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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期 2015/12 

由大學多元入學者的個人背景與滿意度評估多元入學的成

效 

銀慶貞、陶宏麟、

洪嘉瑜 

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台灣的實證分析 萬哲鈺、高崇瑋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Welfare 
羅竹平 

好消息、壞消息與報酬動能效應 – 以台灣股市為例 
胥愛琦、李春安、

賴秀燕 

住宅變異性對居住穩定性影響分析 胡志平 

財政移轉支付與地方財政努力—一階段隨機邊界分析法之

應用 
姚名鴻 

第 97 期 2015/06 

兩岸直航對區域經濟及產業發展之影響—區域投入產出模

型分析 
林幸君 

Mandated Benefits, Labor Costs, and Company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s 

辛炳隆、侯杜比、

蔡孟伃 

Nonlinear Oil Price Dynamics and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Agents  
高崇瑋、萬哲鈺 

由飲酒對醫療利用影響探究開徵酒品健康捐之正瑝性 
韓幸紋、林晏如、

許績天 

上海股市與恆生國企股期現貨指數在次級房貸及金融海嘯

事件之下波動性與相關性分析 

劉祥熹、王錦瑩、

陳葳蓁 

從相權的衰落看氣候變遷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影響 馬泰成 

第 96 期 2014/12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d Dynamics of Crude Oil Futures 

Volatility and Financial Speculation 

李瑞琳、朱香蕙、

劉榮芳、林益倍 

時間序列模型對我國產業成長預測之優劣比較 
吳易樺、黃朝熙、

劉子衙 

現任縣市長支持之研究：多層次貝氏統計之應用 蔡佳泓 

混合寡占市場下利潤稅的中立性與最適釋股比例 
翁堃嵐、林宛儀、

郭虹瑩 

台灣各縣市是否存在經濟生產技術追趕？ 陳志成 

誰在交易樂透性質的選擇權？ 
王銘駿、吳昭億、

林韋伶 



第 95 期 2014/06 

台灣真實經濟成長率的估計: 卡門過濾法之應用 劉瑞文、管中閔、陳思寬 
 

不同競爭行為下的產業內授權決策 
 

王光正、周冰瑤、

吳宜謙、林俊宏 

影響不動產市場之從眾行為與總體經濟因素之研究 林左裕、程于芳 

台灣選擇權交易活動與股價關係之探討 
 

郭玟秀 

台灣工業部門二氧化碳之排放減量成本：環境方向性距離

函數之應用 

郭振雄、陳香梅、

羅光達 

影響私有地主參與自願性造林契約意願與補償額度因素之

分析-以台南地區休耕農地為例 

柳婉郁、林國慶、

施瑩艷 

第 94 期 2013/12 

經濟預測對台灣產業加權指數報酬率影響之事件研究 
胡均立、張子溥、

周雨田、張嘉文 

環境政策與生產結構 林奇蓉、陳佩琳 

清潔發展機制 (CDM) 對溫室氣體之減量效果分析 
陳香梅、陳文典、

游懷萱 

契約農業的夥伴關係之實證研究 
 

盧永祥、許應哲、

王俊賢、張雅卿、

吳明峰 

所得稅政策對於經濟成長之影響──以台灣租稅制度為例 
王韋能、謝智源、

陳智華 

公司總部地點對股票報酬及成交量有影響嗎？幅員狹小經

濟體的實證研究 
李明德 

第 93 期 2013/06 

我國央行對油價衝擊反應之探討 
賴惠子、徐維健，

張萊華 

台灣社區林業生態產業間接效益之價值評估 

王瓊霞、李俊鴻、

陳郁蕙、陳雅惠、

陳凱俐 

生產力、經濟成長速度與資產報酬率 高慈敏 
 

肥胖對罹患慢性病有影響嗎？臺灣 40 歲以上成人資料之

實證分析 
黃彥慈、張宏浩 

 

不同匯率制度下之資本移動性、定價行為與福利表現 賴宗福 
 

女性商學大學畢業生金融證照持有與初期職涯表現之關係 陶宏麟、蕭富方 
 



第 92 期 2012/12 

國內飼料玉米專業進口商的合作與競爭 
李仁耀、張呈徽、

林啟淵 

台灣短期利率指標之研究 高崇瑋、萬哲鈺 

前期選案查核經驗對後續年度營利事業租稅逃漏之影響 
黃美祝、林世銘、

黃玟心 

探討不確定住房需求對旅館成本結構之影響：台灣國際觀

光旅館之實證研究 
葉家瑜、陳江明 

台灣 TFT-LCD 產業上中下游股價之長期記憶、關聯性與

波動外溢效果之研究:FIEC-HYGARCH 模型之應用 
劉祥熹、劉浩孙 

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對台灣產業生產成本與物價水準的影響 
李見發、洪振義、

林益倍 

2012 

生產力

與效率

特刊 

2012/09 

Environment and Statistical Noise-adjusted Efficiency under 

Zero-sum Gain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Securities Firms 
方進義、胡均立 

台灣國際觀光旅館業生產力與效率之分析--由下而上分解

法 
李文福、王媛慧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World Health Production with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 
耿紹勛、李揚 

台灣養豬戶經營效率及影響效率因素之研究：網絡資料包

絡分析法的應用 
陳柏琪 

郵局效率計量之研究--以台南郵局為例 林玉惠、徐世勳 

臺灣高等技專校院之效率評估與生產力指數之分析 盧永祥 

經營效率與 KMV 模型於信用風險管理機制有效性之研究 卓翠月、黃明祥 

影響果菜批發市場勞動使用效率與調整因素之探討 卓煇星 

第 91 期 2012/06 

台灣產業關聯效果與關鍵產業之衡量 林幸君、劉力瑋 

考慮價格波動與碳給付機制下地主土地利用決策之研究-

以臺灣杉木為例 
林國慶、柳婉郁 

財政赤字與財政支出關係的檢驗─Buchanan-Wagner 假說

成立嗎？ 

李起銓、李建強、

陳怡君 

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之效益評估-結合實質選擇權法與成本

效率曲線 
李珣琮、施勵行 

納入延遲策略下的政府環境誘因管治分析 翁仁甫、梁雅婷 



第 90 期 2011/12 

台灣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互動關聯性之研究

-Panel VECM 之應用 
劉祥熹、高振洲 

國際原油價格衝擊對台灣石油消費量的不對稱效果 黃琝琇、林建甫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之比較分析─台灣液化石油

氣產業的實證 
莊春發 

台灣實施產地國標是之經營效益-以估計牡蠣及茶葉願付

價格為例 

歐于德、陳文雄、

劉鋼 

觀光產業發展影響居民態度之分析-條件行為之應用 黃錦煌 

財務預警與公司治理-台灣傳統產業之實證研究 余惠芳、王永昌 

第 89 期 2011/06 

擔保品限制與生產資源配置：競爭性與獨佔性借貸市場之

比較 

王瑜琳、李仁耀、

蔡雅文 

台灣颱風災害之影響評估-以蔬菜供需為例 許聖章、張靜貞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 Taiwan's Junior High Schools 
郭祐誠 

研發網路與新產品上市時間 徐學忍、郭文忠 

臺灣山坡地違規農業使用之研究 陳政位、范孙平 

The Dynamic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Behavior of Taiwan's Invigoration Economy 

Consumption Voucher 

魏文欽 

第 88 期 2010/12 

Role of Trading Volume of the Estimation of Dynamic 

Extreme Value-at-Risk in Futures Markets 

黃明祥、楊永列、

黃憲彰、陳俊儒 

Energy Futures Volatility, Trading Activity, and Regime 

Switching 
李瑞琳 

考慮機會成本下碳吸存成本效益之經濟分析 林俊成、柳婉郁 

R&D, Market Power, and Trade - The Case of Soybeans 
廖述誼、陳盛通、

陳吉仲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欠稅問題之實證研究 

謝耀智、黃明聖、

黃淑惠、汪瑞芝、

羅彩鳳 

Determinati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permarket Loyalty: 

A Case of Erzurum, Turkey 

Mustafa Kemal 

YILMAZ 



第 87 期 2010/06 

匯率目標區體制下匯率與利率差之波動：異質民宿預期的研

究 
方中柔、陳孟甫 

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之影響 陳智凱 

多財貨雙界二元選擇條件評估起始點偏誤校正模型之建構-

改善三高危險因子對心血管疾病願付價值得評估 

吳珮瑛、林雅芳、

劉哲良 

我國不動產證券化市場未來發展優先順序評估決策模型

-Fuzzy AHP 之應用 
吳明哲 

第 86 期 2009/12 

系統風險對金控法通過前後之銀行業成本與效率影響-隨機

成本邊界法 
黃美瑛、謝志彬 

貨幣政策與匯率轉嫁之探討-台灣之實證分析 張瑞娟、欉清全 

以聯合分析法評估有機農產品之驗證政策 黃璋如、周孟萱 

受限分量回歸描繪下異質風險認知之酒精消費量決策分析 劉哲良、吳珮瑛 

非營利組織資訊透明度與財務操縱對捐贈收入影響之研究 林江亮、何永智 

三角貿易對研究發展與購買技術的影響：以台灣製造業為例 彭美玲 

第 85 期 2009/06 

農業政策與內生成長 
戴孟宜、呂麗蓉、

胡士文、王葳 

所得稅損失扣除政策有效率嗎？ 吳朝欽、翁堃嵐 

購買力平價說的實證檢定：考慮不偏估計與整合偏誤 張銘仁、姜宗廷 

新台幣兌美元匯率波動性預測及其遠期匯率之關聯性-預測

模型比較及納入成交量之探討 
劉祥熹、楊慈珍 

心臟血管疾病門診醫療需求及其預防效益之評估-納入異質

性病患與就醫相關時間成本 

吳珮瑛、曾筱芬、

傅祖壇 

第 84 期 2008/12 

社會地位、環境政策與經濟成長 陳智華 

新版巴塞爾協定對我國農業金融管理之影響與啟示 謝淑玲 

台灣地區地方政府效率暨生產力之評估 
王肇蘭、許義忠、

徐偉初 

再探臺灣肉類與魚產品需求之模型選擇：NEP 模型之應用 劉鋼、賴宏彬 

台灣農會信用部成本效率之研究-共同編界函數應用 
顏晃平、張靜文、

吳榮杰 

最後更新日期：2016/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