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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戰略管理、國際商務、國際營銷、國際商業策略、國

際商務談判等國際商業管理及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課

程 

 

 

 

學歷 

年份 - 年份 西安交通大學 / 應用經濟學 / 博士學位    

年份 - 年份 西安交通大學 / 國際貿易 / 碩士學位    

年份 - 年份 國際關係學院 / 國際經濟 / 學士學位    

 

教學經驗 

現職 澳門科技大學 / 商學院 / 副教授 

 

學術成果 

[1] 宋雅楠。澳門旅遊業人力資源現狀、問題與對策。澳門綠皮書：澳門旅遊休閒發展

報告，2017,5. 

[2] 宋雅楠。民生經濟和諧發展外僱政策需改善。九鼎，2017,04.  

[3] 宋雅楠。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啓示。澳門研究，2017.1. 

[4] 宋雅楠。善用政策打造中葡帄臺促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月刊，2016.11 

[5] 宋雅楠。“一帶一路”視角下的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澳門月刊，2016.03 

[6] 宋雅楠，沈文捷。非對稱的中國與巴西直接投資關係。葡語國家藍皮書：中國與葡

語國家關係發展報告•巴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7] 宋雅楠，程璐。貿易保護與中國和巴西的貿易摩擦。葡語國家藍皮書：中國與葡語

國家關係發展報告•巴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8] 宋雅楠。澳門收入差距對通貨膨脹影響效應研究. 澳門經濟,2015,Vol 39. 

[9] 宋雅楠，沈文捷. 金砖国家投资合作的机遇与挑战。.新興經濟体藍皮書：金磚國家

發展報告 2015 分報告.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2 

[10] 宋雅楠，楊宇勳。人力資本對澳門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澳門經濟，2014.06。 

[11] 宋雅楠，余楠。博彩業對澳門人力資本結構影響研究---以收入差距的視角[J]。澳門

科技大學學報，2014，Vol35。 

[12] 宋雅楠，楊千。内地與澳門 CEPA 的貿易效應分析[J]。澳門經濟，2013.12。 

[13] 宋雅楠。外来劳动力对澳门工资水帄的影响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05

（CSSCI） 

[14] 宋雅楠。外来劳动力对澳门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3,03（CSSCI） 



[15] 宋雅楠。人民幣區域化影響力研究—基於動態分布滯後模型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

題, 2012,09（CSSCI） 

[16] 宋雅楠。人民幣匯率對亞洲貨幣影響研究——基於 HP 濾波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

踐, 2011,10（CSSCI） 

[17] 宋雅楠。基於 Panel Data的匯率變動對澳門旅遊需求影響研究[J]。江蘇商論, 2011,09

（PKU） 

[18] 宋雅楠。澳門、新加坡博彩旅遊產業競爭力比較研究[J]。特區經濟, 2012, 10. 

[19] 宋雅楠。工資、技術轉移與國際勞動力流動壁壘[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1,05

（CSSCI） 

[20] 宋雅楠。自然人流動政策選擇政治經濟學分析——基於公共選擇理論視角[J]。世界

經濟研究，2010，09（CSSCI） 

[21] 宋雅楠。中外雙邊自然人流動影響因素和自然人流動壁壘測度[J]。經濟學家，2009，

02 (CSSCI) 

[22] 宋雅楠。國家利益視角下自然人移動壁壘政策選擇研究[J]。經濟問題，2008，

08(CSSCI) 

[23] 宋雅楠。中國自然人流動壁壘承諾與實際水帄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2008，

10(CSSCI) 

[24] 宋雅楠。基於 AHP 法的自然人流動壁壘指標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

05 (CSSCI) 

[25] 宋雅楠。自然人流動對中國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基於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J]。

國際經貿探索，2008，02 (CSSCI) 

[26] 宋雅楠，樊增強。跨國公司研發的新趨勢及我國的對策[J]。經濟縱橫，2007，07 

(CSSCI) 

[27] 樊增強，宋雅楠。企業國際化動因理論述評[J]。當代經濟研究，2005，09 (CSSCI) 

 

出版書籍 

[28] 葡語國家藍皮書：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發展報告•巴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執

行主編，2016. 

[29] BR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 Macau,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編，2016. 

[30] 新興經濟体藍皮書：金磚國家發展報告 2015.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委，2015.12 

[31] Chinese-Lusophone Relations: China and Brazil，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編，2015. 

[32] 开放经济下的服务贸易壁垒和动态比较优势，經濟科學出版社，第四作者，2010 

[33] “十一五”規劃高等學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系列教材”《國際服務貿易教程》，

章節作者，商務出版社，2008。 

[34]  “十一五”規劃高等學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系列教材”《國際服務貿易》，章

節作者，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 

 

會議論文 

[35]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Macau.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Finance and Statistics (CPCI‐SSH) 

[36] Comparative Study on Determinants of FDI in BRIC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y,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CPCI‐SSH) 

[37]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Brazil, 2014 2nd 

http://tra.global.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3
http://tra.global.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5
http://tra.global.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6
http://tra.global.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CPCI‐SSH) 

[38] YN Song. The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s  on  Macau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I) 

[39] YN Song. The Impact of Inflowing Labors on Macau Wages: Evidence in Macau,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CPCI‐SSH) 

[40] YN Song. Bilateral Barriers of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An Evidence from 

China，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研究項目 

項目負責人 葡語國家商業環境系列研究及培训 

項目負責人 旅遊產業視角下的“一帶一路”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研究 

項目負責人 人口老齡化与澳門經濟發展問題研究 

項目負責人 金磚國家組織機制化進程與澳門帄臺角色研究 

項目負責人 人力資本對澳門產業發展影響研究 

項目負責人 外来勞工流動對澳門經濟影響效應及澳門外勞政策研究 

主研 巴西發展與中巴關係報告 

主研 泛珠三角區域開拓葡語系國家市場戰略研究 

主研 服務貿易自由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衝擊及政策調適能力 

 

學術機構及社會任職 

英語專業八級 

2015 博鰲亞洲論壇青年觀察家 

2015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青年觀察家 

澳門“青年論壇 2015”主講嘉賓 

澳門國際環保設備專業協會專業顧問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