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小論文競賽得獎名單  
第 1屆應用經濟系「經濟小論文」競賽 (2006.06.12) 
評審委員 陳吉仲、黃琮琪、黃炳文、鄭詩華(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台灣在加入 WTO 之後的
經濟實證分析-以失業和所
得為例 

許嘉翔、石欣方、李明

祐、蘇姵昀、蔡志榮 
陳吉仲 

第二名 
加入 WTO 對農業的影響-
以稻米和香菇為例 

陳傑、黃千瑜、林唐翰、

何怡葳、蔣居璁 
王為中 

第三名 
WTO關稅下降對汽車銷售
量的影響 

葉光銘、魏振勛、許皓

涵、胡舒淵、吳昆達 
－ 

 
第 2屆應用經濟系「經濟小論文」競賽 (2007.06.07) 
評審委員 郭義忠、黃琮琪、黃炳文、廖述誼、劉健哲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實質工資不漲反跌的迷思 蔡京倫、李致寬、朱育妏 張嘉玲 

第二名 
台灣蝴蝶蘭外銷日本市場

之研究 

周正宸、郭芝延、林志

謙、王信評、趙育信、譚

錦超 
黃炳文 

第三名 
金融自由化對經濟成長的

影響 
曹欣怡、陳可珍、游惟

仲、王文程 
李建強 

佳作 
評估中油與台塑之定價行

為 
高藝菁、李梅林、范羽

含、潘政宇、陳品宇 
陳吉仲 

佳作 
探討聖嬰現象對臺灣南方

黑鮪出口價格的影響 
黃盈甄、張馨方、吳宜

靜、陳李豪 
陳吉仲 

佳作 
大陸禁運砂石對我國砂石

價格影響 
王惠民、鄧韋杰、黃子

耘、呂學峰、楊雅倩 
－ 

 
第 3屆應用經濟系「經濟小論文」競賽 (2008.05.29) 
評審委員 郭義忠、黃炳文、萬鍾汶(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垃圾變黃金-探討資源回收
不可思議的力量 

李致寬、謝玉貞 張嘉玲 

第二名 台灣課徵碳稅之研究 
陳義文、黃元杰、黃子

庭、張芊郁、王世彣 
廖述誼 

第三名 
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之比

較-以黃金為例 
周正宸、林志謙、譚錦超 － 



	

	

 
第 4屆應用經濟系「經濟小論文」競賽 (2009.06.11) 
評審委員 李朝賢、郭義忠、 張國益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桃園國際機場餐飲部門的

探討分析 
徐育群、黃鈺凱 鄭蕙燕 

第二名 
影響台灣消費者願付有機

蔬菜價格因素之研究與分

析 

吳亭宜、韓佳容、黃婉

柔、林盈劭、莊雅清、林

家維 
簡立賢 

第三名 
人性反常嗎？─實際抉擇
與理論經濟模型之矛盾初

探 
黃敏娟、林蔚行 － 

 
第 5屆應用經濟系「經濟小論文」競賽 (2010.06.17) 
評審委員 陳韻如、萬鍾汶、廖述誼、鄭美孌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氣候變遷對台灣稻米市場

之經濟影響 
潘亭如、何姵瑩、黃名揚 陳吉仲 

第二名 
環境政策對二氧化碳排放

減量之影響：環境顧志耐曲

線的實證分析 
黃鈺愷、周佑霖 － 

第三名 
氣候變遷下沙塵暴對呼吸

系統疾病之經濟影響-以台
灣地區為例 

陳彥儒、林孟函、卓杬熾 陳吉仲 

佳作 
氣候變遷對牛乳產業之經

濟分析-以臺灣本島為例 
陳彥儒、林孟函、卓杬熾 陳吉仲 

 
第 6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1.06.02) 
評審委員 張嘉玲、黃琮琪、楊育誠、簡立賢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氣候變遷對台灣野生鳥魚

捕獲量之經濟預測分析 
陳樵、陳郁安、吳亭儀、

黃翊婷、林蔚行 
陳吉仲 

第二名 
綠色消費 環保襪的經濟效
益：以中興大學為例 

曾苑雯、江怡婷 陳吉仲 

第三名 
氣溫對石油需求量的影響-
以台灣為例 

王恬滋、林子淵、周亞

蓓、許卜元、陳麒安 
陳吉仲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愛吃米 米食新主裝 吳婉瑄 張嘉玲 

第二名 
人民幣邁向國際強勢貨幣

之路 
江怡婷、曾苑雯、林念

萱、陳雅暄、王方妘 
黃炳文 

 
 
第 7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2.06.14) 
評審委員 張嘉玲、張國益、簡立賢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自行車遊客其遊憩動機、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以台中東豐自行車綠廊、后

豐鐵馬道為例 

湯鈞佑、陳訢桐 
林蔚行 

鄭蕙燕 

第二名 
生質酒精之經濟效益分析 
以截切蔬果廢棄物轉酒精

發電為例 

王琬昀、何佳樺 
王玉安、林玫妤 

廖述誼 

第三名 
肥胖對於 CO2 排放的影響
分析：以美國為例 

陳偉婷、劉曉如 
薛楊晨 

－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油電漲對了嗎 陳奕中、林葳 張嘉玲 

第二名 
削減高校教育經費條件下

優質高校的策略選擇分析 
丘少波、薛楊晨 鄭美孌 

 
 
第 8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3.05.30) 
評審委員 胡吳岳、陳韻如、張嘉玲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手牽手我們一起逛二手 
廖雅姝、巫凱琳、江晉

瑛、游祐瑄 
廖述誼 

第二名 
中興大學與周邊商圈關係-
以飲食為例 

胡瓊文、劉洧綺、林佳欣 廖述誼 

第三名 
網住你的慾望-網球市場調
查 

楊人豪、藺于凱、李冠嫆 鄭蕙燕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錢海救經濟 何秉心、楊人豪、陳怡璇 陳吉仲 
 
 



	

	

第 9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4.05.22) 
評審委員 施麗玉、陳韻如、萬鍾汶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美貌溢酬對大學面試的影

響 
簡宇澤、操延蕙、張粵、

吳怡璇 
胡吳岳 

第二名 
FB按〝讚〞的迷思-韓劇與
台劇收視率之比較分析 

陳怡璇、高于涵、黃子庭 張嘉玲 

第三名 
大學生繳費了沒-探討國立
中興大學學生會費繳交費

率原因 
陳和宜、曾瑜柔、張麗雯 簡立賢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各國電價與生活水平關係

之探討 
梅圓圓 張嘉玲 

第二名 烏克蘭危機 賴家豪、劉政廷 張國益 

第二名 
台灣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分

析 
劉弈廷 陳吉仲 

 
第 10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5.05.28) 
評審委員 胡吳岳、張嘉玲、簡立賢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估計  PM2.5 對心血管疾
病影響之研究以中部地區

為例 

冼之晴、戴佩涵、黃喬婉、

許騫心 
陳吉仲 

第二名 
總體經濟因素對房價之影

響 
簡芳妤、薛如晴、劉竹軒、

張絜雅、周宛諭 
黃炳文 

第三名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與台幣

匯率的關係 
黃妤婷、李沛蒔、何筑萱、

譚嘉慧、陳怡潔 
黃炳文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貨幣升貶，景氣指標與金

價變動:金融風暴前、中、
後的探討 

謝易庭 張嘉玲 

第二名 
我國大專院校學雜費之研

究-以民國 93-103 年為例 
黃喬婉 黃炳文 

第三名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

應是二分的兩個極端－淺

談 
胡惠瑄、譚嘉慧 － 



	

	

 
第 11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6.05.13) 
評審委員 胡吳岳、張嘉玲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網路書店購書之消費者購

買意願之研究 
楊雅晴、丁玉如、楊尚芸 簡立賢 

第二名 

全聯品牌形象、知覺價值、

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  
度之影響──以中興大學生
為例 

陳品臻、陳姝璇、吳珮羽 簡立賢 

第三名 
要素價格均等定理應用：台

灣和主要貿易國之實證 
廖健豪、林界丞、吳雨

洛、王鈺惠 
－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日本負利率效果的評析 林斯瑋、方藝荃、涂瀞勻 黃炳文 
 
第 12屆應用經濟系「小論文與短評」競賽 (2017.06.01) 
評審委員 胡吳岳、張嘉玲、簡立賢 (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獎次 論文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行動點餐 APP 系統服務體
驗分析─以 MOS Order 為
例 

樂嘉璿、黃子佳、蔡昀

蓁、張憲怡、黃珮玲 
簡立賢 

第二名 
共享經濟在台灣的使用意

外分析─以共乘服務為例 
林容瑜、陳亭羽、鄭旻

庭、鍾閔婕 
簡立賢 

第三名 
公共自行車系統應用分析

－以 YouBike 為例 

王怡靜、謝妤婕、呂雨

錚、蘇俞真、李桂君、張

郁萱 
簡立賢 

短評組 
獎次 短評名稱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第一名 
e 租寶與 Lending Club 事
件 對台灣 P2P 網貸平台
之借鏡 

王怡靜、謝妤婕、呂雨

錚、陳莉真、李桂君、陳

品臻 
黃炳文 

第一名 
川普經貿政策對美國製造

業的影響─以汽車產業為
例 

樂嘉璿、李奕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