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2014年會暨農業經濟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程 議程說明 

8:30-9:00 報到 

9:00-10:20 

第一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青年學者場次  A1 (教室 A) 

曾偉君 

郭恆宏、賀力行 

*林文宏 

買黑豬或是白豬?探討不同品種肉豬在拍賣市場

的價格波動關聯性 
張靜文 

*季美珍、顏愛靜 台灣農村發展之研究 - 以誘發性制度創新模型

為論述中心 
張國益 

黃炳文、*紀淑怡、

沈雅萍 

農村再生發展指標之研究 

 
劉祥熹 

劉祥熹、*陳均龍、

黃韋翔 

臺灣石斑魚產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產

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之觀點 
------ 

特約場次  B1 (教室 B) 

張宏浩 

*林畅 ECFA 背景下兩岸農產品貿易創造效應及貿易轉

移效應分析 
徐世勳 

*何均琳 兩岸農產品市場整合程度分析 廖培安 

*王文爛、黄鸿 農戶農地流轉特徵及影響因素研究 溫芳宜 

離岸風力發電論壇  C1(教室 C) 

引言人 與談人 主題 

江福松 

*張永源 台灣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之現況與展望 

*李篤華、蘇忠楨、

胡星陽、張靜貞、

李欣哲、朱正男、

洪瑞蓮、林麗甄、

王珮蓉、馮鈺婷、

陳立純、李秉恆、

張皓婷 

臺灣離岸風力產業成本與貸款平台之建立 

 

*洪一平 漁會在離岸風電產業與漁業發展的衝突競合之角色 

*江福松 美國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現況與借鏡 

10:20-10:35 茶敘 

10:35-11:15 
主持人: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莊理事長慶達(教室 A) 

2014 年會務報告及頒獎 

11:15-12:00 

主持人: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莊理事長慶達(教室 A) 

專題演講: ----- 

主講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主委保基 

12:00-13:20 午餐 

13:20-14:50 第二場次 

時    間： 2014年 12月 6日(星期六)8:30-16:40 

地    點：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農業綜合館一樓) 

主辦單位：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協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逢甲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生產與貿易場次  A2(教室 A)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吳榮杰 

*江長周、楊奕農 

林芝瑋 

政府政策與資訊揭露對生產決策影響之行為實

驗 
曾偉君 

陳政位、*丘少波 臺灣地區性養豬戶之生產效率分析 傅祖壇 

*楊上禾、萬鍾汶 果農擴建農業設施之決策分析–以木瓜與葡萄

為例 
陳淑恩 

*林詠萱、張國益 貿易型態存活期間之分析– OECD國家間食品製

造業之驗證 
李仁耀 

阮氏明琪、*簡立

賢、陳淑恩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ertification on Income of 

Smallholder Coffee Farms in Virtnam  李皇照 

13:20-14:50 

國際場次 B2(教室 B) 

林俊昇 

*Rudra Bahadur 

Shrestha and Wen-Chi 

Huang 

Cost Efficiency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Nepal: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黃炳文 

*Raju Ghimire and 

Wen-Chi Huang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wealth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Nepal 
戴錦周 

*TRAORE Ousmane 

and Wen-Chi Hua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Climate Impact on Cotton 

Production in Semiarid Zone of Africa: Case study of Burkina 

Faso 
------ 

*Herbert Francisco 

Aguilar and Li-Fen Lei 
Taiwan Tilapia Industry Research: implic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 El Salvador 
黃文琪 

農業休閒人文場次 C2(教室 C) 

孫劍秋 

*黃雲龍 友善環境的農業供應鏈關鍵議題探索 李篤華 

*吳雨衡、吳佩玲 設置雨水花園於大學校園可行性評估與校園空

間型態之關係 
廖述誼 

*陳敬介 山水文學旅遊開發與導覽內容活化之研究--以

台灣五嶽詩歌為例 
蔡明芳 

陳聖智、*柳婉郁 

曾威智 

城鄉意象對觀光休閒品牌建構之影響--以宜蘭

國際童玩節為例 李俊鴻 

*余家蕙、施孟隆 利用網路訊息預測旅遊市場溫度之研究—以三

峽老街為例 
陳聖智 

14:50-15:10 茶敘 

15:10-16:40 

第三場次 

消費與政策分析場次 A3(教室 A)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楊明憲 

*陳宜君、張宏浩 農民對於社會保險制度之選擇－臺灣農家之實

證分析 
簡立賢 

盧永祥、李佳珍 

*戴宜芳 
模擬臺灣農會合併之最佳選擇策略 

 
黃振德 

陳詩璋、*蕭堯仁、

陳秀育 
消費者行為與認知差異分析─以臺灣石斑魚為

例 
陸怡蕙 

萬鍾汶、*黃文星 

吳冠霈 
農產品展售活動之效益分析 

 
韓宜 

*許玉雪 農業所得支付對國內農業經濟影響之模擬分析 張靜貞 

環境與資源場次 B3(教室 B) 

-------- 
*闕雅文、劉雅華 

 

The Travel Cost Method combined with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to evaluation nonuse 

value of Coastal Resources in Hsinchu 

劉哲良 



City---Compare with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陳上權、林淵淙、

楊博名、張頊瑞、

卓哲安 

以微波水解搭配吸波材料提高農業廢棄物蔗渣

及芒草產醣效率之研究 柳婉郁 

*曾偉君、張郁婕、

黃裕盛、張世芳、

林雅清 

Public nuclear power attitudes of a nearby coun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Fukushima disaster 李慧琳 

*黃徹源、詹滿色、

李國添 

養殖漁民對液化天然氣（LNG）冷排水的觀點～

以高雄市永安地區為例 
余家斌 

 

農業休閒人文場次  C3(教室 C) 

黃雲龍 

*劉遠楨、琺濟伊斯

坦大 

泰雅族傳統藝術數位教材設計與建置 闕雅文 

*陳弘正 「文青俠客行」：苗栗返鄉青年文創聯盟之跨域

實踐 
黃厚銘 

*高宜淓、文蜀嘉 新竹縣竹工藝產業的發展轉型與文化創意 林國平 

*邱凡芸、孫劍秋 文創產業發展策略分析：以璞石藝術為例 陳俐甫 

16:40～ 賦歸 

註：每篇文章時間分配：（1）發表 12分鐘（2）評論 5分鐘（3）討論 3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