人： 

蘇衍綾、徐玉杜【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 

從巴黎協定到我國能源供給之調適選擇個案
分析  

評論人： 

林師模 (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5:30~15:40 休息 

15:40~17:40 

主題 3：節能與綠色經濟 主題 4：電力市場管制與競爭 

主持人Moderator 

蕭代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主持人Moderator 

許志義【中興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發表人： 

林雅淇、王俊凱【台灣綜合研究院】 

美國與歐盟住商部門節能整體推動措施對我
國之啟示 

評論人： 

劉哲良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發表人： 

柏雲昌、賴偉文【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中華經濟研究院】 

公用事業差別取價之經濟效益評估-以台灣
電力市場模擬分析為例 

評論人： 

楊豐碩 (台灣經濟研究院) 

發表人： 

戴文達、劉毅弘、詹益亮、謝文德、 

蔡采蓁、葉光哲【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技術組】 

營運中工業區設置合格汽電共生廠之可行性
及其電力供應潛能評估 

評論人： 

林唐裕 (台灣綜合研究院) 

發表人： 

王京明、林祐民【中華經濟研究院】 

課徵碳稅對最適發電資源組合之衝擊分析 

評論人： 

張民忠 (開南大學行銷學系) 

發表人： 

林灼榮、林師模、莊旻潔【東海大學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系、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台中市永續都會治理之綜效評估 

評論人： 

葛復光 (核能研究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 

發表人： 

廖肇寧【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Optimal Decay Factors of Permit Banking for 
Maintaining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and 
Control Flexibility 
評論人： 

洪鳴丰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發表人： 

張瓊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探討社會資本於發展綠色經濟之應用 

評論人： 

陳宛君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發表人： 

劉志成【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Cleaner Production and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 under Asymmetric Cournot 
Competition 
評論人： 

溫秀英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Banquet/ 晚宴（invita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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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宴 

  為增進與會者的交流和互動，本研討會特別籌辦學術交流餐會，並在餐會前舉

辦為時 30 分鐘的餘興音樂展演。 

  由於經費限制，本餐會採用【Invitation Only】的規則；除特約貴賓免費之外（包

括致詞貴賓、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論文得獎人、本學會理監事、贊助單位

及主辦單位特邀之國內外貴賓等），所有會員及非會員均須事先繳費入席： 

    每人 1,000 元（不足差額由主辦單位補助）。 

 時間/ Date：2016 年 12 月 16 日，6:20pm〜9:30pm 

 地點/ Venue：台北圓山大飯店 10F 長青廳（請準時入場） 

 

（三）政策論壇與政策評估模型研習會/ Policy forum and modeling workshop 
 時間/ Date：2016 年 12 月 17 日/ December 17, 2016，9:10am〜5:30pm 

 地點/ Venue：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第一會議室 

12 月 17 日（星期六）/ December 17, 2016 

時間 主題  

09:10 ~ 11:30 

Policy Forum/ 政策論壇 主持人 

Policy issues/ 議題： 

1.  減碳目標的可及性？ 

2.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可及性？ 

3.  如何規劃能源組合？ 

4.  FIT 制度何去何從？ 

5.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前景？ 

Penlists/ 與談人：  

 李堅明（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 

 林立夫（交大機械工程系合聘教授、核能研究所前所長） 

 胡耀祖（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所長） 

 孫永平（碳排放權交易湖北省協創中心主任） 

 張西龍（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副總經理） 

 陳綠蔚（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輝俊（元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宗煌（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楊豐碩（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所長） 

 溫麗琪（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葛復光（核能研究所能經策略中心副主任） 

 薛進軍（日本名古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鍾炳利（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再益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院長） 

11:30 ~ 12:00 Q&A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5:30 

政策評估模型研習會 主持人 

國內能源政策評估模型的發展： 

 MARKAL/Times （葛復光） 

 TAIGEM-2014 （蘇漢邦） 

 TaiSEND （楊晴雯） 

黃宗煌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6:10 
DSGE 模型的介紹：理論基礎與挑戰： 

 黃宗煌 
蘇漢邦 

（台灣綜合研究院

第三所所長） 16:10 ~ 16:40 
不連續選擇（discrete choice）在 CGE 模型的整合和運用方式： 

 楊晴雯 

16:40 ~ 17:3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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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題演講人簡介（About Keynote Speakers） 

Roberton C. Williams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Rob Williams studies both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ax polic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 to his role at RFF,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e also serves as a co-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ditorial council member 

(and former co-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 Journal of Analysis & Policy. He was previous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 at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 Andrew W. Mellon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lbana ILO  (TU Wien, Institute of Energy Systems and Electrical Drives) 
After completing their education (PhD. in power engineering) Dipl.-Ing. Dr. Albana Ilo was with 

Siemens AG Austria, where she has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the new topic Distribution Network 

Analyses in the Development Centre Europe. She has been working as an expert and project lead in 

man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worldwide. Her expertise in “Network 

analyses and power system management” were crucial to her promotion to Principal Key Expert 

Consultant. The integration of distributed generation, smart grid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s being her research interests. Since October 2013 is she 

with 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mart Grids from Power Grid point of 

view. In addition, Albana Ilo was increasingly as an independent expert reviewer near the EU 

commission, energy sector. 

 

Tatsuto YUKIHARA  (Professor at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Global Low-carbon Economy, China and Japan 

Chief Scientist of Center for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Hubei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 China 

薛教授創立的《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彙集來自中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

對外經濟與貿易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德國（弗

萊堡大學，帕德蓬大學）、韓國（首爾大學，梨花女子大學）、新加坡（南陽理工大學）、印度

（尼赫魯大學，海德拉巴德大學）、美國（Levy 經濟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

北海道大學，東洋大學）等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世界一流學者，建立了學者之間、政府官員之

間的國際交流網路，為低碳經濟研究提供了一個交流平臺。邀請了諸如郜若素（Ross Garnaut，

《郜若素氣候變化報告》作者）、茅陽一（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低碳經濟理論的茅恒等式的奠

基人）、漢斯-皮特-德爾（Hans-Peter-Duerr，量子力學創始人，羅馬俱樂部創始人與成員）、西

崗秀三（國立環境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日本低碳社會計畫主要制定人）等世界著名學者和曲

格平、李幹傑（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川秀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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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環境省地球環境擔當副大臣）、崔龍浩（韓國總統綠色增長計畫委員會主席）等政府決策人

員，每年開展有國際影響的學術活動並為政府決策提供政策諮詢。 

薛教授也組織並主持過“低碳經濟：行動與國際合作”（與聯合國亞太經合會、國家發改

委能源所、北京大學環境與城市學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合辦，2009

年 9 月，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差距”（2007 年 10 月，名古屋大學）；“上海論

壇〈新能源與低碳經濟分論壇〉”（2010 年 5 月， 復旦大學）；“低碳西部大開發國際研討會” 

（2010 年 6 月，西安，與陝西師大、陝西省能源局、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合辦）；“構建低碳

社會”（2010 年 10 月 17-19 日，日本名古屋大學）；“中國低碳發展之路研討會（中國科協第

12 屆年會第 7 分論壇）”（2010 年 11 月 1-3 日，福州，與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等聯合舉辦）

等大型國際會議。參與組織中國社科院環境與城市發展所主辦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第 17 次締約方大會”及“京都議定書第 7 次締約方會議（（COP 17，CMP7，南非大班, 2011 年

12 月）”，以及 COP18 （卡達首都杜哈， 2012 年 12 月）“中國角”活動和“可持續發展邊會”。  

目前，薛教授正在與日本環境省、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環境本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名古屋大學、九州大學，京都大

學，德國歐洲經濟研究中心，海德堡大學經濟系，等合作，進行中國低碳城市試點研究；與

此同時，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北京大學，北京師

範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印度海德拉巴德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越南河內國立大學，等聯合進行“中國經濟轉捩點”的調查研究。 

 

孫永平  (碳排放權交易湖北省協創中心常務副主任、湖北經濟學院教授、 

「環境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 

孫永平，經濟學博士，副教授，湖北經濟學院碳排放權交易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培育）

常務副主任，《環境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湖北大學和湖北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國家留

學基金委資助學者，日本名古屋大學訪問學者，湖北省宣傳文化人才培養工程“七個一百”專案

（哲學社會科學類）入選人員，湖北省高層次人才工程第三層次人才。近年來，在《經濟研究》、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發表論文30多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湖北省軟科學、英國繁榮戰略基金(SPF)等多個科研項目；獲得湖北省優秀教學成果獎

三等獎、第九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首屆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等

多項教學科研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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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 Registration 

歡迎各界賢達踴躍參會，並請事先上網報名：https://goo.gl/VAsYIv 

  

姓名： 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任職單位： 職稱： 

會議註冊費*： 

□個人會員：□個人常年會費 1,000 元； □學生常年會費 300 元。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 10,000 元。 

□非會員： □個人請繳納入會費及年度會費共計 2,000 元，並自動成為本會會員。 

□團體請繳納入會費及年度會費共計 20,000 元，並自動成為本會會員。 

□贊助單位：免費。 

收據抬頭/統一編號： 

學術交流晚宴餐費*（12/16）： 

□參加：每人 1,000 元（主辦單位補助實支差額；特邀貴賓免費） 

□不便參加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帳號：50305135 

□玉山銀行匯款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帳號：0598-940-015946 

□現場付清 

 

備註: 

1. 選擇郵政劃撥，請傳真劃撥單收據及報名表 

2. 選擇玉山銀行匯款，請傳真匯款明細或提供帳號後 5 碼及報名表 

3. 傳真電話: (02) 2624-1383 

4.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電子信箱: taereservice@gmail.com 

5. 聯繫窗口: (02) 8809-5688  #165 陳小姐  #319 江小姐 

* 上述費用請於會前轉帳本學會帳戶，或報到時繳清。因須預訂，繳費後因故缺席者概不退費。 

  

https://goo.gl/VAs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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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籌備委員會/ Organizing Committee 

姓名 職務 任職單位 職稱 

黃宗煌 召集人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 

蕭代基 委員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張西龍 委員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副總經理 

周嫦娥 委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顧問 

劉子衙 委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組長 

林萊娣 委員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總經理 

林師模 委員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教授 

李堅明 委員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所長 

溫麗琪 委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李叢禎 委員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蘇漢邦 委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所長 

楊晴雯 委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所長 

九、聯繫我們/ Contact Us 

25170 台灣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 號 29 樓/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電話：02-88095688 

 

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黃宗煌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 chhuang1019@gmail.com 

蘇漢邦 台灣綜合研究院 所長 hpsu@tri.org.tw 

楊晴雯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所長 jp6tri@gmail.com 

陳政弘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研究員 gunner1202@gmail.com 

陳慧蘋 台灣綜合研究院 助理 belle628@tri.org.tw 

江玉娟 台灣綜合研究院 助理 joy33@tr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