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教師評鑑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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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起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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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校外服務：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基層產業拼經濟協進會顧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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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政策發展協會

理事

2006 年起迄今

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

理事

2006 年起迄今

台灣管理學會

理事

2004 年起迄今

中華農產運銷協會

理事

20 年以上迄今

中華鄉村發展學會

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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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研究（2000 年起迄今）
(一)

REFEREED PAPERS

73. 吳明敏，2007，10，農漁精品響全球 台灣入聯向前走，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
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

72. 吳明敏，2007，08，慎防中國毒蟹再度入侵，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
71. 吳明敏，2007，08，從瘦肉精事件體檢台灣養猪產業，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
智庫出版/ 立法院網站。
70. 吳明敏，2007，06，嚴正關切農漁會法覆議，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
69. 吳明敏，2007，05，有機農產品可以有農藥殘留嗎？ - 以『清楚標示』
、
『嚴格檢驗』及『審慎
發佈』來面對，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
68. 吳明敏，2007，05，漸進式的國際現實：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
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
67. 吳明敏，2007，05，食用鹽 安全嗎？，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
法院網站。
66. 吳明敏，2007，03，
『萬山不許一溪奔（序）
』，吳明敏立法委員問政實錄
（2006.02.01-2006.01.31），台灣公共政策發展協會出版/立法院網站。
65. 吳明敏，2007，02，
『夾縫中茁壯的台灣農業-兩岸、媒體和永續（序）』
，兩岸農業的競合：夾
縫中的台灣農業，台灣智庫政策研究系列（21）
，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出版 / 立法院網站。英文稿：A Narrow Opening in Taiwan's Sturdy Agricultural Industry – Cross
Strait, Media and Sustainability
64. 吳明敏，2007，01，
『瀝青鴨』子虛烏有，鴨農淌血-相信台灣，疼惜農民，台灣智庫網站（研
究區），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 立法院網站。英文稿：No such thing as Asphalt Ducks, Duck
Farmers Suffer
63. 吳明敏，2006，12，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發表於中華民國農學團體九十五年聯合年會大會暨「加速農業轉型，促進永續發展」論壇。2006
年 12 月 15 日，台北市公務人力發展中心。本文轉載於：嘉義縣文獻，No:33，嘉義縣政府編印，
2007 年 8 月，第 6-11 頁。英文稿：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griculture
62. 吳明敏，2006，11，暫停美國牛肉進口 立法院政治力凌駕國際規範，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61. 吳明敏，2006，11，國共農業合作交流，
「炒作」是真，
「落實」是假，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英文稿：CCP-KM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ore Lies
than Truths
60. 吳明敏，2006，11，馬英九的代價，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59. 吳明敏，2006，10，國共以農業交流為名，行泡沫化台灣之實，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
法人台灣智庫出版。英文稿：CCP-KMT Agricultural Exchange, Realities of Taiwan's Degradation
58. 吳明敏，2006，09，對國民黨「救農白皮書」六大訴求的評論，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
法人台灣智庫出版。全產總工訊，No.20，第 53-62 頁。新世紀 WTO 國際經貿法菁英訓練團教材，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金會主辦。
57. 吳明敏，2006，08，以多元包容和血緣優勢，鞏固邦誼－查德斷交有感，台灣智庫網站（研究
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英文稿：Strengthening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with tolerance over
diversity and kinship - Breaking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ad
56. 吳明敏，2006，08，台灣農產品國際行銷的危機和機會，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
灣智庫出版。日文稿：台湾農産品の国際販売における危機と機会。發表於第二屆「亞太未來」

交流論壇，2006 年 9 月 17 日，日本東京。
55. 吳明敏，2006，07，建立安和樂利的國家-發展農業是根本工程，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
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54. 吳明敏，2006，04，對國共經貿論壇農業措施的省思，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團法人台灣
智庫出版。英文稿：Critical viewpoints on agricultural measures at the CCP-KMT Economic and
Trade Forum
53. 吳明敏，2006，04，兩岸農業交流與貿易-走過迷思，走出新局，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
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英文稿：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Exchange & Trade - Leaving Myth for

Breakthrough。發表於「台灣經濟的迷思與出路」及「3 分鐘掌握『兩岸』經貿真相」新書發
表會，2006 年 4 月 13 日，台北。
52. 吳明敏，2005，09，「農產品供需與其價格形成」，農家要覽（增修訂三版），綜合篇，第 295-298
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51. 吳明敏，2005，08，農業金融和農漁村經濟發展，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出版。台灣農業產學聯盟「農業經營領袖研究班」教材，2005 年 8 月 18 日，於南投魚池。
50. 吳明敏，2005，08，兩岸農業交流的前景與陷阱，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出版。（8 月 11 日【台灣日報】台灣智庫專欄）
。英文稿：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Exchange
49. 吳明敏，2005，05，兩岸的農業交流與貿易：何去何從，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財團法人台
灣智庫出版。
（5 月 16 日【台灣日報】台灣智庫專欄）
。英文稿：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Exchange
48. 吳明敏，2005，04，「見證台灣農村的蛻變」，台灣農業產學聯盟通訊，第三期，第 1 頁。
47. 吳明敏，2005，04，減少斃死猪非法流用，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4 月 11 日【台灣日報】台灣智庫專欄）
46. 吳明敏，2005，04，省思台灣的農業發展與人權，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公義、幸福、人權
系列研討會。第一場：全球化與幸福人權會議 手冊，第 85-86 頁，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辦，
國家圖書館國際國際會議廳，2005 年 4 月 1 日。
45. 吳明敏，2004，10，肉品運銷制度如何走向企業化－由台中市肉品批發市場的群眾抗爭談起，
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英文稿：How to Commercialize Hog Markets: A Discussion of the

Residents＇ Protest against the Taichung City Wholesale Hog Market。
44. 吳明敏，2004，09，農漁會改革是管理農業金融風險的基礎工程，後金融重建基金時代之風險
管理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
43. 吳明敏，2004，08，「有效管理山地農業，推動安全富裕新故鄉」，台灣智庫通訊，財團法人
台灣智庫出版，第十四期，第 9-10 頁。英文稿：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ountain Range

Agricultural Land
42. 吳明敏，2004，08，因應貿易自由化，台灣農業政策的興革，台灣智庫網站(研究區)，財團法
人 台灣智庫出 版。英文稿 ： Reforming Taiwan's Agricultural Policy in Response to an

Unleashed Global Market
41. 吳明敏、許銘義、張志銘，2004，07，「土石流災害防治與國土永續發展之新思維」，台灣智
庫通訊，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第十四期，第 4-6 頁。英文稿：Some New Thoughts on Debris

Flow Preven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40. 吳明敏，2004，05，
「東京去來：悸動與反思」
，行銷與挑戰(第二輯)，國立中興大學行銷學系，
2004 年企業參訪專刊，第 1-2 頁。

39. 吳明敏，2004，03，「對國親聯盟農業政策白皮書的評論」，TaiwanNews 財經‧文化周刊，第
214 期，第 58-60 頁。本文也收錄於「伊是咱的寶貝(2004.3.25)」。英文稿：Critique of the

KMT-PFP White Paper on Agricultrual Policy
38. 吳明敏，2003，12，「水果外銷日本市場的競合」，升級、轉型、永續 — 台灣農業政策建言，
台灣智庫政策研究系列(13)，2004，02，第 24-29 頁。
37. 吳明敏，2003，12，「農產品進軍國際市場的行銷策略」，升級、轉型、永續 — 台灣農業政
策建言，台灣智庫政策研究系列(13)，2004，02，第 11-18 頁。
36. 吳明敏，2003，12，「從『農民爭生存自救會』到『稻米炸彈』事件－關切農民生計，要讓事
實說話－」，升級、轉型、永續 — 台灣農業政策建言，台灣智庫政策研究系列(13)，2004，
02，第 1-4 頁。本文也曾登載於 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第 111 期，第 16-17 頁。
35. 吳明敏，2003，06，「吹響台灣核心競爭力的號角」，行銷與挑戰，國立中興大學行銷學系，
2003 年企業參訪專刊，第 3-4 頁。中國通財經月刊，中國通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第 106
期，2003 年 4 月，第 72-73 頁(強龍可壓地頭蛇：吹響台商核心競爭力的號角)。
34. 吳明敏，2003，04，「農漁會信用部改革之檢討(評讀意見)」，本文收錄於台灣的農業經濟定
位和戰略，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農業論壇報告，2003 年 8 月，第 299-300 頁。
33. 吳明敏，2003，03，「第五次全國農業會議：省思和期待」，本文收錄於台灣的農業經濟定位
和戰略，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農業論壇報告，2003 年 8 月，第 25-27 頁。
32. 吳明敏，2003，03，「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農業」，台灣智庫通訊，財團法人台灣智庫出版，
第八期，第 3-5 頁。本文收錄於台灣的農業經濟定位和戰略，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農業論壇報告，
2003 年 8 月，第 3-7 頁。
31. 吳明敏，2003，01，台灣的稻米政策：全球化趨勢下的新方向，台灣智庫政策研究系列 9，財團
法人台灣智庫出版(18 頁)。本文收錄於台灣的農業經濟定位和戰略，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農業論
壇報告，2003 年 8 月，第 71-85 頁。
30. 吳明敏，2002，12，把台北推向一流的國際化都市，李應元台北市長競選文集。
29. 吳明敏，2002，12，「農業(金庫)銀行組織方式與農漁會信用部改革之關係(與談意見)」，全
國農業金融會議實錄，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印，第 135-140 頁(全國農業金融會議於 2002
年 11 月 30 日假台北市國際會議中心舉辦，論文重點經由中央社轉載)。本文收錄於台灣的農業
經濟定位和戰略，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農業論壇報告，2003 年 8 月，第 295-298 頁。
28. 吳明敏，2002，11，「農漁會信用部的風暴和挑戰」，部份資料登載於工商時報，第 6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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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12

農委會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之研修

20 萬元

2005.03-12

農委會農業金融局

研修農業金融法規

50 萬元

2004.01-12

農委會

台灣的農業課題和解決對策

100 萬元

2004.01-12

農委會

促進農業產業團體落實經營管理與發展理念計畫

200 萬元

2004.06-09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2004.06-08

行政院

2004.10-12

農委會農業金融局

2003.01-12

農委會

台灣的農業經濟定位和戰略座談會

待查

2003.01-12

農委會

因應物流及通路現代化運銷職能整合性體系研究
研討會

待查

2002.01-12

農委會

建構整合性農產運銷體系與制度研討會

待查

2001.02-12

農委會

台灣的農業課題和解決對策座談會

待查

促進農業產業團體落實經管理發展理念計畫（第三
300 萬元
年）

促進農業產業團體落實經管理發展理念計畫（第二
200 萬元
年）

原農漁會信用部客戶對概括承受銀行之服務滿意
36.7 萬元
度和原農漁之移撥員工權益滿意度問卷調查
解決台灣原墾農權聯盟陳情訴求方案

15 萬元

改善農漁業融資-輔導與考核農漁業改善農漁業融
122 萬元
資-輔導與考核農漁會辦理專案農漁貸業務計畫

2001.01-12
1999.082000.12
1999.082000.12
1999.082000.12
1999.072000.12
1999.072000.12

農委會

修訂農產品交易法法案-農產品市場交易法和農產
品批發市場管理辦法

待查

教育部

邀請美國 The Ohio Sate University 校長 Dr.
William E. Kirwan 教授，來華參訪及演講

待查

教育部

邀請捷克布拉格農業大學校長 Dr.Jan Hron 教授、
經濟與管理學院院長 Dr.Miroslar Svatos 教授以
及 Dr.Jiri Turdon 教授三位，來華參訪及演講

待查

農委會

WTO 新回合農業談判邀請專家來華指導

待查

農委會

農產貿易和農地政策國際研討會

待查

農委會

果菜批發市場轉型活化之研究

待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