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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29日 
 

胡永泰（Wing Thye WOO）履歷 
wtwoo@ucdavis.edu 

 
胡永泰是加州大學戴维斯分校經濟系特聘教授、吉隆玻雙威大學研究教授、謝富年東南亞研究

中心主席及傑佛瑞薩克斯永續發展中心主任。他同時出任上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位於檳城喬

治市的檳城研究院之傑出院士及位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及勞動經濟研究所的客座學

者。胡永泰是東亞經濟專家，專研中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經濟，目前致力於構思兼顧效能及公

平的發展途徑，以達致永續發展目標；研究專案包括綠色金融、中等收入陷阱及多極世界全球

經濟架構。 

 

在 2004 年，胡永泰獲加州大學戴维斯分校頒授學術領域卓越公共服務獎。他曾多次受大學及研

究院之邀前往授課，這包括於 2004 年在劍橋大學的查濟民劍橋中國經濟公共講座、2008 年在

廈門大學的南強學術講座，以及在 2010 年在印尼大學的第四屆 Sadli 講座、2011 年在加州大

學爾灣分校的江萬齡講座、2011 年在檳城研究院的首届“亞洲之檳城” 講座、2014 年在莫納

斯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的首届約翰莫納斯爵士卓越講堂和 2015 年在西部密西根州根大學於

Werner Sichel 課堂授課。在 2006 年，他獲中國教育部聘任為長江教授。在 2009 年 7 月，檳

城州元首冊封他“拿督”勳銜，以表揚他的學術成就、專業領導及對公共服務的貢獻；在 2016

年，中國“千人計畫”聘任他為國家特聘專家。2019 年，胡永泰獲加州大學戴维斯分校聘任為

特聘教授。 

 

胡永泰著述豐富，曾出版在專業經濟期刊發表超過 170 篇文章，並出版了多部專著，主題包括

匯率經濟、來往戶口鑒定、工藝創新、美中關係、國有企業重組、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印尼

及馬來西亞的經濟管理。其於 1985 年 2 月在《國際經濟學期刊》（JIE）發表的文章<理性預期

條件下匯率決定的貨幣分析法：美元兌德国馬克的案例分析>在 2000 年獲該季刊評定為 JIE 創

刊三十年來被引用最多次的二十五篇文章之一。此外，他在 2012 年 11 月於《中國經濟與商務

研究期刊》發表的文章<中國遇上中等收入陷阱：趕路途中遇上大坑洞>在中國經濟學人協會

（英國/歐洲）於 2018 年舉辦的三十周年慶研討會上獲頒最佳論文獎。 

 

2001年，胡永泰教授協助策劃成立了亞洲經濟討論群組（AEP）。目前該組織獲得紐約的哥倫比

亞大學、耶加達的東盟及東亞經濟研究院、首爾的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上海交

通大學及吉隆玻雙威大學聯合贊助。亞洲經濟討論群組是由約五十位從事亞洲經濟研究的頂尖

專家組成的論壇，定於每年三月、六月及九月在全球不同地點會面討論亞洲重大經濟課題。特

定會議內容會選錄在每年出版三期的《亞洲經濟論文集》期刊內。這本學術期刊是由麻省理工

大學出版社出版。胡永泰乃亞洲經濟討論群組召集人兼期刊主編。 

 

從 1994 年至 1996 年胡永泰領導了國際團隊（成員包括 Leszek Balcerowicz、Boris 

Fedorov、樊綱 及 Jeffrey D. Sachs）專研中央策劃型經濟體的改革經驗，研究成果先後在布

拉格、北京、河內、何志明市、烏蘭巴托和華盛頓的高層次研討會上發佈，並結集成<轉型中的

經濟：歐亞比較>一書，由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在 1997 年出版。胡教授亦負責督導哈佛研究院

的國際發展計畫——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1997-1998），部分報告發表在<國際資料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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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香港轉口貿易的應用分析>一文，收錄在 1999 年 5 月的《美國經濟評論》內。在 1998

年，胡永泰領銜承擔“1999 年亞洲競爭力報告”計畫，為同年二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

濟論壇年度會議分析亞洲金融危機。報告修訂後匯成《亞洲金融危機：對韧性亞洲的啟示》一

書，由麻省理工出版社於 2000 年出版。 

 

胡永泰曾為多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供經濟政策方面的諮詢（例如<宏觀經濟危機及長期成長：印

尼案例，1965-1990>，世界銀行出版社，1994）。他曾是中國財政部的專家團成員，參與制訂

在 1994 年 1 月推行的稅務及匯率制度全面改革方案，該報告後來匯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務

管理及經濟改革》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 1995 出版。1997-1998 年間，胡永泰出任美國財

政部的特別顧問，任務包括隨同美國財政部長 Robert Rubin 訪華與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

界銀行在香港的年會。2002 年至 2005 年，胡永泰就任聯合國千禧年計畫下的東亞經濟特別顧

問，協助結集國際力量以達致千禧年發展目標。2005 年 7 月，他獲任命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

巴達威的國際顧問團成員；2009 年 4 月，受委為馬來西亞檳州國際經濟顧問團主席。 

 

2009 年至 2015 年，胡永泰先後擔任國際貨幣顧問團（IMAG）召集人及國際策略顧問團（IMG）

召集人。這期間上述兩個組織獲得亞洲發展銀行及 Earth Asia 聯合贊助，曾在紐約、首爾、北

京、巴黎、巴厘島和馬尼拉召開會議（名為“20 國集團影子峰會工作坊”）。部分會議內容將

會收錄在《多極世界的新全球金融架構》一書，由麻省理工出版社負責出版。此外，胡永泰亦

曾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擔任亞洲發展銀行研究院旗下計畫——綠色發展籌資的協調員，研

究成果結集成《綠色金融手冊：能源安全與永續發展》一書，由日本 Springer 出版社於 2019

年出版。 

 

胡永泰曾在在世界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執研究職及教職（皆超過一個月），包括澳洲國立大學

宏觀經濟應用分析中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印尼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法國d'Auvergne 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CERDI）、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香港大學、臺灣國立大學、馬來西亞戰略和國際研究院、悉尼羅維研究院、中國人民大

學、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他亦曾擔任過香港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香港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校外學術课程與人員

評審；曾擔任科羅拉多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圖魯茲大學、牛津大學、

阿爾博塔大學、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悉尼大學及香港大學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答辯校外考官。 

 

胡永泰長期活躍於學術團體及期刊。2001-2002 年，他出任北美中國經濟學家協會（CEANA）主

席；2015-2016 年，他出任中國經濟學家協會主席。目前他擔任數家高等學府的董事職，包括

雙威大學、柬埔寨大學、波蘭的社會經濟研究中心（CASE）、芬蘭銀行的轉型經濟研究院

（BOFIT）、位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中國金融研究院、牛津大學科技及管理發展中心、聯合國

永續發展方案網路（SDSN）、北京清華大學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研究院、中國經濟學家協會、東

亞經濟協會、《太平洋經濟評析》、《國際經濟與經濟策略期刊》、《中國經濟期刊》及《中

國及世界經濟》。胡永泰亦是《亞洲經濟論文》及《中國經濟及商務研究期刊》的主編，以及

《經濟變遷與重組》學術期刊的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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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泰出生於 1954 年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就讀衛理男校時曾是喬治市第二屆高級童軍隊員。

他 1976 年畢業於斯沃斯莫爾學院，獲經濟學最高榮譽學士學位和工程學學士學位。1978 年，

他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後於 1982 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他自

1985 年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维斯分校就職。 

 

 



2019 年 12 月 1 日 
胡永泰（Wing Thye WOO）簡歷  

wtwoo@ucdavis.edu 
 

胡永泰是加州大學戴维斯分校經濟系特聘教授、吉隆玻雙威大學研究教授兼謝富年東南亞研究中心

主席及傑佛瑞薩克斯永續發展中心主任。他同時出任上海復旦大學、檳城研究院及位於北京的中國

社會科學院的學術職位。胡永泰是東亞經濟專家，專研中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經濟，目前致力於構

思兼顧效能及公平的發展途徑，以達致永續發展目標；研究專案包括綠色金融、中等收入陷阱及多

極世界（Multi-Polar World）全球經濟架構。 

 

胡永泰於 1985 年 2 月在《國際經濟學期刊》（JIE）發表的<理性預期條件下匯率決定的貨幣分析

法：美元兌德國馬克的案例分析>一文於 2000 年獲該季刊評定為 JIE 創刊三十年來被引用最多次的

二十五篇文章之一。他於 2012 年 11 月發表於《中國經濟與商務研究期刊》的文章<中國碰上中等

收入陷阱：趕路途中遇上大坑洞>在中國經濟學人協會（英國/歐洲）於 2018 年舉行的三十周年慶

研討會上獲頒最佳論文獎。 

 

胡永泰曾擔任多個政府及國際組織的專家顧問。在 1990 年代初，他曾為數個中央策劃型經濟體提

供有關市場經濟轉型策略方面的建議（《轉型中的經濟：歐亞比較》，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

年），亦曾就印尼的成長及匯率管理給印尼政府提供諮詢（<宏觀經濟危機及長期成長：印尼案

例，1965-1990>，國家銀行出版社，1994）。此外，他曾是中國財政部的專家團成員，參與制定在

1994 年 1 月推行的稅務及匯率制度全面改革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務管理及經濟改革》，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並就 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向美國財政部提供諮詢（《亞洲金融危

機：對亞洲經濟重建的啟示》，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 年）。2002 年至 2005 年，胡永泰就任

聯合國千禧年計畫下的東亞經濟特別顧問。2005 年 7 月，他獲任命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巴達威

的國際顧問團成員；2008 年出任檳城首席部長林冠英的經濟顧問；2009 年至 2015 年，胡永泰擔任

由亞洲發展銀行及地球研究院贊助、于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20 國集團影子峰會工作坊”召集

人，該工作坊的特選內容將會結集成《多極世界的新全球金融架構》一書，由麻省理工出版社負責

出版。2017 年至 2019 年，他擔任亞洲發展銀行研究院旗下計畫——綠色發展籌資的協調員，研究

成果匯成《綠色金融手冊：能源安全與永續發展》一書，由日本 Springer 出版社於 2019 年出版。 

 

胡永泰自 2001 年起擔任亞洲經濟討論群組（AEP）的召集人。該組織每年舉辦三次探討亞洲經濟的

專家論壇，並特選論文刊載于《亞洲經濟論文》（由胡教授擔任總編輯），由麻省理工出版社出

版。在 2002 年及 2016 年，他分別出任北美中國經濟學家協會（CEANA）主席及中國經濟學家協會

主席。胡永泰亦活躍于東亞經濟協會（自 2015 年起擔任總監）、中國經濟學家協會（英國/歐洲）

（自 2003 年起擔任《中國經濟及商務研究期刊》編輯）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方案網路（出任東南

亞領袖理事會聯合主席）。 

 

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戴维斯分校在 2004 年頒授學術領域卓越公共服務獎予胡永泰，並於 2019 年聘任

他為特聘教授；中國教育部則在 2006 年聘任他為長江教授；檳城州元首則在 2009 年冊封他“拿

督”勳銜；中國“千人計畫”則在 2016 年聘任他為國家特聘專家。 

 

胡永泰出生於 1954 年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他 1976 年畢業於斯沃斯莫爾學院，獲經濟學最高榮譽

學士學位和工程學學士學位。1978 年，他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後於 1982 年獲得哈佛大

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