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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 2017 年年會主席陳淑美教授 

 

尊敬的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會員，產官學各界的專家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歡迎來到宜居的城市-台中。 

 

今年 7 月 9 日~12 日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CREC)和亞洲不動產學會

(AsRES)舉辦 2017 年聯合國際研討會，我謹代表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歡迎大家

熱烈的參與。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從 2008 年在上海成立以來，每年在世界主要城市舉辦

年會，為不動產學術研究人員、從業人員和政策研究人員提供一個交流最新研究

成果的平臺。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是全球自然環境卻快速惡化，房地產的開發、

更新與管理面臨更大的挑戰，如何提升人類的居住環境品質與可負擔的住宅是不

動產產官學各界要優先處理的重要課題。今年恰為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第九屆的

年會，本次大會的主旨擬定為：智慧城市與高品質居住環境。 

 

本會議特地邀請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3 年得主羅伯特 J·席勒（Robert J. Shiller）擔任專題演講嘉賓，他現任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在金融市場、金融創新、投資行為等方面有相當好的研究。羅伯特教授還與艾倫·威斯先生共

同房地產價格指數，理論與實務兼備。感謝會議的地主城市-台中市林佳龍市長對於本次會議大力的支持與協助，林

市長也將在會議中專題演講：全球化浪潮下台中城市經濟發展戰略。臺灣金融控股公司呂桔誠董事長也將在會議主

講經濟、金融與房地產市場。另外，本會議有鑑於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快速，籌組了經濟變革與房地產市場的主論壇，

並安排國際不動產投資、智慧城市與舊城改造、房價指數、都市更新、社會住宅、房地產稅制、建築美學與創意行

銷和永續健康智慧綠建築發展趨勢等分論壇，邀請產官學界嘉賓一起參與這三天的會議。 

 

本次會議已收到超過 380 篇的論文投稿，最佳論文獎由易居企業集團和南山人壽贊助，博士生的論文獎由安賦

社科書院 (Glob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贊助，由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一起角逐，得獎者將於 7 月 12 日閉幕晚

宴頒獎。除了學術盛宴與產官學研論壇之外，並於會議期間台中市政府安排參訪城市建設參訪，台中市不動產開發

公會安排房地產開發專案參訪，備有中英文導覽，帶領國內外學者一同參訪中台灣的城市文化、建築與特殊城市樣

貌，相信與會者對於中台灣會有另一層更深刻的體驗。 

 

本次會議的經費感謝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信義房屋、南山人壽、富裔實業、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經濟部國貿局、內政部營建署以及來自產業界、政府部門各單位的財務協助，

我們由衷感謝大家一起為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盡心盡力。本次會議工作由住宅學會的教授以及來自台灣各個學校教授

團隊無私的付出與認真的工作，為大家提供服務。最重要的感謝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600 位朋友的參與，有您的參與

會議精彩可期。本次會議一起交流的使得本會議得以順利召開交流研究經驗。希望大家藉由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

平台分享專業經驗、擴充研究視野，得到新的思維和啟發，並且希望您充分享受此次會議的經驗。 

 

陳淑美博士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 2017 年年會主席 

住宅學會常務理事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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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秘書長王诃教授 

尊敬的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美麗的寶島召开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的第九届年会。 

 

我们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华人在不动产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教育及发展。第

一次以這個宗旨為目的的華人會議是 1999 年由張金鶚教授在台北主辦。但世界華人

不動產學會正式的成立大會是 2008 年在上海召開的。经过 2009 年的北京年会、2010

年的台北年会，2011 年的杭州年会，2012 年的澳门年会，2013 的北京年会，我们

2014 年由南京大学举办的年会已经有 436 篇的学术文章及 1260 位参会人员。再经过

2015 年的华盛顿年会及 2016 的杭州年会，我们很高兴今年能到被誉为”創新之都”

的台中召开第九届年会。今年的年会虽然不是历届最大的，但绝对是一个多元化和高

质量的会议。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向陳淑美教授，陳明吉教授

及其团队的辛勤努力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学会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是年会和学刊。学会的英文学刊是与亚洲房地产学会共同

发行的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每年出版 4 期。我们的中文学刊《不动产研究》己經取得出版署刊号。

剛開始時可能一年出版二期。学会已经安排了未来三年的年会计划，将于 2018 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第十届年会，2019

年在上海召开第十一届年会，2020 年在新加坡举行第十二届年会。 

 

让我们共同致力于房地产领域的研究与教育，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王诃教授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秘书长 

约翰霍普金斯凯瑞商学院 埃默里不动产与基建讲席教授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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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不動產學會 2017 年年會主席陳明吉教授 

 

尊敬的各位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會員和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中參與第 22 屆亞洲不動產學會與第 9 屆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聯合年

會，我謹代表亞洲不動產學會對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會員和朋友們的熱心支持和踴

躍參與表示衷心的感謝！亞洲不動產學會的宗旨是在亞洲以及全世界，促進不動產

研究與教育的發展，亞洲不動產學會年會迄今已經舉辦 22 年，今年很榮幸能與世

界華人不動產學會合辦年會。我們期望透過此次會議，能讓亞洲、世界華人，以及

全球的學者、產業精英以及政府官員再次地相互交流，對不動產領域的各個方面進

行研究討論，促進產學互通，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 

 

今年的聯合年會中安排了專題演講，論壇、論文發表，以及參訪活動。亞洲不動產

學會與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之收稿合計超過 380 篇，專題演講很榮幸邀請到世界知

名學者，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James Shiller，主題是為資產價格膨

脹；另外也很榮幸邀請台中市林佳龍市長以及臺灣銀行董事長呂桔誠擔任主講者；

而論壇方面，雙語主論壇的主題為「經濟變革與不動產市場」邀請了全球八位知名

與傑出的不動產學者與談，此外尚有 2 個英文論壇，2 個同步翻譯雙語論壇，以及６個中文論壇，內容涵蓋教育、

學術、市場實務、政策研究 4 個層面，有各式的子題如：年輕學者生涯、住宅課程、全球不動產投資、智慧城市與

舊城改造、房價指數、社會住宅、都市更新、房地產稅制等等，內容豐富，必將精彩。這次貴客來自有亞洲、美洲、

歐洲、澳洲、非洲超過二十個地區，我們竭誠歡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在這次聯合年會，都能有豐富的收穫。 

 

台灣是個自由、有活力、有趣、擁有豐富美食的地方。本次年會選在台中，其更富含氣候宜人、文化豐富，與自然

景觀可及性高等特點。為了讓大家能更貼近台灣文化與建築之美，本會安排與會者參觀台中的建案，也安排大家遊

覽台中的文化遺產與建築，讓大家能更深入瞭解這個能代表台灣的城市—台中。 

 

籌備一個大型聯合年會需要眾多的支持，我們由衷感謝台中市政府、信義房屋、南山人壽、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以及其他相當多單位的大力支持，也更感謝協助籌辦年會的老師與同學，大家都很辛苦，但相信大家的

努力一定讓這次聯合年會圓滿成功。 

 

祝各位來賓在會議期間一切順利，大家有個難忘的台灣經驗！ 

 

陳明吉 

亞洲不動產學會 2017 年年會主席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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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學會理事長彭建文教授 

各位尊敬的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理事及參與年會的所有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動產各界朋友們，大家有緣能夠齊聚在最宜居、

最熱情、最有文化氣息、且最具未來發展潛力的城市-台中，一起進行不動產相

關的政策理念、學術研究成果、以及不動產實務心得的交流與溝通，個人僅代表

住宅學會向諸位先進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與謝意，歡迎大家的蒞臨。 

 

這次住宅學會非常榮幸有機會能籌辦第九屆世界華人不動產年會，雖然籌備

過程極為艱辛，面臨極多的挑戰與不確定性，但所幸終究能一一克服困難，讓大

會能夠如期順利舉辦，此刻看到各位嘉賓的蒞臨與參與，我想這背後一切的付出

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此特別要感謝此次亞洲房地產學會與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聯合年會的兩位主席-陳明吉教授與陳淑美教授，以

及在幕後負責籌備工作的所有老師與同學們，沒有你們的努力付出，這次年會很難順利進行。同時，也非常感謝王

訶教授、Professor Robert Edelstein 與楊太樂總裁的積極協調與協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忱。此外，內政部、台

中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信義房

屋、南山人壽、富裔建設、麗寶建設，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公私部門在人力與財務上的大力挹注，更是促成本次會議

不可或缺的動力，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再次地歡迎與感謝大家的蒞臨參與，讓此次大會更為充實且增添光彩，此次大會所有演講、論壇、以及

學術論文的視野極廣且質量極高，相信所有與會嘉賓都可以在此學術盛宴中充分交流與學習，並且能夠滿載而歸。 

在此誠摯祝福所有嘉賓身體健康、萬事順利、鴻圖大展、收穫滿滿，也祝福大會一切順利，圓滿成功! 

 

 

住宅學會理事長  

彭建文教授，臺北大學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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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表 

2017 年 7月 10日(星期一) 

時間 AsRES (亞洲) GCREC (世界華人) 

08:30~09:00 報到 7F 報到 7F 報到 7F 

09:00~10:30 

AsRES 論壇： 

Young Scholar Matters 

(柏林廳)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香港廳、上海廳、 

東京廳、倫敦廳) 

 

 

 

台中建案參訪 

3F 集合出發 

 

 

 

博士生 

論文獎評選 

(紐約廳) 

 

10:30~10:45 茶敘 Coffee Break 7F 走廊+各廳 

10:45~12:15 

IRES 論壇：  

The Crisis and 

Housing Curriculum 

(柏林廳)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香港廳、上海廳、 

東京廳、倫敦廳) 

12:15~13:40 
午餐 Lunch  

(台灣廳) 

午餐 Lunch  

(台灣廳) 

博士生午餐 Lunch 

(1F 奇鮮) 

13:40~15:10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紐約廳) 
台中都市建設參訪 

3F 集合出發 
 

15:10~15:30 茶敘 Coffee Break 7F 走廊+各廳 

15:30~17:00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紐約廳) 

GCREC 理監事會議 

(3F 世紀廳) 

16:00~18:00 

歡迎茶會 

Welcome Party 

(台灣廳) 
17:00~18:00  

18:00~20:30 

AsRES 晚宴/論文獎 

(寶麗金酒店市政店 1F 金玉滿堂廳) 

 

VIP 晚宴 (Invited Only) 

(寶麗金酒店市政店 1F 金玉滿堂廳) 

 
 
*全程參加者，請在下午 5:45-6:00 於林酒店一樓門口集合，搭巴士到寶麗金酒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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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大會提供同步翻譯耳機供使用，請攜帶本人含有照片之證件現場交換翻譯耳機，感謝您的配合。 

2017 年 7月 11日(星期二) 

時間 AsRES (亞洲) GCREC (世界華人) 

08:00~08:30 報到 3F 

08:30~08:50 
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國際廳) 

貴賓致詞/大會主席陳明吉教授、陳淑美教授致詞 

08:50~9:2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國際廳) 

林佳龍市長 

全球化浪潮下台中城市經濟發展戰略 

9:20~10:1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國際廳) 

羅勃·席勒 Robert J. Shiller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Understanding Asset Price Inflation for the Residential, Equity and Bond Markets 

解析資產價格膨脹-住宅、股票和債券市場 

10:10~10:30 茶敘 Coffee Break 3F 走廊 

10:30~11:0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國際廳) 

呂桔誠 臺灣金融控股公司暨臺灣銀行董事長 

臺灣金融與經濟發展 - 對不動產市場的啟示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aiwan  

- Implications for the Real Estate Market 

11:00-12:10 

主論壇 Main Forum (國際廳) 

經濟變革與房地產市場：全球各地的經驗 

Economic Reform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Lessons from the Worldwide Experiences 

12:10~13:40 
午餐 Lunch (全球環球廳) 

VIP 貴賓(6F 仙侶廳) 

13:40~15:10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上海廳、東京廳、紐約廳) 

分論壇 1：國際不動產投資 

Forum 1: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國際廳)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巴黎廳、倫敦廳) 

15:10~15:30 茶敘 Coffee Break 3F 走廊+各廳 

15:30~17:00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上海廳、東京廳、紐約廳) 

分論壇 2：智慧城市與舊城再生 

Forum 2: Smart City and Old Town Revitalization 

(國際廳) 

Paper Sessions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巴黎廳、倫敦廳) 

18:00~20:30 AsRES Farewell and GCREC 晚宴(林酒店全球環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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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下午 5:30-6:00 於林酒店一樓門口搭車前往福容飯店用餐。 

 2017 年 7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AsRES (亞洲) GCREC (世界華人) 

08:00~08:50 
AsRES Board Meeting 

 (6F 奇緣廳) 

報到 7F   

08:50~10:20 

AsRES 

Fellow 論壇 

(6F 奇緣廳) 

參訪報到 

3F 集合 

Construction 

Project Visits 

分論壇 3： 

都市更新之推動機制 

The Mechanism to 

Promote and 

Encourage Urban 

Renewal 

(國際廳) 

分論壇 4: 

房價指數編制與應用 

Real Estate Price 

Index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世紀廳)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

紐約廳) 

10:20~10:40 茶敘 Coffee Break 3F、7F 

10:40-12:10 

分論壇 5: 

遇見城市裡的心建築 

Discover the Heart of 

the City Building 

(國際廳) 

分論壇 6: 

社會住宅與可負擔住

宅 

Social Housing and 

Affordable Housing 

(世紀廳)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

紐約廳) 

12:10~13:40 午餐 Lunch (全球環球廳)  

13:40~15:10 

都市建設參訪(英文導覽) 

3F 集合 

分論壇 7：  

永續健康智慧綠建築 

發展趨勢 

The Sustain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Smart Green Building 

(國際廳)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

紐約廳) 

15:10~15:30 茶敘 Coffee Break 3F、7F 

15:30~17:00 

分論壇 8： 

房地產稅制的效果： 

國際經驗比較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Taxes on Real 

Estate Marke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Experiences 

(國際廳) 

 

 

論文研討 

(柏林廳、香港廳、

上海廳、東京廳、

倫敦廳、巴黎廳、

紐約廳) 

18:00~20:30 GCREC 晚宴暨論文頒獎、表演活動  (福容飯店 1F 芙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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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議程與演講嘉賓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2017.07.11    8:50~9:20   國際廳 

講者    林佳龍／台中市市長 

講題    全球化浪潮下台中城市經濟發展戰略 

 

 

 

 

 

 

 

 

 

 

 

 

 

 

學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 

美國耶魯大學人文哲學碩士、政治學碩士、政治學博士 

臺灣臺中市市長、曾任臺灣立法委員、總統府副秘書長、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行

政院新聞局長、行政院發言人與國安會諮詢委員。 

對臺中市提出「生活首都、創意城市」之願景，並致力落實「大臺中一二三」－一條

山手線、兩大海空港、三個副都心－之政策，以交通及副都心之建設達到城鄉均衡發

展的效果，並推動舊城新生、招商引資、改善治安、打造幼有所養及老有所托等重大

政策。 

對市府行政團隊則提出「社會投資創新、縮短城鄉差距、照顧社會弱勢、行政效能革

新」等四大施政價值，帶領臺中市 2016 年榮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專文評為

「臺灣最宜居城市」，並獲得 2017 國家卓越建設獎之國土特別建設貢獻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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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羅勃·席勒 Robert J. Shiller / 耶魯大學教授，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講題     解析資產價格膨脹-住宅、股票和債券市場 

Understanding Asset Price Inflation for the Residential, Equity and Bond Markets 

 

羅勃·席勒 Robert J. Shiller／耶魯大學教授 

 

學歷： 

密西根大學學士 

MIT 經濟博士 

 

經濟學家，學者，暢銷書作家。專長在於財務市場、財務革新、行為金融學、財務經

濟學、總體經濟學、不動產、統計方法、公眾態度、選擇和市場的道德判斷等。目前

擔任耶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也是耶魯管理學院金融國際中心成員。他從 1980 年起

任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2005 年任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2006-2007 年任

東部經濟學會主席。他也是 MacroMarkets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經濟

學家。席勒和 Karl E. Case 教授研發的房價指數已經被編定為 S&P/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ices。 

他被視為新興凱恩斯學派成員之一，曾獲 1996 年經濟學薩繆森獎（Paul A. 

Samuelson Award），2009 年德意志銀行獎（Deutsche Bank Prize）。他是全世

界影響力前 100 的經濟學家。曾被提名 201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對資產價格實

證分析方面貢獻，與尤金·法馬、拉爾斯·彼得·漢森共同獲得 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的著作超過 10 本書，21 世紀財務（F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的專欄作家，

也是紐約時報經濟觀點（Economic View）的專欄作家。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2017.07.11    9:20~10:10  國際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7%82%BA%E9%87%91%E8%9E%8D%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8B%99%E7%B6%93%E6%BF%9F%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8B%99%E7%B6%93%E6%BF%9F%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9%AD%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85%A8%E5%9C%8B%E7%B6%93%E6%BF%9F%E7%A0%94%E7%A9%B6%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B6%93%E6%BF%9F%E5%AD%B8%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8%88%E5%87%B1%E6%81%A9%E6%96%AF%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93%E6%BF%9F%E5%AD%B8%E8%96%A9%E7%B9%86%E6%A3%AE%E7%8D%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6%84%8F%E5%BF%97%E9%8A%80%E8%A1%8C%E7%8D%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9%87%91%C2%B7%E6%B3%95%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0%94%E6%96%AF%C2%B7%E5%BD%BC%E5%BE%97%C2%B7%E6%B1%89%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8%B2%9D%E7%88%BE%E7%B6%93%E6%BF%9F%E5%AD%B8%E7%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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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2017.07.11    10:30~11:00  國際廳 

講者      呂桔誠 / 臺灣金融控股公司暨臺灣銀行董事長 

講題      臺灣金融與經濟發展 - 對不動產市場的啟示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aiwan - Implications for the Real Estate 

Market 

 

 

學歷： 

政治大學銀行系畢業 

西北大學 管理碩士 

 

呂董事長的金融生涯始於 1981 年的紐約銀行，銀行生涯資歷豐富，曾任京城銀行董事

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理事會理事、臺灣銀行董事長、財金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兆豐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臺灣省銀行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銀

行公會常務理事、臺灣期貨交易所董事、臺灣土地銀行總經理、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中華航空發展基金會董事、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比利

時聯合銀行臺灣區執行副總經理、法國國家巴黎銀行臺灣分行副總經理、美國紐約銀行

臺北分行副總經理、美國紐約銀行總行副總經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C%97%E5%A4%A7%E5%AD%B8_(%E7%BE%8E%E5%9C%8B%E4%BC%8A%E5%88%A9%E8%AB%BE%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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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論壇 Main Forum 2017.07.11  11:00-12:10   國際廳 

經濟變革與房地產市場：全球各地的經驗 

Economic Reform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Lessons from the Worldwide Experiences 

 

主持人：  

王訶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秘书长，约翰霍普金斯凯瑞商学院埃默里不动产与基建讲席教

授。曾任紐約大學巴魯克分校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王教授是亞洲不動產學會及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發起人之一，目前也是不動產領域

多本知名期刊的主編，包括：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美國不動產學會官方

期刊)、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亞洲不動產學會官方期刊)、以及不動產研

究 (世界華人動產學會官方期刊)。自 2008年起擔任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秘书长迄今。

王教授發表多篇論文於知名財務領域的期刊，與共同作者合著不動產投資信託，以及

亞洲企業在不動產及財務方面的教學個案。 

 

與談人： 

Martin Hoesli／日內瓦大學教授 

 

日內瓦大學不動產及財務學教授，並且曾在英國及法國擔任教授。他著有六本書，超

過 100 篇關於不動產的學術期刊，他也是歐洲不動產學會( European Real Estate 

Society , ERES )的主席和瑞士財務分析協會的理事 ( Swiss Financial Analyst 

Association ,SFAA )也曾任多所國際知名大學的訪問教授。也是多本知名期刊的主編。 

Yuichiro Kawaguchi／早稻田大學教授 

 

早稻田大學商業與財金系教授，同時也是日本不動產財務工程學會的副主席,日本財務

省財政制度委員會的成員。曾任 2013 年亞洲不動產會的主席。 Vice president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member of 

Japan Fiscal System Council. President of Asian Real Estate Society in 2013,  

2014-2017 擔任財金研究生院的院長。東京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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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熙明／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服務超過 35 年，教授不動產估價、住宅及都市管理。每年都在知

名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並且受邀到亞洲、中東、和非洲等許多大學授課和演講。

他擔任新加坡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住宅及發展部、國家發展部地產代理理事會、

財政部評估審查委員會和西海岸鎮委員會。他曾任亞洲不動產學會主席、泛太平洋

不動產學會主席、新加坡測量師和估價師學會委員。現在也是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

及亞洲不動產學會的理事。 

 

Man Cho／韓國發展研究所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韓國發展研究所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教學及研究領域為不動產財務、信用風

險評估、資產證券化。他同時也是韓國發展研究所規劃及外事部的副部長。 

在 2007 以前曾任職於房利美，他有許多管理和實務的經驗，主要在於不動產抵押

權證券的評價、擔保品估價、抵押貸款倒帳和提前清償的研究。任職於房利美之前，

他曾在世界銀行工作過，也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兼任教授，新加坡國立

大學訪問教授。他是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應用經濟與管理科學的博士，出版過相當

多的論文。 

張金鶚／政治大學地政系特聘教授 

 

先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 I .T）建築系及賓夕法尼亞大學（U. Penn.）都市

及區域計畫系，專攻房地產投資與住宅經濟政策，並獲得建築碩士與都市及區域計

畫博士。1987 年任教政治大學地政系，目前為特聘教授並兼任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

主任。1992-3 年曾受國科會獎助赴英國與瑞典客座研究房地產投資與住宅政策。

1997-8 年又獲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

學商學院房地產及都市經濟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04 年再獲國科會獎助赴日本明海

大學不動產科學院客座研究日本不動產證券化課題。2013-14 年受邀擔任台北市副

市長，負責督導都市發展、交通、工務、地政、財政及文化等相關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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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洪玉／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理事会

常务副主席。兼任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等学校房地产开

发与管理和物业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

人学会副会长、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顾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常务理事、亚洲房地产

学会（AsRES）理事（前会长）、北京市土地学会副会长、北京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

英国皇家特许资深测量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房地产经济学、房地

产金融与投资、住房政策和土地管理。 

 

 

Robert H. Edelstein／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自 1985 年起擔任加州柏克萊大學哈斯商學院房地產教授，曾任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

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房地產經濟學，城市財務問題，財產稅，證券化和房地產

資產市場全球化，最優抵押債務工具設計，可變利率抵押貸款。他在知名經濟和商業

領域的期刊發表很多文章，著力於商業和住宅不動產市場的分析。他曾任美國不動產

及都市經濟學會(AREUEA)的主席和理事，現任亞洲不動產學會理事。 

 

 

 

 

 

 

 

 



 

14 
 

主  題  全球不動產投資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主持人   

林祖嘉／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林祖嘉自 1988 年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在擔任教職迄今，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經濟學博士。林教授 1992-1995 年曾任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1999-2002

年擔任住宅學會理事長。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兩岸關係及住宅經濟。林教授著有多本

兩岸關係的書籍，並且在這領域有多篇期刊發表。林教授在 2012/10-2016/1 被當時

馬英九總統指派為陸委會主委，主管兩岸經濟事務，服務貿易協定、貨物貿易協定及

兩岸貿易糾紛解決等。2016 年 2 月被指派為國發會主委。現任教政大經濟系，並且是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理事。 

 

與談人  

Eamonn D'Arcy ／瑞丁大學漢利商學院教授 

 

現任英國瑞丁大學漢利商學院不動產及規劃學系副教授，他是國際不動產學會(IRES)

和歐洲不動產學會(ERES)的前主席和常務理事。他曾任歐洲公共不動產協會(EPRA)研

究委員會的主席和理事。他的教學和研究領域著重在不動產參與的國際化、不動產市

場分析的組織架構、不動產市場的結構變遷、在全球經濟下的不動產服務以及不動產

教育的未來等。 

 

Stephen Roulac ／魯克拉全球有限責任公司 Roulac Global, LLC 

 

 

分論壇 1   2017.07.11    13:40~15:10  國際廳 

 

魯克拉的公司提供創新創業策略的建議，擔任營建機構和財務機構的橋樑、串聯學術

和實務、科技和投資、智慧創新和創業。他服務的對象為投資者、公司、政府投資新

創公司，他是可信賴的策略顧問及促成許多高度複雜但成功的創業個案。參與全球超

過 100 個國家的大型投資案，為顧客創造價值。著有多本關於房地產投資、商業策略

和房地產倫理的著作，對於房地產有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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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A Sieracki／ KASPAR Associates Limited 

 Sieracki 博士在過去 30 年一直積極參與物業研究和投資管理。她擁有十多年的基金管

理經驗，在此期間，她創建了英國首個機構物業研究部門之一。她積極參與確定所有

投資類別的國際資產配置，特別是財產的角色和未來的競爭性表現。 

Sieracki 博士擁有自己的研究公司 KASPAR Associates Limited，KASPAR 的主要業

務重點是分析歐洲、美國和亞洲的房地產投資市場和物業組合投資計劃。 

Sieracki 博士是阿爾斯特大學建築環境學院的客座教授。是美國房地產協會，歐洲房

地產協會，Lambda 阿爾法榮譽土地經濟學協會前任國際主席，都市土地研究所歐洲

委員會，投資財產論壇和財產研究人員協會的成員。 

 

 

高波 /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现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兼任江苏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

不动产学会常务理事（前主席）、亚洲房地产学会理事等职。2010 年入选“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发展经济学》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 

 

梁嘉銳 /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經濟與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

畢業。2004-2005 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高級訪問學者（富布萊特獎學金），美

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並曾在史丹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和大阪

大學擔任過訪問教授。 

研究方向為全球宏觀與微觀經濟、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及房地產與城市發展。曾任許多

知名期刊的編輯委員，現在也是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及亞洲不動產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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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正義／仲量聯行總經理 

 

台灣仲量聯行總經理，除統籌台灣仲量聯行的整體經營管理外，也擔任亞太區董事，

參與跨國性不動產投資開發策略諮詢。專長於土地開發策略規劃、投資財務分析、

BOT 開發規劃及不動產招商投資，經常扮演企業領袖與政府重大投資規劃決策諮詢

的角色，在推動不動產國際化發展有卓著的成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都市及區域規

劃碩士，具有不動產估價師及不動產經紀人執照，以及英國皇家資深特許測量師

(FRICS)執照。擁有二十餘年的不動產顧問經驗，參與台灣高速鐵路土地開發總顧問、

遠雄集團台北巨蛋體育園區、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南港世貿展覽館、南港車站大樓

BOT、台北 101 大樓...等大型開發顧問與招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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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2   2017.07.11    15:40~17:00   國際廳 

主  題  智慧城市與舊城再生 Smart City and Old Town Revitalization 

主持人  

陳彥仲／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特聘教授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特聘教授，並擔任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CREC)常務理事。同時

兼任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都市系統及政策分析博士，研究專業為都市規劃、住宅經濟。曾任成功大學都市計劃

系系主任 (2005-2008)，亞洲不動產學會理事長(AsRES, 2010)，臺灣住宅學會理事長 

(2007-2010)，擔任學術期刊「都市與計畫」（TSSCI）、「運輸計畫季刊」（TSSCI）、「臺

灣土地研究」(TSSCI) 編輯委員。曾獲「都市計劃學會」計畫獎狀（學術類）(2004)，

國科會甲種獎勵及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近期主要研究著重於都市

高齡者居住安排及友善環境之改善，都市住宅可負擔能力之研究，全球化之中國城市

房價衝擊，能源科技之環境應用，以及智慧城市等等議題。 

 

引言人  

蕭景燈／台中市政府資訊長 

 

任職台中市政府負責統籌開放政府、數位匯流、資訊整合等業務外，並協調各局處在

智慧城市有關的計畫執行。為 90 年代台灣最早網路新創公司蕃薯藤數位科技共同創辦

人，並曾於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中心服務，主持數位典藏、防災資訊系統等研究

計畫，對於網路行銷、電子商務、社群網絡、創新服務等領域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蘇睿弼／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主任。蘇教授於日本留學期間，曾參與丹下健三都市建築研究

所的台中干城計劃國際競圖（1994）。2003 年返國曾任淡江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

授，2012 年起執行台中市舊市區多項再生計劃：「臺中市舊市區再生計畫研究案—臺

中市舊市區都市再發展行動計畫」（2012）、「臺中市臺灣第一省城-適居方城步行空間

改善計畫」（2013）、「臺中好行‧西城漫步－台中市民生藝文步道整合計劃」（2014）、

「中區青創銀行－空間活化資源盤點計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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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黃敏修／龍邑工程管理顧問公司總監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註冊執業都市計劃技師。逢甲大學都市計劃與空

間資訊系兼任助理教授。曾任台灣省都市計劃技師公會理事長及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期參與中台灣重要都市規劃與公、私部門土地開發計畫；近年重要參與計畫為台中市

水湳經貿園區計畫、台中市都市計劃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台中市區域計畫等專案之主

持人。 

 

Lorenz Goette／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pplied Micro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nn 

 

Lorenz Goette 為瑞士蘇黎世大學博士，目前於德國波昂大學應用經濟系擔任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教授。他的研究重點在個人行為領域，其中一個研究領域在於即

時回饋如何協助個體進行資源保護和節約的行為機制。這項研究在八個地區或國家進

行實驗，包括：澳大利亞、德國、新加坡和瑞士等。Goette 教授在許多國際頂尖期

刊發表論文，包含：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董紀昌／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中科院中国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中国 PPP 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大数据挖掘

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数量经济学

会副理事长、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先后获得卢

嘉锡青年人才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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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长春／北京大學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主任 

 

焦國安／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為 2006 年美國都會區規劃組織協會頒發的『國家傑出個人領袖獎』及同年美國聯邦

交通部與美國規劃協會共同頒發的『卓越運輸規劃獎』得主，成功大學土木系學士

及美國康奈爾大學運輸工程與規劃碩士。現擔任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提

供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系統整合策略及區域架構、區域治理、家訪調查、模型建立

與應用、策略規劃、公眾參與、溝通機制、決策支援系統、政策分析、資料整合、

社會經濟預測以及新技術在智慧生活應用等方面的諮詢顧問。 

 

柯秋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  

 

中國吉林大學英語語言學與文學學士學位（榮譽）學士，倫敦城市大學物理投資與

金融碩士，格林威治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格林威治大學建築與營建學院研究員，參

與由 Woolwich Plc 資助的住宅交易成本項目。在 2012 年 9 月加入巴特利特計劃學

院之前，她曾在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擔任房地產高級講師。 

研究興趣包括房地產金融，上市房地產行業的公司治理，直接和間接的房地產投資

和房地產市場。曾在知名國際期刊刊登了研究論文。例如：Journal of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Finance, Proper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Journal of Real Estate Portfolio,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等。 

 

 

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国

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国家注册土地估价师；主要科研方向

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研究房地产与城市

规划及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多次赴港台等地进行讲学。 

其代表作：《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中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评析与建议》、《中国

住房制度改革与区域政策》等被多方采纳。房地产估价和投资分析的理论方法被中

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作为培训教材，《土地估价相关经济理论与方法》被作为全国土

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的指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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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銓／億集科技負責人 

 

台灣國際物業總經理及億集科技總經理。逢甲大學土管系碩士畢業後，繼續攻讀土木

及水利博士學程。在建築產業深耕多年，由物業前期規劃到建築設施管理、六星級飯

店式社區服務管理外，亦投入於科技產業之 BIM 整合應用、iHOME 雲管家、IoT 智

慧建築、混合實境(MR)和室內定位技術等多面向專利技術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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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都市更新之推動制度 

The Mechanism to Promote and Encourage Urban Renewal 

主持人  

花敬群／內政部次長 

 

現任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曾任德明科大副教授。專長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投

資與管理、公共經濟學、都市發展及住宅政策。2016 年起由學界轉任內政部政務次長。

他長期關心社會脈動，曾任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常務理事。在學界任職期間長

期從事住宅負擔能力、房地產指數、住宅租賃市場、房地產市場價量關係的研究。任

職內政部政務次長後，極力推動社會住宅、老屋健檢、都市更新等。核心理念為「地

盡其利、地利共享」。花次長認為房地產市場是社會的縮影，健全的房市才有健全的社

會與經濟。 

 

引言人  

柳宏典／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局長 

 

 

現任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局長，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曾擔任新北市政府副

秘書長、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副局

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秘書。 

 

 

   

與談人 

祝文定／富裔實業董事長 

分論壇 3    2017.07.12    8:50~10:20  國際廳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國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德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亞瑟士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甲上林廣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

上市櫃公司富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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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奮平／東亞建經董事長 

 

東亞建築經理公司董事長，長期以來全心投入都市更新工作，尤其在協辦自主更新著

力更深。第一屆都市計劃高考及格。曾任職行政院經合會住宅及都市計劃小組及台北

市政府、加拿大多倫多都會區匹克林市都市計劃局局長，負責全市之規劃及建築管理

工作。80 年間中國文化大學擔任建築及都市設計系、所主任，並在文大、淡大、交大、

中華大學、中科大及福州大學等兼任教授。此外，曹教授經常參與有關都市發展之各

項諮詢、審議工作，曾擔任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內政部公共設施保留地督導

委員會委員、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內政部制定不動產交易法案專案小

組委員、台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台北縣縣政諮詢委

員及各縣市審查委員、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估價委員會委員等，目前擔任內政部及新北

市政府更新審議委員、消基會董事兼房屋委員及建經公會名譽理事長。 

 

許智文／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 

 

任職於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畢業於香港大學，並獲得一等榮譽、學術獎

及獎學金。後於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並獲贈全額英聯邦獎學

金。現任劍橋英聯邦信託基金委員會成員。他兼任海內外多家大學及研究機構的訪問

教授及客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房地產，城市土地及住房等，並在國際學術期刊

發表了多篇論文。 

許教授現任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專家小組及上訴審裁團（《建築物條例》）

成員，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物業及設施管理組主席。他亦是香港房屋協會監事會委員，

擔任許多知名國際期刊的主編及副主編。 

 

楊東朗／西安交通大學教授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土地学会

理事、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理事、中国房地产学者联

谊会主席团成员、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及国家土地督察局专家；陕西省房地产行业协

会、陕西省土地学会、陕西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常务理事；西安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副会

长等。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与住房政策等教学和研究工

作。主持完成国家基金、省部级项目 8 项，横向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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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琦／新加坡國立大學不動產系副教授 

 

廖文琦，房地產與都市經濟學者，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副教授暨副系主

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含房地產經濟與金融、都市暨區域

經濟、產業組織、勞動經濟等。著作發表於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及 Urban Studies 等學刊，同時是

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的編輯委員，並曾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訪問學

者，美國房地產與都市經濟學會年會論文審查委員，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最佳論

文獎審查委員以及空間計量經濟學會世界會議組委會委員。 

 

林洲民／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 

 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台北  2002-2014  

 仲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台北  1997-2014  

 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紐約  1995-2014 

 美國紐約市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1988-1995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及建築研究所兼任教授及駐校建築師 

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 J. M. Lin Architect, P.C. )於 1995 年成立於紐約，仲觀聯合建

築師事務所於 2002 年成立於台北，兩地團隊皆由林洲民擔任主持建築師。 

仲觀團隊在其他設計領域的豐碩成果，從博物館、交通運輸建設、表演空間、住宅與商辦、

學校、企業形象識別系統到公園與景觀設計等，以實驗性的建築設計與工法自我挑戰，企圖激

盪建築的各種可能。自2004 年起至 2013 年，仲觀團隊以長達九年的時間完成國立海

科館園區建築案，成功保存歷史建築並將其轉型為文化活動園區。 

2014 年，林洲民建築師獲邀加入柯市府團隊，擔任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主

要負責推動公辦都更、公共住宅及 2050 願景計畫。以其建築與城市規劃的專業能力，

與市府所有團隊同仁共同積極努力，透過與在地溝通，具體實踐臺北城市環境中的

居住正義，打造臺北邁向更宜居城市的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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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4    2017.07.12    08:50~10:20  世紀廳 

主  題   房價指數編制與應用 Real Estate Price Index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主持人    

張金鶚／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先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 I .T）建築系及賓夕法尼亞大學（U. Penn.）都市及

區域計畫系，專攻房地產投資與住宅經濟政策，並獲得建築碩士與都市及區域計畫博

士。1987 年任教於政治大學地政系所，目前為特聘教授並兼任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主

任。1992-3 年曾受國科會獎助赴英國與瑞典客座研究房地產投資與住宅政策。1997-8

年又獲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商學

院房地產及都市經濟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04 年再獲國科會獎助赴日本明海大學不動

產科學院客座研究日本不動產證券化課題。2013-14 年受邀擔任台北市副市長，負責

督導都市發展、交通、工務、地政、財政及文化等相關局處。 

與談人  

王榮進／營建署副署長 

 

王成機／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 

現職：內政部地政司 副司長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經歷：內政部科長、簡任技正 

李健銘／信義房屋研究員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研究員，出身傳統土木工程領域，過去研究方向為 BOT 專

案財務分析與自動化評估系統，進入信義房屋至今持續專注於房價指數研究逾 10 年時

間，熟稔房地產市場上中下游相關產業之發展與相互關係，專長為房地產市場景氣動

向研究與計量模型，並負責信義企業集團與學術機構之產學合作任務，著重於實務資

訊與學術方法的整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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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憲／屏東大學副教授 

 

現任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住宅學會理事、內政部統計委員會委員、屏東

縣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專長是不動產市場調查與分析、不動產指標編製、電腦

輔助大量估價、不動產資料採礦、不動產租賃管理、不動產強制執行等。自 1993 年

起即開始研究房價指數，隨後陸續參與國泰房地產指數、永豐銀行房價指數等指數研

發，同時亦協助內政部房地產景氣指標、住宅需求動向調查、空屋及餘屋調查統計等

計畫研製發布，2012 年起陸續為內政部住宅價格季指數、臺北市住宅價格月指數、臺

北市辦公室租金指數之計畫主持人至今。專精於電腦大量估價模型建置，2008 年協助

合作金庫銀行建置全行之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2016 年並取得臺灣第一件不動產電腦

大量估價發明專利，對非典型不動產估價及混合式估價模型有豐富經驗。 

 

鄭思齊／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 

 

鄭思齊現為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终身教职）。研究领域包括中國的城市经济学与城市

空间结构、城市發展、房地产市場等。入选 2015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名单。

近几年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研究、与企业合作课题研究 10 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一项，与美

国 UCLA 合作课题一项，参与建设部课题，与哈佛大学合作课题等。曾获得美国房地

产学会（American Real Estate Society）颁发的“第九届亚洲房地产学会年会（9th 

AsRES）最佳论文奖＂，以及 2003 中国房地产估价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著有《住房需求的微观经济分析》，作为副主编编著《房地产经纪服务——理论与实

践》。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楊靖／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教授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 MIHAYLO 商学院金融系教授，系主任。毕业于南京大

学数量经济学本科，美国科罗大多经济学硕士和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包括房地产市

场价格，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预售。在 Real Estat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 Economics 等杂志发表过多篇论文。曾经获得多个学术奖项，包括

2013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年度最佳论文，2010 和 2016 年 American 

Real Estate Society （美国房地产学会）最佳论文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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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荣／香港大学教授 

 

鄒廣榮為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築系首席教授、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主席。研究

的主要领域主要包括不动产经济及金融、房地产指数、城市规划分析等。邹博士的主

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实证研究，并为相关部门政策制定者及实践者提供了良好借鉴。发

表了超过 100 国际篇期刊论文，包括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不动产金融和经济

学杂志》、《城市研究》、《能源政策》、《建筑与环境国际期刊》、《环境与规划》、《国际

居住》等国际期刊上。在 1999 年，邹博士获得了国际不动产协会成就奖。在 1996

年，邹博士成为亚洲房地产协会的首任主席，并于 2000 年当选为国际不动产协会主

席。目前，邹博士是十多个同行评议期刊中的编辑委员会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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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5   2017.07.12    10:40-12:10  國際廳 

主  題  遇見城市裡的心建築 Discover the Heart of the City Building 

主持人  張麗莉／世界開發商投資者理事會理事長 

President（2017~2018）, FIABCI - World Council of Developers/Investors 

引言人  

張麗莉 理事長 

 

龍寶建設 張麗莉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名傑營造有限公司 董事長 

臻品藝術中心 董事長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 開發商暨投資者理事會(2017~2018) 主席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常務監事 

臺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第 12 屆 理事長 

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台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 常務監事兼探訪組組長 

2012 國家卓越建設奬─年度建築人物奬 

2013 榮獲世界不動產協進會(FIABCI)榮譽勲章 

2013 榮獲臺中市榮譽市民勳章 

2013 銘傳大學傑出校友 

 

與談人  

林勝忠 / 陸府建設副總經理 

 

中原大學建築系，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2008 年 陸府建設整合設計部特助 

2009 年 建築師高考及格 

2012 年 陸府建設開發部協理 

2016 年 陸府建設開發部兼整合設計部協理 

參與作品：  

2008  陸府藏穗 II(十一期) 

2008~2009  陸府臻綠 V(十期) 

2009~2011  陸府觀止(八期) 

2010~2012  陸府藏穗 III(十一期) 

2011~2013  陸府豐荷(八期) 

2012~2014  陸府花語(十一期) 

2013~2016  陸府原森(大里) 

2015~  陸府植森(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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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碧竣 / 精銳建設總經理 

 

現任精銳建設總經理 

28 歲創立廣告公司，長期與建築產業配合。2006 年進入精銳建設，並在接下來的 12

年間，致力於推展美宅價值，將藝術美學融入住宅生活，期望在創造品味空間的同時、

也打造城市美景。 

在她的推動下，落成於 2012 年的「AAM 精銳藝術館」，堅持不做藝廊、不營利、不

收門票，透過展覽分享更多文藝之美。今年更在戶外舉辦為期半年的「open fun 藝術

家駐村」活動，讓精銳成為最努力實踐「生活美學」的建設公司。 

 

陳聰徒 / 富立建設總監 

 

建築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使命，打造每一座理想的社區，成就每一位住戶的期望，

以建築造就城市的環境意象，讓都市景觀因此變美，在我的理念裏,這些是值得被實踐

的。 

即使經過多年，行經社區，我總不忘放慢腳步，看看這些有年齡的建築,經過歲月沉澱，

建物是否如新，景觀是否保持美好，如果有人說:這城市因為「富立」而更臻美好，那

應該我最珍貴的資產了……。            

 

黃位政／台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現職：台中教育大學專任教授兼林之助紀念館館長、管理學院院長 

      Professor, Dean of Collage of Management of NTCU and Director of  

      Lin, Chin-Chu Memorial Hall 

學歷：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畢業 

經歷：台中教育大學文創學系創系主任、文創設計中心主任，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教授、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創立首任主任、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第五屆理事長。

學術專長為，視覺藝術創作、空間藝術、公共藝術、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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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6    2017.07.12      10:40-12:10  世紀廳 

主  題   社會住宅與可負擔住宅 Social Housing and Affordable Housing 

主持人  

花敬群／內政部次長 

 

現任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曾任德明科大副教授。專長不動產市場分析、不動產投

資與管理、公共經濟學、都市發展及住宅政策。2016 年起由學界轉任內政部政務次長。

他長期關心社會脈動，曾任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常務理事。在學界任職期間長

期從事住宅負擔能力、房地產指數、住宅租賃市場、房地產市場價量關係的研究。任

職內政部政務次長後，極力推動社會住宅、老屋健檢、都市更新等。核心理念為「地

盡其利、地利共享」。花次長認為房地產市場是社會的縮影，健全的房市才有健全的社

會與經濟。 

 

 

引言人  

林洲民／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 

 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台北  2002-2014  

 仲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台北  1997-2014  

 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紐約  1995-2014 

 美國紐約市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1988-1995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及建築研究所兼任教授及駐校建築師 

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 J. M. Lin Architect, P.C. )於 1995 年成立於紐約，仲觀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於 2002 年成立於台北，兩地團隊皆由林洲民擔任主持建築師。 

仲觀團隊在其他設計領域的豐碩成果，從博物館、交通運輸建設、表演空間、住宅與商辦、學

校、企業形象識別系統到公園與景觀設計等，以實驗性的建築設計與工法自我挑戰，企圖激盪建

築的各種可能。自2004 年起至 2013 年，仲觀團隊以長達九年的時間完成國立海科館園

區建築案，成功保存歷史建築並將其轉型為文化活動園區。 

2014 年，林洲民建築師獲邀加入柯市府團隊，擔任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主要

負責推動公辦都更、公共住宅及 2050 願景計畫。以其建築與城市規劃的專業能力，與

市府所有團隊同仁共同積極努力，透過與在地溝通，具體實踐臺北城市環境中的居住

正義，打造臺北邁向更宜居城市的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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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葉劍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房地产估价与经纪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兼任耕地保护分会、科普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

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土地学会副会长、

香港大学建筑与房地产系荣誉教授（Honor Professor）、亚太住宅联盟 理事/发起人

（APHRN）、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FRICS）。 

 

 

劉曜華／逢甲大學副教授 

 

陳怡伶／美國懷俄明大學副教授 

 

美國懷俄明大學副教授，分別在兩系擔任教職: 政治、公共行政和國際研究學系以及

地理學系。研究以住宅的政治經濟學、性別與空間、和都市發展為主。最近進行研究

計畫為社會住宅政策形成和轉變：東亞、荷蘭和美國的比較研究。目前在阿姆斯特丹

大學人文地理、規劃和國際發展學系擔任訪問教授，研究阿姆斯特丹的社會住宅。 

 

 

 

 

 

逢甲大學都市計劃與空間資訊系副教授，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都市計劃博士，主要研究

領域為都市規劃史、非營利組織、區域發展政策、中台灣區域研究。並擔任台北市、

台中市、嘉義縣政顧問，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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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芳／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

问学者，曾獲 1996 年度申银万国证券教育工作者优秀奖。研究方向：投资经济理论

与政策、国际投资、房地产投融资。獲得多次教学奖励基金，及上海市决策咨询课题

獎項。 

 

柳宏典／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局長 

 

現任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局長，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曾擔任新北市政府副

秘書長、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副局

長、臺北縣政府工務局秘書。 

 

 

彭建文 /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彭建文，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 

 

彭建文，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主要專

長不動產經濟、不動產估價、不動產市場分析、住宅政策，目前並擔任住宅學會

理事長、住宅學報主編、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理事、台北市政府顧問、台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台北市政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台北市公共住宅委員會、新北市都

市更新審議委員、桃園市地價評議委員、消基會房屋委員會委員等社會服務工作。 



 

32 
 

 

分論壇 7  2017.07.12    13:40~15:10  國際廳 

主  題   永續健康智慧綠建築發展趨勢 

The Sustain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Smart Green Building 

主持人  

張芳民／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會長 

 

 

 

張芳民會長為現任生產力科技集團總經理、經濟部工業技術研究院顧問、台灣發展研

究院研究員、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會長。曾任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協助國內外企

業 1090 家企業診斷輔導訓練、企業再造經驗；曾擔任國家品質月全面品質提昇運動

總策劃。近年引領國外先進產業見學歐美日亞共 117 梯次。張芳民會長專長為投資策

略、經營策略管理、智慧城市與智慧綠建築、智慧型產業發展、專案管理、人力資源

發展。 

 

引言人  

邱崇喆／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邱崇喆先生現任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豐邑機構總經理。 

邱崇喆理事長畢業於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英國威爾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MBA。在台灣及亞洲不動產開發產業深耕 30 餘年，不動產經營開發經驗豐富。

尤其對於不動產產品多樣性發展、住宅社區經營發展都不斷創新，期以讓消費者感受

驚豔。此外，更致力於將最新建築科技、營建技術應用在建築規劃、建築工法、營建

管理，開發出『複合化工法』，將營建自動化、預鑄、預組、規格化設計等技術及觀

念綜合運用，以期縮短工期、降低人力成本、減少營建廢棄物。對於不動產產業界面

臨環保議題、技術人力資源短缺，提供良好之因應對策。 

 

 

與談人  

斎藤信吾 / SAITO Shingo 早稻田大學助理教授 

 

斎藤信吾為早稲田大学理工学部助理教授，主要在日本從事建築設計。著力於現代建

築(日本的建築運動)的研究。曾在瑞士蘇黎世 EM2N,建築設計工作室工作過，他從事

許多建築設計活動，並且曾在國立近代建築資料館、文化廳等地舉辦過展覽，並且獲

獎連連。2002「早稲田大学會津記念博物館」日本建築学会作品選奨，2003「Zig 

House/Zag House」日本建築学会作品選奨，2004「近藤内科病院」日本建築学会

作品選奨，2007「茅野市民館」日本建築学会作品賞／日本建築学会作品選奨／日

本建築家協会賞／日本建築業協会賞受賞，2008「谷間の日時計の家」日本建築家

協会優秀建築選受賞，2010 山鹿市立鹿北小学校(仮称)プロポーザル案一等，2011

「高崎市立桜山小学校」日本建築学会作品選奨，2011「茅野市民館」日本芸術院

賞受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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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 謙 Kimura Takeshi / 日本 A&A 總經理 （Building SMART 日本分會代表人） 

 

 

木村謙為 A&A Co., Ltd.產品開發部總經理，日本 Building Smart 分會會員。研發

建築信息管理系統軟體，將建築行業頂級的 BIM 軟件 Vectorworks Architect 地方

化符合日本建築師的設計的需求。同時他也研發評估建成環境微氣候的熱度的模擬

程式。他參與日本建築學會與 Building Smart 協會的活動，致力於將信息科技應用

在建築設計上，為建築師提供更好的設計工具。 

 

 

徐文志／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副董事長） 

 

徐文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副董事長 

徐文志建築師為現任行政院雲嘉南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

副會長，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副董事長，台灣建築發展學會理事長。曾任台灣省建

築師公會第十三屆理事長、台灣建築中心董事長、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徐

建築師的專長為建築設計、都更事務、爭議仲裁。徐建築師也在政府機構擔任委員，

貢獻專業。曾任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內政部綠建材標章評定委員會總召

集人、嘉義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都市設計委員/都市更新委、嘉義縣政府/都市計劃委

員/建築師懲戒委員/都市設計委員等。中正大學法學碩士。 

 

張正岳／瑞助營造董事長 （綠色智慧科技聯盟 理事長） 

 

 

張董事長長期從事工程技術與管理工作，有深厚的造詣及 21 年經驗；從繪圖員、監工、

工地主任、所長、經理晉升至副總職位，因具有强烈的事業心和進取精神，實事求是，

處事嚴謹，所以在 2004 年被指派當瑞助總經理，現任瑞助營造董事長，同時也是綠

色智慧科技聯盟理事長。中華營建管理協會中區分會會務委員、中華創新價值協會監

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及朝陽科技大學營建系諮詢委員、營造業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

進會第三屆副會長，並榮任第 16 屆金鋒獎傑出領導人。曾獲得台北市勞動安全獎特殊

貢獻獎、亞太企業精神獎之卓越成就獎、中部傑出經理人獎、臺北科大卓越校友等。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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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8    2017.07.12    15:30~17:00  國際廳 

主  題  房地產稅制的效果：國際經驗比較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Taxes on Real Estate Marke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Experiences 

 

主持人  

陳淑美／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教授。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地政學博士，獲得國

家科學委員會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研究專長為住宅經濟與政策、消費者行為、不

動產市場研究、不動產產業研究等，累積了多篇收錄於 SSCI 及 TSSCI 的期刊論文。

擁有 22 年教學經驗，曾獲任教學校傑出研究獎及教學特優教師獎，帶領學院通過

ACCSB 商管學院認證。此外，陳教授累積多年的社會服務資歷，擔任政府部門考試院

地政類科高普考試、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命題委員、地政士審議委

員會委員、各級縣市政府住宅諮詢審議委員會委員、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都市更新

委員會委員、區段徵收委員會委員、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等工作，為政策作出多項建

言。 

  

引言人  

林子欽／政治大學地政學系主任 

 

現任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主任。畢業於政治大學地政學系，以及英國瑞汀大學

（University of Reading）都市及區域研究學院。主要研究領域圍繞土地市場及其相

關政策。除了政治大學外，每年於桃園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不動產估價班」

以及「鄉村永續發展土地政策班」講授臺灣經驗。並曾擔任芬蘭奧圖大學 (Aalto 

University)以及德國布萊梅大學(Bremen University)訪問教授，講授「各國土地政策」

以及「土地經濟」課程。亦擔任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以及土地經濟學會理事長。文

章曾經刊登於 Land Economics, Land Use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以及台灣土地研究、住宅學報、都市與計劃等。2005 年獲頒內政部地政

貢獻獎、以及美國林肯土地政策學會（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大衛林肯研

究獎勵（David C. Lincoln Fellowship）。 

 與談人  

況偉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人民大學商學院財務與金融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博士。曾經擔任布朗大學經

濟學系訪問學者、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房地產經濟、

房地產金融、城市經濟。況教授多年來在產稅、地價與房價、市場結構方面有相當豐

富的研究論文，擁有許多來自中國實證研究的經驗。著有：《房地產與中國宏觀經濟》，

《壟斷、競爭與管制—北京市住宅業市場結構研究》等專書。目前為亞洲房地產學會

的理事以及美國房地產與城市經濟學會（AREUEA）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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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Shi／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 

 

為悉尼科技大学建築環境學院副教授，1991 年取得中國東南大學學士，2009 年取

得新西蘭梅西大學博士。2011 年獲得新西蘭財產學會學術獎。施博士在許多國際知

名期刊發表論文，包括：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Urban Studies, Housing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Real Estate Economic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and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等。目前是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理事，也是 Pacific Rim Property 

Research Journal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Markets and Analysis

等期刊的編輯委員。 

 

Gangzhi Fan／韓國建國大學副教授 

 

樊綱治，現任建國大學（首爾）房地產系副教授。2005 年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

系獲博士學位。2007-2010 年任職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副教授，2010 年

3 月加入建國大學（首爾）房地產系，主要研究涉及房地產投融資、住房經濟與政策、

城市經濟學。文章發表在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Urban studies、《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經濟學(季

刊)》等知名學術期刊上。 

 

 

Tyler Yang／美國安富金融工程集團 IFE Group 總裁 

 

楊太樂博士是美國安富金融集團的總裁和首席執行長，擔任企業的金融顧問，致力

於財務模式的開發、驗證與應用在貸款分析和投資組合工程方面，有超過 30 年的學

術界和產業界經驗。他的專長包括：管理風險資金、抵押貸款評價和資產擔保證券，

設計和執行對沖工具和策略以及開發企業界的風險報告系統。楊博士擁有兩項財務

工程的發明專利，他長期擔任美國聯邦房屋管理局的獨立精算師超過 10 年，也是全

球財務市場的專家顧問。他在相關財務與不動產的頂級期刊的發表了許多論文，而

且排名甚佳。同時擔任許多知名不動產期刊的共同主編，楊博士是世界華人不動產

學會的創始發起人之一，也是亞洲不動產學會創始副主席，因此他擔任兩個學會的

常務理事超過 10 年。他在北美、南北、亞洲、非洲組織舉辦過許多場有關於財務、

住宅和不動產相關的國際研討會。楊博士之前擔任過美國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的

資深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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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杰／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系主任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校講席教授），博導，上海財經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不動產研

究所執行所長，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投資系教授，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

復旦大學經濟學學士，挪威奧斯陸大學經濟學碩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學博士。

上海市曙光學者，上海市房地產行業首批領軍人才。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住房與城市研

究所兼職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曾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和復旦大學管

理學院工作，創立和主持復旦大學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在國際 SSCI 期刊發表論文 20

餘篇，在中文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近 100 篇。主持完成和在研 6 項國家級課題（含中英

國際合作重點專案 1 項）。出版中英文著作 5 部。獲得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一等獎等 8

次省部級科研獎勵。Urban Studies(SSCI)基金會理事、Housing Studies（SSCI）編

委。亞太住房網路執委會(APNHR)成員、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CREC）理事、城市

土地學會(ULI)中國大陸顧問。中國投資協會理事、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理事。世界銀行

和亞洲開發銀行特聘諮詢專家。經常為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城市與住房方面的政

策諮詢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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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討議程 

7/11(二) 13:40~15:10 場次 1-1. 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增長: 廖文琦，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EC16 Public Comments on Home-Purchase 

Restrictions and Its Effect on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A Text Mining Approach 

Enwei Zhu、Keyang Li、 

Jing Wu 

刘亚臣 

2 EC17 预期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综述 宋博通、宋晶晶   任洪浩 

3 EC21 Employment Formalization and Welfare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Income Tax and 

Heterogeneous Cost across Provinces 

Liu Yuwei、Fu Yuming、 

Liao Wen-Chi  

吴璟 

4 EC22 房地产大数据综合平台的应用及发展浅析  刘亚臣、包紅霏、何升融                廖文琦 

5 EC24 从经济增长视角下分析房价对城市适宜规模的影响-

一个理论拓展和实证分析 

李怡达                  余劲 

6 IN2 The Uncertainty of Housing Market and Housing 

Purchase in Urban China 

Honghao Ren、Jin Yu 廖文琦 

7/11(二) 13:40~15:10 場次 1-2. 房地產政策和發展: 叶剑平，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O25 城市更新拆迁补偿机制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魏凌、叶剑平 董纪昌 

2 PR3 Loss Aversion in the Housing Market: A New 

Paradigm 

Hua Sun、Zhaohui Li、 

Michael Seiler 

温海珍 

3 PR8 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异质收敛与调控政策研究 董纪昌、朱琳琳、何静、 

李秀婷              

叶剑平 

4 PR9 School District, Education Quality, and Housing 

Price:  Does“Sunshine admission”Policy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Education?  

Haizhen Wen、Yue Xiao、

Ling Zhang  

叶剑平 

5 MA6 購屋資訊搜尋後之行為意圖研究-以新屋入口網站平

台為例 

陳啟銘、陳淑美 温海珍 

6 MA7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達定額決議瑕疵效力之研究 柯貴勝、張智元 董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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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二) 13:40~15:10 場次 1-3. 房市政策與住宅環境: 陳杰，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30 A Policy Shock: The Panel Housing Price Model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Multi-field 

Perspectives and Spatially Visualizing  the 

Information 

Yen-Jong Chen、 

Wan-Zhen Wei  

陈杰 

2 PR31 The Panel Housing Price Model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Yen-Jong Chen、 

Wan-Zhen Wei  

陈杰 

3 OR19 住房市场结构对房价的影响研究 陈卓、陈杰       陳彥仲 

4 OR34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 of 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n Weizeng、Wu 

Jianfeng、Zheng Siqi 

陳彥仲 

5 OR13 Home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Health 

Outcomes: A Micro Household Survey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ZHAO Zhuohui、CHEN Jie 陈利根 

6 PR74 地方政府干预、工业地价市场化与产能过剩研究 黄金升、陈利根 郑思齐 

7/11(二) 13:40~15:10 場次 1-4. 房地產產業與金融: 林左裕，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EC15 購屋貸款變數與住宅市場關聯性之研究  江佳玟、林左裕  刘晓君 

2 EC39 中国城市住房市场运行质量评估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周小平、秦振扬、张英杰、 

赵琳祎 

刘传哲 

3 FI6 基于网络舆情的房地产预期指数构建和价格预测研究 郑长敬、马婷、李秀婷、 

董纪昌                   

周小平 

4 FI12 Housing Prices Fluctuation and Regional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Evidence from Jiangsu, 

China 

Fengyun Liu、Chuanzhe Liu 林左裕 

5 IN16 转型发展期房地产业发展系统评价研究 刘晓君、郭晓彤 李秀婷 

6 FI3 互联网金融对房地产融资的影响研究-以 P2P 借贷为

例 

康艺馨                  林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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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二) 15:30~17:00 場次 2-1. 房地產價格: 梁嘉銳，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18 基于 VAR 模型的陕西省人口结构对商品住房价格的

影响研究 

胡伟、刘晓君                   王健安 

2 PR19 住房市场嵌套结构与价格变动的多层模型实证研究 程亚鹏                  尚国琲 

3 PR24 What Does the House Price-to-Income Ratio Tell 

Us About the Housing Market Affordability: A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eung Ka Yui、Tang Chi Ho 程亚鹏 

4 PR27 Revisiting the Autocorrelation of Real Estate 

Returns 

Kuang Kuang DENG、 

Siu Kei Wong 

程亚鹏 

5 PO9 限制貸款成數的總體謹慎金融監理政策真能降低房價

嗎?房貸成長率與房市交易價量關係之研究 

王健安                  梁嘉銳 

6 LA6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尚国琲  梁嘉銳 

7/11(二) 15:30~17:00 場次 2-2. 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增長: 刘洪玉，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EC6 Migrant Wokers and Cities in China Daxuan Zhao 陈杰 

2 EC10 How does Sentiment Affect Housing Choice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Urban 

Household Data in China 

Zhaoyingzi Dong、Eddie 

C.M HUI、Shenghua JIA 

赵大旋 

3 EC11 Urban D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patial City-Level 

Panel Data Analysis 

Jie CHEN 、Qian Zhou 刘洪玉 

4 EC12 市场不确定性与房地产项目上市决策 朱恩伟 、李欣点、刘洪玉                 贾生华 

5 SM4 The Value of Going Green in the Hote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Beijing  

Li ZHANG、Jing Wu、 

Hongyu Liu、Xiaoling Zhang                  

许智文 

6 LA15 Trus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Use Policies:  

Percep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ur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Helen Bao、Lei Feng、  

Ye Jin、Scott Ziyou Wang 

许智文 

7/11(二) 15:30~17:00 場次 2-3. 住房保障與社會住宅: 陳淑美，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SO7 Urban Land Sale Revenue and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Housing: The Case of China 

Lu Liu、Gangzhi Fan、 

Yi Yu、Xiaoying Deng 

兰峰 

2 SO18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需求研究 吴开泽、陈琳、谭建辉 、 

李春霞 

陳淑美 

3 PR88 人口流动与商品住房价格波动-基于 35 个大中城市的

实证研究 

兰峰、吴迪  邓筱莹 

4 SO27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特征及其管理路径研究-兼论差

异化利率选择与信用跃迁 

王先柱、吴义东 兰峰 

5 SO28 住房公积金支持农民工购房的分层路径研究 王先柱、王敏、吴义东 谭建辉 

6 SO29 經濟弱勢家庭居住品質與住宅需求之研究 陳淑美 王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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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二) 15:30~17:00 場次 2-4. 環境與房價: 高波，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25 公佈降雨淹水模擬地圖對淹水區之鄰近地區住宅價格

之影響 

李春長、俞錚、梁志民                   江穎慧 

2 PR32 土壤液化潛勢區對房價之影響 呂哲源、張金鶚、江穎慧                  高波 

3 IN3 Education-Driven Housing in Jiaoyufication 

Areas: Bringing Cultural Capital into Rent Gap 

Theory 

Xiaoling Zhang、Qiyan Wu       余劲 

4 IN5 臺北市住房政策改进探析：来自美国的包容性区划的

借鉴 

郭净宇、林坚         高波 

5 LA49 工业用地“租税替代”与地方经济发展 王洁 江穎慧 

6 LA50 土地整治对扶贫效应探究 张舵 张晓玲 

7/12(三) 8:50~10:20 場次 3-1. 不動產金融: 吴璟，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FI29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风险评估及实证研究-以香港为

例 

沈梦佳、张利花 彭琪祿 

2 FI14 Portfolio Demand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Risk Hedging: Evidence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Housing Supply Elasticity 

Xiongchuan Lai、Fu Yuming 吴璟 

3 FI22 Market Sentiment Strategies and REIT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Yongheng Deng、Chi-Lu 

Peng、Desmond Tsang 

吴璟 

4 FI23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Competition for 

Scarce Capital: Evidence from U.S. Stocks and 

REITs 

Chongyu Wang 范垂爐 

5 FI24 Home Equity (HELOC) Lending: Modeling the 

Utilization and Credit Risk in a New Environment 

Liang Wei 张利花 

6 PR33 A New Data Source for Housing Price Index: The 

Case of China 

Keyang Li、Jing Wu 苻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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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8:50~10:20 場次 3-2. 房地產相關產業: 蔡怡純，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MA15 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的主要问题、经验借鉴与对策建

议 

苟亚曦、張英杰 王诤诤 

2 OR26 整合室內定位技術的BIM雲平台於建築生命週期之多

元應用 

張晉銓 吳明哲 

3 MA2 房地产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及其边际价值影响因素 張亦男 吳明哲 

4 FI41 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配置行为研究 王诤诤 蔡怡純 

5 IN1 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鲁渊、刘晓君 卢慧芳 

6 IN17 北京市房地产经纪行业监管困境与解决之道 张秀智 卢慧芳 

7 IN18 绍兴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黄昕岚、卢慧芳、曹裕如、 

唐哲渊 

張英杰 

7/12(三) 8:50~10:20 場次 3-3. 政策影響評估: 薛立敏，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MA4 从行为决策观点检视都市更新中交易成本的意函 张孟秋 薛立敏 

2 OR10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ity Chiefs' Turnover in China 

Hao Li、Jing Wu、 

Keyang Li 

杨赞 

3 OR12 Economic Incentive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Rural Migrants: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Approach for the Case of China 

Jie Chen、Wei Wang 薛立敏 

4 OR41 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杭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及设施 

研究 

高辉、谢诗晴 周美伶 

5 OR44 Is Medical Insurance Substituted for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Europe 

Zan Yang、Shuai Fang 高辉 

6 OR52 出行时间与车厢拥挤对公交出行行为的影响机制-基

于公交 IC 卡资料的研究 

郑思齐、罗茜 高辉 

7/12(三) 8:50~10:20 場次 3-4. 來自城市的房市發展證據: 程天富，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57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质量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

2000-2015 年人口抽样数据 

虞晓芬、徐筱瑜 程天富 

2 LA6 竞争强度、开发商预期与土地出让价格：基于杭州的

实证分析 

溫海珍、褚露虹 江穎慧 

3 SO21 基于禀赋效应的混合社区适宜收入差距分析：以北京

市混住小区为例 

夏方舟 江穎慧 

4 OR55 生产要素投入与产业生产率变化-基于 1999 年

-2015 年浙江省数据研究 

贾琴攀 溫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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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8:50~10:20 場次 3-5. 城鎮與居民: 林沛靜，上海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LA20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空间异质性及

其耦合关系-中原城市群的实证 

陈昱                   林沛靜 

2 LA22 中国土地城镇化文献分析及研究进展 吕立刚、李永乐、周生路、 

周兵兵、郭杰                 

王生力 

3 OR50 基於經濟學實驗的城市居民居住選擇交互關系實證研

究 

楊曉冬、武永祥、姚嘉玉 林士淵 

4 LA66 河北南部某矿山废弃地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及修复规划 王生力 楊曉冬 

5 LA40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县域经济的拉动效应研究-以浙江

省江山市与辽宁省盘山县为例 

张正峰、谭翠萍、梁育 陈昱 

6 LA54 上海工業用地減量化實施原因及相關對策分析-基於

工業用地集約化的角度  

邵逸琳、季钰文、韩璐 林士淵 

7/12(三) 8:50~10:20 場次 3-6. 土地利用: 洪志興，東京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LA11 大事件引导城市空间演进对地价的影响-以深圳大运

会为例 

苏黎馨、冯长春    洪志興 

2 OR47 河北省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与预测研究 郭爱请、尚国琲、秦岭、 

夏玉杰  

林超 

3 LA63 基于 BP-ANN 的石家庄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秦岭 尚国琲 

4 LA39 城市土地利用转型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林超 秦岭 

5 LA4 Study on Urban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nd 

Renewal Mechanism Based on Urban Land Use 

Evolution:A Case Study Of Nanjing in China  

Zhi Xiaojuan、Song Yuting 郭爱请 

7/12(三) 8:50~10:20 場次 3-7. 城市住房相關研究: 陈多长，紐約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16 一个新型城镇化试点镇的城镇化之路-温州龙港城镇

化模式案例分析 

陈多长、踪家峰                  陈兴海 

2 LA9 城市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适宜性研究 沈昊婧                  陈多长 

3 PO24 保障房社区的运营现状分析与管理对策建议-以北京

市为例                    

姜燕燕、张英杰、宁艳杰 踪家峰      

4 SO20 住房资助中的产权激励效应研究 崔光灿、陈兴海 陈多长 

5 SO22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开发模式及其选择研究 董春林、李业 崔光灿 

6 OR56 城投类企业参与 PPP 项目的案例研究-以杭州紫之隧

道为例 

陈欲辉 张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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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0:40~12:10 場次 4-1. 房價金融: 王健安，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FI37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研究-以苏州为例 田鹏许、周云、赵思琳、 

高秀梅 

王健安 

2 FI38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前瞻性信息披露与楼市预警 黄建中 田鹏许 

3 FI39 金融脱媒与中国房地产业融资结构转型 孟繁瑜 呂萍 

4 PR16 房地产首付比例与房价的关系及其差别化调控政策启

示 

赵祯、呂萍         孟繁瑜 

5 LA57 土地制度与土地价格 夏刚、梁川江、夏林楠 黃建中 

6 SO17 中国 2009-2015 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要素投入市场价

值测算 

宫兵、姚玲珍 夏刚 

7/12(三) 10:40~12:10 場次 4-2. 房價研究: 楊宗憲，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41 台北市夜市對周遭房價之影響 楊樺、張金鶚、江穎慧 楊宗憲 

2 PO26 对于我国房地产政策中单一项政策的量化评价研究-

基于 PMC 指数模型 

宋晨晨、張永安、王燕妮 张凌 

3 PR10 购物中心可达性对周边房价的时空影响：以杭州市为

例 

张凌、周剑涛 江穎慧 

4 IN15 未开发房地产用地转型优化刍议 刘芳圣、卢新海 張永安 

5 PR17 基于网络搜索偏好的房价预测研究 宋博通、宋晶晶 卢新海 

6 LA60 Land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Dynamic Welfare 

Compensation for Demolition in 

Neo-urbanization 

WU Fu-xiang、DUAN Wei 张凌 

7/12(三) 10:40~12:10 場次 4-3. 土地政策與發展: 杜金鋒，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LA42 Local Households’Land Development Paths 

Driven by Village Collectives: Understanding the 

Sprawl of Urbanized Villages in China 

Tong De、Wang Yanmei、

Wang Xiaoguang、 

Deng Xinhao 

林士淵 

2 LA43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Metropolitan Area: Evidence 

from Beijing 

Hou Jiahui、Hou Jiahui、

Zhang Jian 

仝德 

3 LA51 Land Policy, Resettlement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Shaanxi 

Province 

Jinfeng DU 章定煊 

4 LA16 工业用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

证检验 

葛家玮、屠帆、钟琴                張健 

5 PR61 西方土地政策研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前沿-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肖亮 章定煊 

6 LA28 基于社会公正理论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中国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调节金为侧重 

郑文博、江丽                  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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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0:40~12:10 場次 4-4. 農村與農戶問題研究: 楊賀雯，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LA29 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张雅婷、张占录                 楊賀雯 

2 LA33 农民集中居住的风险管理研究 温阳阳、张正峰                  谭建辉 

3 LA44 农村宅基地退出中的禀赋效应测度-以湖北省仙桃市

和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胡小芳 陈多长 

4 LA55 我国农地流转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常青 张占录 

5 OR42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来自广州的实证分析 

陈琳、谭建辉、张文英 楊賀雯 

6 OR46 城乡住房对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 金细簪、任天舟、張幀 杨钢桥 

7/12(三) 10:40~12:10 場次 4-5. 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增長: 林祖嘉，上海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54 中国超大城市区域住房子市场的兴起：基于北京房价

大资料的分析 

邹琳华 葛扬 

2 EC28 房地產投資對企業 R&D 投入及生產效率的影響 杨赞、杨鸿杰 高波 

3 EC40 房地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安全的影响-以上海市房

地产市场为例 

亓宗亙、封宇佳、曾金闽嘉 高波 

4 EC42 房地产市场与工业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

实证分析 

何君、刘晓曦、葛扬 杨赞 

5 EC43 金融冲击的区域效应-来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樊学瑞、高波 林祖嘉 

6 EC45 大陸地區家計單位租買選擇與強迫儲蓄對於消費支出
影響之估計 

林祖嘉、鐘韋竣 杨赞 

7/12(三) 10:40~12:10 場次 4-6. 房地產價格: 董紀昌，東京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65 預售屋降價能吸引買氣嗎？ 李尚華、張金鶚 周治邦 

2 PR64 Auctions, Tender and Negotiated Sales in the 

Recent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in Wellington  

Jyh-Bang Jou、YiBin Pan、 

Shi Song、James Young 

徐舒 

3 PO3 房地产限购政策效果评估 高雅、董志、李秀婷、董紀昌 郭冠宏 

4 PR75 需求结构、房价增长与市场调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

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孙伟增、徐舒、刘彩霞 董紀昌 

5 PO13 世界主要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建设回顾 陈剑、孙沁滢                  周治邦 

7/12(三) 10:40~12:10 場次 4-7. 房市與房價現象討論: 華昌宜，紐約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6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Housing Market with  

Friction 

Chang-I Hua Liow Kim 

Hiang 

2 OR15 Interconnectedness and Contagion in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Liow Kim Hiang、Yuting 

Huang 

廖文琦 

3 OR18 基于 AHP 模型的深圳市典型片区居住适宜性研究 韩念龙、梁凯  華昌宜 

4 OR20 The Dependence of Housing Prices 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en Household Quit Driving 

Kecen Jing、Wen-Chi Liao、

Daniel McMillen 

華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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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3:40~15:10 場次 5-1. 房地產稅制及城市財政: 林元興，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SM14 A Pigovian Approach to Accelerate Urban 

Regeneration 

Shwu-Huei Huang、 

Edward Y. Lin 

周治邦 

2 OR23 Planning Control System, Market Uncertainties, 

and the Timing of Housing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Yu Ka Hung、Chi-man HUI 林元興 

3 TA2 Property Tax Reform: Revenue Neutrality, Land 

Price,and Dystopia 

Peter Colwell、Ko Wang、

Jyh-Bang Jou 

許智文 

4 TA3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重蹈土地财政和地方

债务危机的覆辙吗？ 

毛春悦、曲卫东                  林元興 

5 TA5 我國不動產稅制之探討-以房地合一為例 洪靜宜 黃淑惠 

6 OR58 “深八条＂调控政策对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分析

研究 

曹文靜、王鋒、梁凱 黃淑惠 

7/12(三) 13:40~15:10 場次 5-2. 房地產金融與投資: 余熙明，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FI25 理性消費者期望效用極大化的最適房價 洪志興、鐘戊典 余熙明 

2 FI28 The Evaluation of Reverse Mortgages and 

Optimal Mortgage Payments 

Ming Pu、Gang-Zhi Fan、

Chunsheng Ban 

余熙明 

3 LA1 中國工業用地價格扭曲的測算：2006-2014 魏彩雯、张清勇 施松 

4 LA67 高度城市化區域土地整備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深圳

市為例 

雷日辉、刘颖 张清勇 

5 OR53 深圳市住宅價格影響因素研究 种晓丽、王锋、梁凯 洪志興 

7/12(三) 13:40~15:10 場次 5-3. 房地產價格: 陳彥仲，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29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nel Housing Pr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croeconomics and Spatial 

Visualization 

Yen-Jong Chen、Janice 

Wan-Zhen Wei 

刘晓君 

2 PR76 我国房地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资料的分析 

刘晓君、胡伟 崔光灿 

3 PR77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Taxes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on Urban Housing Pric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ANG Yan-fen 陳彥仲 

4 PR78 地王频现、信号传递与房价上涨-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

检验 

黃靜 贾士军 

5 PR79 基于片区市场租金折扣法的人才租赁住房定价-以深

圳市为例 

柳杨 袁淑湄 

6 PR81 建筑特征在住房租金中的分异规律及其对比研究  贾士军、常淮、崔文君、 

李晓靖  

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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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3:40~15:10 場次 5-4. 房價預測: 張金鶚，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91 两岸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因素互动关系比较研究 林佳颖、冯长春 張金鶚 

2 FI42 Price Dynamics of China’s Housing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Yu Wang、Bo Gao、Yu Jiang 柴铎 

3 PR60 中国区域住房市场房价和成交量的连锁反应研究:新

的观点与证据 

肖亮、冯长春 張金鶚 

4 PR63 房地产泡沫测度及城市内部的区域分异研究-以北京

为例 

王瑀琦、冯长春、赵芳菲 王宇 

5 PR80 中国城市房价异常波动的影响因素 张利花、虞晓芬 冯长春 

7/12(三) 13:40~15:10 場次 5-5. 房地產市場行為討論: 鄒廣榮，上海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21 Housing Pric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Yun Li 陈兴海 

2 PR28 Does Stock Price Inform Us the Housing 

Affordability? 

Tommy Chao Hung 

CHAN、Charles Ka Yui 

LEUNG 

鄒廣榮 

3 PR4 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变化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冯长春、楼梦醒      鄒廣榮 

4 PR42 To Sell or Not to Sell: The Strategic Supply in the 

New Housing Market 

Ling Li、XIAOHUI BAO, 

KWING WING CHAU 

范垂爐 

5 SM1 How the State-run Housing Finance System 

Affects the Urban Landscape in China: The Case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Jie Chen、Yanyan Zhang Yun Li 

6 LA61 應用模糊德爾菲法與分析網路程式法選擇公辦都市更

新類型之研究 

江明宜 陈兴海 

7/12(三) 13:40~15:10 場次 5-6. 房地產價格: 陳建良，東京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PR84 Housing Policy Induced Speculation Xiaolong Liu、Charles Leung 高波 

2 PR85 Buying Purpose and Housing Price Xiaolong Liu、Shijun Jia 蔡永順 

3 PR86 房价波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产业升级 高波、孔令池 刘逍遥 

4 EC1 人口結構、經濟波動、稅制衝擊與房市泡沫化 蔡永順、臧仕維、張俊評、 

宋政興 

江穎慧 

5 PO11 Analys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Income 

and Housing Wealth in Taiwan 

Chien-Liang Chen 臧仕維 

6 PR36 為何台北市房價上漲，租金不上漲? 楊博宇、張金鶚、江穎慧 陳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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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3:40~15:10 場次 5-7. 房地產市場分析: 郑思齐，紐約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SO24 中国房地产投资降低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吗？

-基于 267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金星、周燕、王盛 兰峰 

2 OR35 How Do Home Purchase Restrictions Affect Job 

Search of Elite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Weizheng Sun、Sisi Zhang、

Siqi Zheng 

胡金星 

3 SO26 青年群体住房租买选择及其购房压力研究 王先柱、吴义东 江明珠 

4 PR87 台中市次市場間房價之互動關係  江明珠、賴佩楨  郑思齐 

5 PR89 商品住房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化机理研究-以西安

市城六区为例 

兰峰、焦成才 江明珠 

6 PR90 基于 TVP-SV 模型的商品住房价格波动机理研究-以

深圳市为例 

兰峰、焦成才 王先柱 

7/12(三) 15:30~17:00 場次 6-1. 居住政策: 彭建文，柏林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17 臺灣年輕家戶的居住安排 林宜璇、彭建文                  江穎慧 

2 EC3 中国城市房价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董紀昌、高雅、李秀婷、董志、

宋子健、戴偉 

彭建文 

3 EC26 Understand Housing Demand in Urban China Daxuan Zhao、Sisi Zhang Gang-Zhi 

Fan 

4 EC30 限购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

行为的视角 

孙世然、杨赞 董紀昌 

5 EC32 Rising Housing Price and Chinese Industrial 

Transfer 

Yanyan Zhang、 

Gang-Zhi Fan 

赵大旋 

6 AR11 城市时空格局演变及动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冯丽娜 李秀婷 

7/12(三) 15:30~17:00 場次 6-2. 農地使用與農民選擇: 曲卫东，香港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45 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来自浙江

典型村的实证研究 

金细簪、任天舟、周家乐 柴铎 

2 LA65 浙江省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的影响-

基于 290 个村 773 户的实证研究 

谷晓坤、代兵、陈壁玉、柴铎 吳彩珠 

3 OR43 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主观地位认知与居住选择-基于

CLDS 的微观面板数据 

邹静、王洪卫 金细簪 

4 LA25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利益相关者作用研究 周琳、林坚、方晨宇、关长坤                  吳彩珠 

5 OR37 不同城鄉融合背景下農民工市民化的意願及實現途徑

研究 

吕萍、曹一川、柯奇銘 张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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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5:30~17:00 場次 6-3. 城市與觀光: 吳綱立，巴黎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49 金門傳統聚落建築形式與空間佈局對外部空間通風環

境之影響 

吳綱立、趙益萱 丁秀吟 

2 OR48 Developing an Assessment Model for Site 

Selection of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in the 

Planned BRT Corridor of Kinmen, Taiwan 

Kang-Li Wu 郭幸萍 

3 AR12 基于城市文化的旧街改造规划浅析-以太原柳巷为例 陈佩华、王诗雨 吳綱立 

4 AR2 遊客知覺價值、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以奇美博

物館為例 

郭幸萍、張茹馨 丁秀吟 

5 LA64 遊客知覺價值、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以臺南市

正興街為例 

郭幸萍、翁秀蕙 吳綱立 

7/12(三) 15:30~17:00 場次 6-4. 房地產金融與創新: 廖錦賢，倫敦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FI16 Do Principles Pay in Real Estate Crowdfunding? Tingyu Zhou、Denis 

Schweizer 

张凌 

2 FI18 Co-movement and Systematic Risk of Asian 

Securitized Real Estate: A Wavelet Analysis 

Xiaoxia Zhou、Kim Hiang 

Liow、Qiang Li、 Yuting 

Huang 

吳明哲 

3 FI19 影響壽險業房貸違約因素之研究 邱政憲、林左裕 Tingyu 

Zhou 

4 FI20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 T-REITs 股價影響

之研究 

吳明哲、鄭涵芳 林左裕 

5 LA21 Land Supply and Aggressive Strategy in China’s 

Urbanization 

Juanfeng Zhang、 

Yan Song 

Kim Hiang 

Liow 

6 FI11 基于实物期权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时机的实证研究 张凌、常欣 张娟锋 

7/12(三) 15:30~17:00 場次 6-5. 房市政策的量化衡量: 楊曉冬，上海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OR14 政府土地供应政策、行政调控政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

基于中国 35 个城市的证据 

江丽、张磊                   施昱年 

2 OR51 基于區域角度的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和經濟增長的關係

研究 

莊凱融、喬敏、葉劍平 楊曉冬 

3 LA35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辽宁省土地供给量预测研究 郭宝荣、笪可宁 陳上元 

4 TA4 空屋稅課徵制度制定對自然空屋、空屋持有成本與自

有住宅市場價量關係影響─以六都為例 

雷惠恩                  范垂爐 

5 LA14 基于大资料观测的中国土地＂三项改革＂研究 郑文博                  笪可宁 

6 AR1 以類神經網路學習增進 Green BIM 的最適化效度 陳上元、張淑芬                  葉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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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三) 15:30~17:00 場次 6-6. 住房保障與社會住宅: 方芳，東京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SO4 基于 F-H 模型北京市直管公房冲突研究  于淼、黃翊君 方芳 

2 SO8 住房公积金贷款证券化提前偿付风险分析-基于“杭

州公积金 2016-1”资产池的研究  

诸一晴、虞晓芬 刘贵文 

3 SO19 完善上海住房发展任重道远 葛震明、陈曦明、闻靖 呂萍 

4 SO23 基于成本收益法的公租房流动过程中货币补贴效率研

究 

张跃松、杨贝杰 方芳 

5 SO25 基於綜合定價模型的上海市公共租賃住房租金定價研 

究-以華虹苑項目為例  

方芳、陆雯婧， 谭雅轩 张跃松 

6 EC44 城市更新房地產開發專案的機會與挑戰分析-基於成

都和重慶的典型案例 

刘贵文、魏骊臻 张跃松 

7/12(三) 15:30~17:00 場次 6-7. 房地產市場改革: 李春長，紐約廳 

序號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評論人 

1 LA56 中国城乡住房市场融合：土地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

革 

钟荣桂、吕萍 林坚 

2 LA58 乡村建设：谁主导，农户福利更好？ 姚树荣、龙婷玉 张清勇 

3 LA30 个人特征、权力与官员土地腐败：基于 156 份判决书

的实证研究  

刘青、张清勇                 张秀智 

4 MA3 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型態與策略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高秉毅、謝博明                 姚树荣 

5 LA26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公平与效率 张雨榴、严金明                  李春長 

6 LA27 中国地方政策创新的包装与展示：崇州农地改革的案

例研究 

钟晓萍、张清勇                  姚树荣 

 

 

 

 

 

 

 

 

 

 

 

 



 

50 
 

最佳論文獎(Best Paper Awards) 

感謝易居企業集團贊助 

 

 

 

 

特等獎 1 名──獎金人民幣 20000 元 

一等獎 2 名──獎金人民幣 10000 元 

二等獎 4 名──獎金人民幣 5000 元 

三等獎 8 名──獎金人民幣 2500 元 

 

 

感謝南山人壽贊助 

2017 最佳論文特別獎 1 名 ──獎金新台幣 45000 元 

 

 

 

 

最佳不動產博士學位論文獎 

感謝安賦社會科學書院 

(Glob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GSSI 贊助) 

 

 

 

 2016 最佳不動產博士學位論文獎──獎金 2,500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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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建設項目參訪 

建築個案參訪 

 

興富發建設「台中國家一號院」 

 

在台中市市政路、河南路口推豪宅新案「台中國家 1 號院」，樓高 29 層、全棟 SRC 崗石外觀，是 60 米市政大道上

首棟地標型豪宅建築，國家級的設計品質，結合日本知名營建團隊大林組顧問，以 Art Deco 國際藝術風格設計，打

造不一樣的豪宅生活。 

 

挑高進 10 米、飯店式彩繪玻璃穹頂迎賓大廳、哥德式花窗列柱迴廊、29 樓雲端總裁國宴會所、無邊際泳池，走入

「台中國家 1 號院」，立刻感受一城之頂的奢華品味，興富發建設傾全力打造，成果令市場耳目一新。 

  

「台中國家 1 號院」規畫 86 至 102 坪，外觀選用純天然建材，結合戶外噴泉式的雕花欄杆，兼具通風與美觀；隱

藏樑柱設計，兼顧結構安全，最叫人驚嘆的是頂樓「無邊際游泳池」、SPA 區，邊游泳邊欣賞 7 期夜景，豪華氣派、

隱密性夠，展現工程團隊建築實力。 

  

是豪宅也是頂級招待所，「台中國家 1 號院」保留 29 樓最美景觀，打造頂級私人招待會館，有鐵板燒貼身料理區、

宴客廳、蒙地卡羅橋牌藝室、鋼琴 Lounge bar、威爾斯輕運動區等，完全滿足住戶宴客所需。 

「台中國家一號院」基本資料 

基地面積：697 坪 

坪數規劃：86、102 坪 

樓層：地上 29 樓，地下 6 樓 

總戶數：住家 102 戶，店面 1 戶 

基地位置：台中市市政路、河南路四段路口 

電話：04-2259-6166 

  

資料來源：興富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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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  大毅幸福館 

 

自發、幸福的社區推手凝聚社區向心力與成就感的感動 

以『大毅用心，幸福溫馨』為使命，大毅建設努力成為『幸福家庭的推手』。多年的社區經營與服務，近 3000 個家

庭逐漸凝聚而成「大毅家族」，促使我們思考：如何為大家建造一個平台，作為聚會、互動與學習成長的場所，提供

更優質的社區經營與服務，讓更多大毅住戶樂於參與、學習並永續成長，於是，2008 年「大毅幸福館」正式成立，

大毅家族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為了讓這份愛的祝福擴大，「大毅幸福館」2011 年 5 月起正式更名為「財團法人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持續在幸福

館、幸福二館、幸福三館及各教會據點（客西馬尼、台中聖教會、恩光堂），以「樂活環保」、「兒童教育」、「人文藝

術」、「健康律動」…主題推動『幸福家庭』相關活動，更擴大以社會關懷為宗旨，協辦生活文化活動、推廣終身學習

教育、參與社區文化再造、弱勢族群及青年學生關懷工作、贊助或配合其他公益團體之社會關懷相關活動或其他符

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我們真心期待透過「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的教育與學習，連結人與人、家與家、社區與社區的情感。從幸福家庭

的建構，推動幸福社區，進而幸福城市，讓人們都生活在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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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富發建設鼎盛個案 

 

榮獲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台中市河南路、市政北二路角地的興富發鼎盛 BHW 辦公大樓，位於七期辦公室供給市場。台中曾有近十餘年沒有

商辦的新建案，在買方需求持續累積，以及市政中心西移，七期規劃發展逐漸完善的情況下，使台中七期成為商辦

新熱區。興富發鼎盛 BHW 辦公大樓，基地緊臨老虎城，距大都會歌劇院 300 公尺、秋紅谷廣場 400 公尺，開車僅

需 5 分鐘即可抵達國道及快速道路，10 分鐘接駁高鐵烏日站，洽公便利，擁有良好的生活與交通機能。 

鼎盛 BHW 樓高 36 樓 ( 地下 7 層 )，總樓地板面積  31502 坪，辦公總戶數 231 戶，公共設施優質多樣。 

鼎盛 BHW 大樓基本資料 

地  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236、238 號  

(老虎城旁) 

建物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基地面積：1641.17 坪 

坪數規劃：60-900 坪 

總 樓 層：36F/B7 

總 戶 數：辦公 231 戶 

樓地高度：總高 4 米，淨高 2.6 米 

座  向：坐北朝南 

公 設 比：38% 

車道規劃：坡道式 

車位規劃：汽車 839 輛、機車 807 輛 

客 貨 梯：16 部客梯，1 部貨梯 

興建公司：興富發建設 

完工年度：2014/03 

使用分區：新市政中心第五種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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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建設參訪 

 

路線 1：台中舊城文化知性之旅 

 
柳川                     台中文學館               台中刑務所演武場 

 
春水堂創始店                  台中州廳 

 

路線 2：台中舊城文化體驗之旅 

 
勤美綠園道                范特喜綠光計劃 

 
審計新村               台灣太陽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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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3：台中公共建築鑑賞 

 

台中圓滿戶外劇場               台中市政府 

 

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            台中國家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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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組織介紹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簡介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lobal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ress, GCREC）是以促進世界華人在不動產業及相關領

域的研究、教育及發展為目的，依法在澳門註冊登記的非營利及非政治性學術組織，並定期在會員城市舉辦各類

學術或實務研討會。學會主要工作語言為中文。  

學會的主要工作目標是：  

1.鼓勵世界華人在不動產和相關領域進行教育、研究與發展，提高不動產業專業水準，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 

2.加強大專院校教授及研究人員與不動產業界及相關領域間的溝通和資訊交流；  

3.提升世界華人在不動產和相關領域內的職業道德與操守，強化為社會服務的能力。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的 17 位發起人都是在全球從事不動產教育的著名學者和企業家，他們是王訶教授（美國紐

約市立大學)、王洪衛教授（上海財經大學）、葉劍平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馮長春教授（北京大學）、華昌宜教

授（臺北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劉洪玉教授（清華大學）、李金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余熙明

副教授（新加坡大學）、楊太樂博士（美國安富金融工程公司）、林祖嘉教授（政治大學）、張金鶚教授（政治大學）、

張永岳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賈生華教授（浙江大學）、高波教授（南京大學）、施建剛教授（同濟大學）、

韓秦春博士（鴻隆控股有限公司）和黎寧副教授（澳門大學）。（按姓氏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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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組織簡介 

會長： 

陳淑美 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教授 

第一副會長： 

董纪昌 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 

副會長： 

姚玲珍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及不动产研究执行主笔 

秘書長： 

王  诃 讲座教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动产系主任及美国不动产研究学刊主编 

常務副秘書長： 

曲卫东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副秘書長： 

方  芳 副教授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上海国际银行金融专修学院院长 

陈  剑 博士      點石金點合夥人服務集團 

郑思齐 教授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及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 

崔  裴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房地产学院副所长 

石  薇 副教授      上海立信学院 

 

組委會委員 

王  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凱利商學院 

葉劍平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政策與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馮長春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不動產研究鑒定中心主任 

劉洪玉 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副院長、房地產研究所所長 

楊太樂 美國安賦金融工程集團總裁 

楊賀雯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主任 

余熙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 

張金鶚 政治大學地政系及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陳  杰 上海財經大學不動產研究所執行所長 

陳  劍 點石金融服務集團合夥人 

陳彥仲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 

林祖嘉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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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齊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 

彭建文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系教授 

程天富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 

高  波            南京大學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賈生華             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曲衛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董紀昌             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方  芳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上海国际银行金融专修学院院长 

黎  寧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 

楊東朗 西安交通大學教授 

虞晓芬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長 

梁嘉銳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邹广荣 香港大学首席教授 

 

專題演講委員會 

主席 王  訶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講座教授 

委員 陳明吉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 

羅伯特·埃德爾斯坦 

Robert H. Edelstein             

加州柏克萊大學房地產和城市經濟學中心榮譽教授 

 

論文審查委員會 

主席 蔡怡純            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教授 

高  波 南京大學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委員 鄭思齊            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 

黎  寧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 

楊東朗             西安交通大學教授 

曲衛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江穎慧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最佳論文獎評選委員 

最佳論文評選委員會 

主席 張金鶚 政治大學地政系及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劉洪玉   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副院長、房地產研究所所長 

委員 吴  璟 清华大学副教授 

陈  剑 上海點石金融集團 

温海珍 浙江大学副教授 

王先柱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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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纪昌 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鄭思齊 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 

梁嘉銳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王亞平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教授 

蔡怡純 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教授 

 余熙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 

  陳  杰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贾生华 浙江大學教授 

 林祖嘉 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符育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博士生論文評選委員會 

主席 賈生華 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委員 許智文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林祖嘉 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董紀昌 中國科學院大學院長管理學院副院長 

黎  寧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 

张嘉伟 美国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 MSCI 

             

論壇委員會 

主席 陳彥仲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 

林祖嘉 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委員 陳  杰 上海財經大學不動產研究所執行所長 

楊太樂 美國安賦金融工程集團總裁 

張麗莉 龍寶建設公司董事長 

彭建文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系教授 

邱崇喆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政策建言委員會 

主席 張金鶚 政治大學地政系及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馮長春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不動產研究鑒定中心主任 

委員 葉劍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余熙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         

林左裕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方  芳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院長 

參訪委員會 

主席 楊賀雯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主任 

委員 張志祥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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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執行團隊 

執行秘書長： 

江穎慧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 2017 年年會執行秘書長 

 

團隊成員：           

謝博明           長榮大學土地開發與管理系主任 

楊智元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蔡怡純           高雄大學金融管理系教授 

周美伶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彭蒂菁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系助理教授 

楊賀雯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主任 

王健安           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融學系主任 

朱南玉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助理教授 

陳彥仲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 

黃昭閔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楊宗憲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 

張晉銓           億集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洪志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學系主任 

彭建文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系教授 

吳明哲           台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陳靜怡           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助理教授  

林士正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主任 

莊士玉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專任助理 

張靜尹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周育如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專任助理 

戴政新           臺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環境系助教 

林韋良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碩士 

林怡伶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學生 

劉恭銘           逢甲大學博士 

林韋欣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學生 

劉禹宏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學生 

 

王俊傑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陳盛山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呂曜志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許枝旺             臺中市建築經營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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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簡介 

 歷史沿革 

臺中原為道卡斯族、巴布拉族（又稱拍瀑拉族）、巴則海族、洪雅族及泰雅族所住，並曾為大肚王國的根據地。明

鄭時期起陸續有漢人前往開發。1705 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張國因發現南屯一帶地沃水豐而著手墾荒，是臺中發

跡之始。清治後期，臺中改稱「臺灣縣」，並逐漸成為台灣中部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日治時期，始有「臺中」

之名，亦為臺中設「市」之始。早期，臺中被分為臺中縣及臺中市；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及臺中市合併升格

為直轄市，定名「臺中市」。臺中市位於臺灣中部。與周邊相對的地理位置上，北與苗栗縣、新竹縣接壤，南與彰

化縣、南投縣為鄰，東隔中央山脈與花蓮縣相鄰，東北有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之分水嶺毗鄰宜蘭縣，西望臺灣海峽

面臨。全市共 29 個行政區，總面積約 2,215 平方公里，設籍人口約 276 萬人。 

 

以「人本、永續、活力」為新中都發展願景，傾聽市民意見、實現市民主義，開放決策、透明監督，打造台中成為

「創意城市」與「生活首都」，開啟台中的城市復興運動。台中將成為中台灣展的火車頭，緊密結合周邊的彰化、

南投，發展創新產業與創造就業機會，讓「中部崛起」，帶動台灣新區域平衡發展的開始。台中市近年來已成為外

縣市居民移居的首選之一，從台中人口移入的成長率與居民平均年齡來看，台中都是一個全台灣最宜居生活也最朝

氣蓬勃的城市，台中在各項城市競爭力的指標上來看，都是突飛猛進。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與基礎下，未來能夠彰

顯出台中的特色與激發出更多潛能，讓台中成為亞太重要城市。 

景點介紹 

臺中市對古蹟的保存不遺餘力，完整保留了日治時期棋盤式街道、具有兩百年歷史的樂成宮、雕工華麗且香火鼎盛

的城隍廟，以及三殿式格局的萬和宮、古蹟-張廖家廟，以及迄今同樣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大甲鎮瀾宮，在在都讓人

發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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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與傳統相互融合，在尋古訪幽之餘，臺灣美術館、自然科學博物館與臺中市文化局共築成美學、文化與知識的

鐵三角，不僅激盪出人們內心對美的感受與對科學的求知渴望，從真善美心靈的提升，更營造出優質的休閒生活！ 

 

林立的百貨公司、各有特色的商圈、各色陳列的精品名店、濃濃歐式風味的精明商圈，以及美術園道的椰林餐廳，

都讓臺中市有如巴黎香榭大道的優雅浪漫，滿足所有追求時尚的品味饗宴。 

充滿文化饗宴的臺中城市，將帶給人們驚豔又餘味繚繞的旅程，歡迎來到台中市，這座美麗又熱情的城市，我們以

最誠摯的心與您分享，希望能帶給您最深刻的感動！ 

  

 台中觀光旅遊網 

 http://travel.taichung.gov.tw/zh-tw 

   

   

    

 

http://travel.taichung.gov.tw/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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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酒店會議場地樓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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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交通工具資訊 

台中市區交通以四通八達的公車線網絡及計程車為主，能夠順利又快速地抵達目的地。若需要前往其他地區，台中

市亦有台灣鐵路及台灣高鐵可供乘客選擇，而台鐵站及高鐵站均可藉由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到達。以下為計程車搭乘

方式、台中市公車網絡及其他相關資訊： 

  

(1) 台中市公車路線網 

台中市公車路線查詢: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7,161,5 

台中市公車路線網非常完整，連結網站可直接查詢由各大捷運站前往各地區的公車號碼及搭乘位置，搭乘費用約為

單程新台幣 15~30 元。 

 

(2) 計程車服務 

台中居民的另一種轉乘交通工具為計程車(Taxi)，車身為黃色，車頂設有計程車指示燈；計程車服務項目包括指定目

的地搭載服務、機場接送、飯店接送等。搭乘方式：在路邊看見有計程車經過時，揚手招呼並告知其目的地即可；

另外，當搭乘時間確定時，亦可先以電話預約方式叫車或網路叫車，並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等候相同編號之計程車

即可。搭乘費用：一般以跳表方式計價，日間車資：新台幣 70~75 元/公里，夜間車資：新台幣 90~95 元/公里。

另外，若為機場包車通常可另議優惠價格，不需以跳表方式計價。 

  

 計程車叫車電話： 

車行名稱 叫車專線 

台灣大車隊  55688 

國通無線電台 +886-4-2375-8383 

臺中計程車無線電台 +886-4-2246-5555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7,161,5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7,161,5
http://www.taiwantaxi.com.tw/taiwantaxi/pages/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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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協辦單位 

政府贊助單位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科技部 

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教育部 

特別贊助-鑽石級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人壽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白金級 

富裔實業 

麗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金級 

億集科技有限公司 

國泰人壽 

國泰建設 

國泰世華銀行 

台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協會 

協辦單位-銀級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瑞丁大學漢利商學院 

安賦社會科學書院 

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68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雅比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陸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富群房屋有限公司 

協助單位 

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精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Homer Hoyt Institute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瑞商學院 

崑山科技大學 

豐邑建設(股)公司 

房地王 

慶仁建設(股)公司 

富旺國際開發(股)公司 

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 

豐境建設有限公司 

大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富宇建設機構 

登陽建設有限公司 

宏銓建設(股)公司 

順天建設(股)公司 

寶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惠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林鼎實業(股)公司 

鉅泰建設(股)公司(成中恆營造(股)公司) 

鴻邑建設有限公司 

佑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寶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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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林營建機構 

華太建設(股)公司 

時代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根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建設事業開發(股)公司 

敬業建設(股)公司 

久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惠宇營建機構 

惠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豐穀建設開發(股)公司 

風尚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親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磐興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川睦建設開發(股)公司 

鄉林建設事業(股)公司 

宇騏工程有限公司 

捷成地政士事務所 

張宏禮地政士事務所 

鴻維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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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邀請名單 

論文邀請名單 

 

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1 金烨 China Credit Assets Registry & Exchange 

Co.,LTD(中国信贷资产登记流转有限公司) 

職工 

2 吴开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讲师/博士 

3 代兵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4 王洪卫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教授 

5 谷晓坤 上海交通大学 助研 

6 陈兴海 上海师范大学 副教授 

7 金颖婷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8 黄建中 上海师范大学 副教授 

9 崔光灿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10 黄静 上海师范大学 副教授 

11 王诤诤 上海师范大学 讲师 

12 邓筱莹 上海财经大学 助理教授 

13 邹静 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生 

14 王伟 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生 

15 张燕燕 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生 

16 亓宗亘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17 方芳 上海财经大学 副教授 

18 王诗雨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19 周倩 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后 

20 季钰文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21 邵逸琳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22 陆雯婧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23 陈佩华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24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25 封宇佳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26 苗蕾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27 曾金闽嘉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28 韩璐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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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29 唐哲渊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30 黄昕岚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31 姚玲珍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32 曹裕如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生 

33 卢慧芳 上海财经大学 副教授 

34 陈卓 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生 

35 谭雅轩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36 宫兵 上海财经大学/淮北师范大学 博士生/讲师 

37 葛震明 上海学尔森学院 院长 

38 丁祖昱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副院长 

39 李然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总监 

40 林超 山西财经大学 讲师 

41 魏玲 广东工业大学 讲师 

42 李臻懿 广东中山大学 学生 

43 贾士军 广州大学 教授 

44 边艳 广州大学 讲师 

45 张文英 广州大学 硕士生 

46 陈琳 广州大学 教授 

47 谭建辉 广州大学 副教授 

48 常淮 广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49 游士仪 广州中山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 

50 柴铎 中央财经大学 讲师 

51 丰雷 中国人民大学 系主任/教授 

52 张舵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53 王洁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生 

54 吕萍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55 钟荣桂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56 毛春悦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生 

57 刘青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58 曲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59 江丽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60 张正峰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61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62 郑文博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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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63 魏彩雯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64 张孟秋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65 李怡达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66 于淼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67 叶剑平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68 张占录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69 张雨榴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70 张跃松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71 杨贝杰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72 柯奇铭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73 夏方舟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 

74 曹一川 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生 

75 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76 魏凌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 

77 王佳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78 张书海 中国人民大学 助理教授 

79 陈欢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80 侯嘉慧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生 

81 施昱年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82 谭翠萍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83 张秀智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84 孟繁瑜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85 赵大旋 中国人民大学 助理教授 

86 冯丽娜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生 

87 严金明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88 张磊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89 李春霞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90 张艺璇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91 杨柏文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生 

92 赵祯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93 张雅婷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 

94 温阳阳 中国人民大学 在读博士生 

95 钟晓萍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96 艾 刚 中国地质大学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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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97 郑新奇 中国地质大学 教授 

98 刘丰云 中国矿业大学 讲师 

99 李秀婷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讲师 

100 高雅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生 

101 朱琳琳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 

102 董纪昌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103 董志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生 

104 马婷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 

105 何静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生 

106 宋子健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生 

107 戴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生 

108 郑长敬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博士 

109 袁南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讲师 

110 赖雄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讲师 

111 康艺馨 北京大学 学生 

112 林坚 北京大学 教授 

113 楼梦醒 北京大学 研究生 

114 冯长春 北京大学 教授 

115 肖亮 北京大学 研究生 

116 周琳 北京大学 硕士生 

117 王瑀琦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118 张亦男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119 沈昊婧 北京大学 博士后 

120 苏黎馨 北京大学 学生 

121 郭永沛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 

122 郭净宇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123 邓鑫豪 北京大学 学生 

124 赵芳菲 北京大学 研究生 

125 王晓光 北京大学 博士 

126 王艳梅 北京大学 研究生 

127 方晨宇 北京大学 硕士生 

128 仝德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副教授 

129 张健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130 宋晨晨 北京工业大学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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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131 张永安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132 周小平 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133 赵琳祎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生 

134 秦振扬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生 

135 宁艳杰 北京林业大学 副教授 

136 张英杰 北京林业大学 博士,讲师 

137 姜燕燕 北京林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138 苟亚曦 北京林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139 龙婷玉 四川大学 硕士研究生 

140 姚树荣 四川大学 副教授 

141 胡小芳 华中农业大学 副教授 

142 杨钢桥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143 胡银根 华中农业大学 副教授 

144 卢新海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145 刘芳圣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146 崔裴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7 吴启焰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148 胡金星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149 张传勇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150 王丰龙 华东师范大学 讲师 

151 望晓东 华南农业大学 副教授 

152 王成芳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153 申展飞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54 林若晨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55 丁晓欣 吉林建筑大学 教授 

156 王先柱 安徽工业大学 教授 

157 吴义东 安徽工业大学 研究生 

158 王敏 安徽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159 云里 江西中医药大学 教授 

160 任洪浩 西北工业大学 副教授 

161 余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162 杜金锋 西安交通大学 副教授 

163 鲁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学生 

164 刘晓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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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165 胡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博士生 

166 郭晓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学生 

167 刘璐 西南财经大学 副教授 

168 蒲明 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 

169 徐舒 西南财经大学 副教授 

170 何升融 沈阳建筑大学 学者 

171 杨璐 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 

172 笪可宁 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 

173 郭宝荣 沈阳建筑大学 研究生 

174 刘亚臣 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 

175 程亚鹏 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 

176 夏玉杰 河北地质大学 学者 

177 尚国琲 河北地质大学 教授/院长 

178 秦岭 河北地质大学 副教授 

179 王生力 河北地质大学 主任 

180 郭爱请 河北地质大学 教授 

181 宋雨婷 河海大学 研究生 

182 支晓娟 河海大学 副教授 

183 踪家锋 南开大学 教授 

184 高波 南京大学 教授 

185 葛扬 南京大学 教授 

186 吴福象 南京大学 教授 

187 王宇 南京大学 副教授 

188 蒋彧 南京大学 副教授 

189 王辉龙 南京大学 副教授 

190 段巍 南京大学 博士生 

191 孔令池 南京大学 博士生 

192 樊学瑞 南京大学 博士生 

193 何君 南京大学 博士生 

194 刘晓曦 南京大学 博士生 

195 周生路 南京大学 教授 

196 黄金升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生 

197 郭杰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198 陈会广 南京农业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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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199 陈利根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200 关长坤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生 

201 李永乐 南京财经大学 副教授 

202 吕立刚 南京财经大学 讲师 

203 张耀宇 南京邮电大学 讲师 

204 吴建峰 复旦大学 副教授 

205 赵卓慧 复旦大学 副教授 

206 孙沁滢 点石金融服务集团 管理培训生 

207 陈剑 点石金融服务集团 管理合伙人 

208 夏刚 贵州财经大学 副教授 

209 梁川江 贵州财经大学 高级工程师 

210 陈昱 郑州轻工业学院 副教授 

211 魏骊臻 重庆大学 博士生 

212 刘贵文 重庆大学 教授 

213 贾生华 浙江大学 教 授 

214 周剑涛 浙江大学 研究生 

215 常欣 浙江大学 研究生 

216 褚露虹 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 

217 董照樱子 浙江大学 博士生 

218 肖月 浙江大学 博士研究生 

219 温海珍 浙江大学 副教授 

220 张凌 浙江大学 副教授 

221 张娟锋 浙江工业大学 副教授 

222 高辉 浙江工业大学 副教授 

223 谢诗晴 浙江工业大学 硕士 

224 葛家玮 浙江工业大学 学生 

225 陈多长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226 张利花 浙江工业大学 老师 

227 董春林 浙江工业大学 研究员 

228 虞晓芬 浙江工业大学 副校长 

229 张祯 浙江工业大学 学生 

230 金细簪 浙江工业大学 讲师 

231 任天舟 浙江工业大学 博士生 

232 周家乐 浙江工业大学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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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機構/服務單位 職稱 

233 钟琴 浙江工业大学 研究生 

234 屠帆 浙江工业大学 副教授 

235 陈壁玉 浙江工商大学 学士 

236 田鹏许 苏州科技大学 讲师 

237 赵思琳 苏州科技大学 学者 

238 宋博通 深圳大学 博士后 

239 宋晶晶 深圳大学 硕士研究生 

240 柳杨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助理研究员 

241 梁凯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研究人员 

242 韩念龙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博士 

243 雷日辉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助理研究员 

244 刘颖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部长 

245 吴淑萍 清华大学 博士生 

246 张莉 清华大学 博士生 

247 方帅 清华大学 硕士生 

248 李欣点 清华大学 硕士生 

249 孙世然 清华大学 硕士研究生 

250 吴璟 清华大学 副教授 

251 李科杨 清华大学 硕士研究生 

252 李昊 清华大学 博士研究生 

253 杨鸿杰 清华大学 硕士研究生 

254 杨赞 清华大学 副教授 

255 王燕妮 清华大学 博士后 

256 刘洪玉 清华大学 教授 

257 朱恩伟 清华大学 博士生 

258 赵大旋 暨南大学 助理教授 

259 刘诗濛 暨南大学 副教授 

260 孙伟增 暨南大学 副研究员 

261 张思思 暨南大学 副教授 

262 刘彩霞 暨南大学 博士生 

263 邹广荣 香港大学 教授 

264 黄绍基 香港大学 副教授 

265 邓旷旷 香港大学 博士生 

266 李玲 香港大学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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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梁嘉锐 香港城市大学 副教授 

268 张晓玲 香港城市大学 副教授 

269 陈钊泓 香港城市大学 硕士生 

270 邓志豪 香港树仁大学 教授 

271 许智文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272 余家鸿 香港理工大学 硕士生 

273 彭琪祿 中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副教授 

274 江明珠 雲林科技大學 副教授 

275 林元興 文化大學 教授 

276 吳明哲 台中科技大學 教授 

277 鄭涵芳 台中科技大學 碩士生 

278 黃淑惠 台中科技大學 教授 

279 林宜璇 臺北大學 博士候選人 

280 彭建文 臺北大學 教授 

281 江明宜 臺北大學 博士生 

282 周治邦 臺灣大學 教授 

283 潘毅斌 臺灣大學 博士生 

284 謝博明 長榮大學 副教授 

285 高秉毅 長榮大學 博士生 

286 吳彩珠 長榮大學 副教授 

287 宋政興 亞洲大學 碩士生 

288 張俊評 亞洲大學 助理教授 

289 臧仕維 亞洲大學 教授 

290 蔡永順 亞洲大學 副教授 

291 Janice Wan-Zhen Wei 成功大學 碩士 

292 陳彥仲 成功大學 教授 

293 雷惠恩 成功大學 碩士 

294 華昌宜 國土規劃暨不動產資訊中心 教授 

295 郭幸萍 南台科技大學 教授 

296 張茹馨 南台科技大學 碩士生 

297 翁秀蕙 南台科技大學 學生 

298 李春長 屏東大學 教授 

299 俞錚 屏東大學 學生 

300 蕭士傑 政治大學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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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劉家伶 政治大學 研究助理 

302 楊樺 政治大學 學生 

303 黃怡潔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04 呂哲源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05 朱智揚 政治大學 研究生 

306 江穎慧 政治大學 助理教授 

307 張金鶚 政治大學 教授 

308 楊博宇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09 林士淵 政治大學 副教授 

310 翟珮慈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11 江佳玟 政治大學 博士生 

312 林左裕 政治大學 教授 

313 邱政憲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14 李尚華 政治大學 博士生 

315 谷元 政治大學 學生 

316 黃麟雅 政治大學 碩士生 

317 林祖嘉 政治大學 教授 

318 洪志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副教授 

319 鐘戊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博士生 

320 吳綱立 金門大學都市計劃與景觀系 副教授 

321 陳啟銘 崑山科技大學 碩士生 

322 陳淑美 崑山科技大學 教授 

323 鄧筱蓉 清華大學 助理教授 

324 張晉銓 逢甲大學 博士生 

325 陳上元 逢甲大學 副教授 

326 張智元 逢甲大學 副教授 

327 柯貴勝 逢甲大學 博士生 

328 洪靜宜 彰化師範大學 研究生 

329 陳建良 暨南大學 教授 

330 王健安 暨南大學 副教授 

331 Denis Schweizer Concordia University(康考迪亚大学) 副教授 

332 Tingyu Zhou/周婷昱 Concordia University(康考迪亚大学) 助理教授 

333 Liang Wei CoreLogic Senior Director 

334 Hua Sun/孙华 Iowa State University(爱荷华州立大学)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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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郑思齐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副教授 

336 Chris Malonea Massey University(梅西大学) 高级讲师 

337 Desmond Tsang McGill University(麦基尔大学) 副教授 

338 Chunsheng Ban 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 副教授 

339 Zhaohui Li/李朝晖 Old Dominion University(老道明大学) 博士研究生 

340 Michael Seiler 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威廉玛丽学院) 教授 

341 Chongyu Wang/ 

王崇宇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康涅狄格大学) 博士生 

342 Daniel McMillen 伊利诺大学 教授 

343 Yan Song/宋彦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教师 

344 冯国亮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博士 

345 周兵兵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教学助理 

346 Scott Ziyou Wang/ 

王子悠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剑桥大学) 博士生 

347 XIAOHUI BAO/包晓辉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剑桥大学) 讲师 

348 夏林楠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硕士研究生 

349 刘逍遥 格罗宁根大学 学者 

350 Kecen Jing/敬柯岑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生 

351 LIOW Kim Hi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352 刘宇维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生 

353 Fu Yuming/苻育明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354 Liao Wen-Chi/廖文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副教授 

355 Xiaoxia Zho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研究员 

356 Yongheng Deng/ 

邓永恒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院长 

357 Song Shi/施松 悉尼科技大学 教授 

358 Gangzhi Fan Konkuk University(建国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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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兰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授 

360 吴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硕士生 

361 焦成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博士研究生 

362 杨晓冬 哈尔宾工业大学  副教授 

363 武永祥 哈尔宾工业大学  学生 

364 姚嘉玉 哈尔宾工业大学  学生 

365 莊凱融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 

366 喬敏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367 罗茜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研究员 

368 种晓丽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高级工程师 

369 王锋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高级研究员  

370 梁凯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高级经济师  

371 邹琳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博士 

372 贾琴攀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硕士生 

373 陈欲辉 浙江工业大学 硕士生 

374 徐筱瑜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研究生 

375 曹文静 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研究助理 

376 林佳颖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博士研究生 

377 诸一晴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研究生 

378 沈梦佳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研究生 

379 鐘韋竣 政治大學 經濟系 硕士生 

380 HUI Chi Man Eddi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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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註冊名單 

姓名 大學/公司 部門 職位 

Chan Su H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arey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Shih Huangwei NationalSunYat-s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octoral Candidate 

Chen Zehui Rio Tinto Economics Principal Adviser 

林慧芬 大方廣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總經理 

刘淑芹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教授 

苗晋瑜 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生 

崔仲飞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学生 

赵璐瑶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学生 

梁美賢 卓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租賃與管理 顧問 

曾辉 浙江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高校教师 

孔祥馨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開發與管理系 學生 

張瓈文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行銷管理產業碩士專班 學生 

蔡宗甫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學生 

丁羽桓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吳溢峰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潘淑慧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謝坤友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陳淑蘭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任致文 崑山科技大學 房管系 碩士生 

李德豪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學生 

姬雅芳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林佑臻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經營管理系 學生 

李欣点 清华大学 建设管理系 硕士生 

戴育澤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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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祖昱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副院长 

2 马永开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 

3 王瑶琪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副校长 

4 毛大庆 万科集团 执行副总裁 

5 方芳 上海財經大學 副教授/副院長 

6 龙奋杰 贵州理工学院 教授/校长 

7 曲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 教授/副秘书长 

8 华伟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东方房地产学院 副教授/主任/常务副院长 

9 刘晓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授 

10 李文斌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院长 

11 李磊 北京嘉恒置业投资公司 董事长 

12 杨东朗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教授/所长 

13 杨继瑞 重庆工商大学 教授/校长 

14 吳綱立 金門大學 教授 

15 沙万泉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张洪 云南财经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院长 

17 陈李健 瑞士银行环球资产管理大中华区房地产投资主管  董事总经理 

18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主任 

19 陈泽晖 力拓集团  中国区首席分析師 

20 周忻 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总裁 

21 周京奎 南开大学市场与不动产研究中心 副教授/副主任 

22 郑思齐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麻省理工學院 教授/副秘书长 

23 杨赞 清華大學 副教授 

24 胡书芳 上海华燕置业策划(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5 胡昊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副院长/所长 

26 徐松明 深圳特区建设投资发展集团公司 房地产估价师/副总经理 

27 唐世定 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 高级经济师/会长 

28 柴强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经纪人学会 副会长/秘书长 

29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教授/主任 

30 黄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不动产学院 副教授/常务副所长 

31 崔裴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 

32 程澐 中原集团 / 中原集团地产研究中心 研究董事/总经理 

33 满燕云 北京大学-林肯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教授/主任 

34 蔡穗声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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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廖俊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房地产咨询研究中 教授/主任 

36 武廷方 贵州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院 教授/院长 

37 王先柱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教授/副院 

38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 教授/副处 

39 李燕燕 郑州大学商学院 教授/副院 

40 石薇 上海财经学院 副教授 

41 卢新海 华中科技大学国土资源与不动产研究中心 教授/主任 

42 张娟锋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副教授 

43 胡金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房地产系主 副教授 

44 兰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投资与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主任 

45 刘贵文 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 教授/主任 

46 张思思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 副教授 

47 杜金锋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特聘研究 特聘研究员 

48 葛杨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副院长 

49 吴福象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主任 

50 刘晓龙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副教授 

51 林坚 北大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 教授/主任 

52 仝德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 院长助理 

53 马玉山 冠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4 盧秋玲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臺灣財務金融學刊 教授/副主編 

55 陳明吉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  教授  

56 林左裕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57 周治邦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教授 

58 周俊吉 信義房屋 董事长 

59 趙正義 仲量聯行 總經理 

60 祝文定 國礎建設 董事長 

61 彭建文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 

62 簡伯殷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65 薛立敏 中國科技大學國際商務系 教授 

66 Robert H. 

Edelstein 

Haas Real Estate Gro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haired Professor 

67 Bao, Xiaohui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ecturer 

68 Liu, Peng Cornell University - Center for Real Estate 

Finance 

Assistant Professor 

69 An, Mark Fannie Mae Vice President 

70 Somerville, 

Tsuriel 

Centre for Urban Economics and Real Estat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hair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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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Zhang, Jiawei 

David 

Credit Suisse Investment Bank Managing Director 

72 陈剑 點石金融集團 总经理 

73 Lam, Alven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Director 

74 Shi, Song Massey University Senior lecturer 

75 Titman, 

Sheridan 

McCombs School of Business, McAlliste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Chaired Professor / 

Chair 

76 Guo, Jay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Asia Pacific of 

Zais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77 Zhang, 

Xingquan 

Urban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ranch,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Chief 

78 Han, Lu University of Toronto Assistant Professor 

79 Tsang, 

Desmond 

McGill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80 Peng, Liang Leed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Associate Professor 

81 Vincent Yao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82 

  

邓永恒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学系/金融系/ 房地产研

究院 

讲座教授/院长 

83 许智文 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 教授 

84 何順文 澳門大學 教授/副校長 

85 周颖刚 廈門大學 教授 

86 梁嘉锐 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 副教授 

87 程天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学系及房地产研究院 副教授/副系主任/副院长 

88 廖美薇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 教授/主任 

89 廖锦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学系 副教授/副系主任 

90 魏国强 香港科技大学财务学系 讲座教授 

91 Dennis Wang 香港中文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副教授/院长 

 

 

 

 

 

 



 

87 
 

實務界邀請名單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許枝旺 理事長 

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郭世琛 理事長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王明成 理事長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子亮 理事長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高欽明 理事長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桌輝華 理事長 

台中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萬群地產) 謝坤成 理事長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周永康 理事長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 周文輝 理事長 

台中市地政學會 陳瓊如 理事長 

台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林金雄 名譽理事長 

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陳昆和 理事長 

臺南市大台南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詹雅喨 理事長 

台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李世銘 理事長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薛大川 理事長 

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 王又興 理事長 

政府單位邀請名單 

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李得全 局長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陳志銘 局長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林洲民 局長 

新北市財政局 呂衛青 局長 

新北市城鄉局 柳宏典 局長 

新北市地政局 康秋桂 局長 

桃園市地政局 陳錫禎 局長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歐美鐶 局長 

桃園市政府都發局 盧維屏 局長 

內政部營建署國宅組 朱慶倫 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管理組 劉田財 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王武聰 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高文婷 組長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吳堂安 處長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中港分處 梁又文 分處長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莊德樑 局長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洪得洋 局長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黃進雄 局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李怡德 局長 

台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張紹源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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