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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章 經濟學概論 

一、何謂經濟學 

二、自由財與經濟財 

三、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 

四、實是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 

五、邏輯謬誤 

六、稀少性資源的選擇議題 

七、邊際決策 

八、經濟制度 

習題 

第一章 需求、供給與彈性 

第一節 需求 

一、需求法則 

二、需求線的兩種定義方法 

三、市場需求 

四、需求變動與需求量的變動 

五、改變需求的因素 

第二節 供給 

一、供給法則 

二、供給線的兩種定義方法 

三、市場供給 

四、供給的變動與供給量的變動 

五、改變供給的因素 

第三節 市場均衡 

一、市場均衡的意義 

二、何謂均衡 

三、均衡分析的方式 

四、穩定均衡與不穩定均衡 

五、達成市場均衡的機能 

六、比較靜態均衡分析 

七、市場機能的干預 

八、保證價格與直接津貼政策 

第四節 彈性分析 

一、價格彈性 

二、價格彈性與斜率 

三、需求價格彈性與總支出 

四、需求的所得彈性 

五、需求的交叉彈性 

六、需求價格彈性的決定因素 

七、供給價格彈性的決定因素 

八、市場需求價格彈性與個別需求價格彈性 

九、價格彈性的應用 

習題 

第二章 效用分析 

第一節 計數效用分析 

一、效用 

二、計數效用的特性 

三、商品組合 

四、總效用 

五、邊際效用 

六、邊際效用遞減法則 

七、均衡分析 

八、計數效用導出需求曲線 

九、價值矛盾 

第二節 序列效用分析 

一、序列效用的特性 

二、偏好與效用函數 

三、無異曲線 

四、財貨與無異曲線的形狀 

五、預算限制 

六、消費者均衡 

七、普通需求函數的特性 

八、齊次函數的特性 

九、價格消費曲線 

十、所得消費曲線與恩格爾曲線 

經濟學－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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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普通需求函數的彈性問題 

十二、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 

十三、補償變量與對等變量 

十四、特殊效用函數的介紹 

第三節 顯示性偏好理論 

一、顯示性偏好定義 

二、顯示性偏好與偏好 

三、顯示偏好弱公理 

四、顯示偏好強公理 

五、弱公理簡捷判定法 

六、強公理簡捷判定法 

第四節 理論的應用 

一、物價指數與生活成本 

二、價格補貼與所得補貼 

三、從量稅與所得稅 

四、現金補貼與實物補貼的比較 

第五節 對偶性 

附錄一 MRS 的數學相關證明 

附錄二 單調遞增轉換與效用函數間的關係 

附錄三 極值討論-無限條件下求極值 

習題 

 

第三章 生產理論 

第一節 生產函數 

一、生產 

二、投入 

三、技術 

四、生產集合 

五、生產函數 

六、總產量 

七、要素的邊際產量或邊際生產力 

八、經濟學上常用的”期”之概念 

第二節 短期生產理論 

一、短期生產函數 

二、報酬遞減法則 

三、平均產量 

四、MP、AP 的關係 

五、勞動與資本間的關係 

六、生產三階段 

 

第四章 成本理論 

一、各種成本與利潤的概念 

二、短期成本 

三、長期成本 

四、廠商 適化行為 

五、總成本彈性 

六、學習曲線 

七、邊際收入、平均收入、自身需求價格彈

性與市場 

附錄 SMC 通過 SATC 與 SAVC 的 低點 

習題 

 

第五章 完全競爭市場 

一、市場分類 

二、完全競爭廠商的短期均衡 

三、完全競爭廠商的長期均衡 

四、完全競爭的長期均衡與效率問題 

附錄 完全競爭下的租稅效果分析 

習題 

 

第六章 獨佔市場 

一、獨佔形成的原因 

二、獨佔力的測定 

三、獨佔市場的短期均衡 

四、獨佔市場的長期均衡 

五、多場獨佔廠商 

六、獨佔與完全競爭的比較 

七、價格歧視 

八、統一取價 

九、兩階段定價法 

十、跨時價格歧視 

十一、獨佔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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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成套出售 

附錄二 兩階段訂價之延伸討論 

附錄三 獨佔下的課稅效果 

習題 

 

第七章 寡佔與壟斷性競爭市場 

第一節 寡佔理論 

一、寡佔市場的特徵 

二、寡佔市場的進入障礙 

三、策略選擇 

四、Cournot 模型 

五、Stackelberg 模型 

六、價格競爭模型-Bertrand 模型 

七、Sweezy 模型(拗折需求曲線模型) 

八、Cartel 模型 

九、價格領導模型 

十、產品異質化 

十一、競爭的一些概念 

十二、廣告 

第二節 壟斷性競爭產業 

一、壟斷性競爭理論 

二、壟斷性競爭廠商所面對的兩條需求曲線 

三、代表性廠商的短期均衡條件分析 

四、代表性廠商的長期均衡分析 

五、壟斷性均衡廠商和完全競爭廠商的長期

均衡 

第三節 賽局理論 

一、定義 

二、賽局之組成要素 

三、靜態賽局與動態賽局 

四、賽局的表示法 

五、優勢策略 

六、Nash 均衡 

七、囚犯兩難 

附錄一 行動與策略 

附錄二 賽局樹的介紹 

附錄三 動態賽局下 Nash 均衡與「由後往前

解」之解法 

附錄四 不同模型之數學解 

習題 

 

第八章 要素市場 

一、經濟循環圖與決策原則 

二、廠商的決策行為 

三、廠商利潤 大化行為的剖析 

四、不同市場類型的混合 

五、要素需求線的討論 

六、個別勞動供給線的導出 

七、完全競爭下勞動市場的均衡分析 

八、產品需求與要素需求 

九、資本的租賃成本或使用者成本 

十、利潤、生產者剩餘、地租與經濟租 

十一、補償性工資差異 

十二、要素需求價格彈性的決定因素 

十三、 低工資 

十四、競租 

習題 

 

第九章 不確定性 

一、前言 

二、賭局 

三、預期效用函數 

四、風險情況下的分析 

五、確定性等值 

六、風險貼水 

七、保險 

八、風險趨避的衡量指標 

九、平均數-變異數分析 

十、Friedman-Savage 命題 

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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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福利經濟學 

第一節 一般均衡 

一、簡介 

二、純粹交易 

三、生產行為 

四、全面均衡 

第二節 外部性 

一、定義 

二、外部性的經濟分析 

三、解決外部性市場失靈的方法 

四、環境稅與雙重紅利的討論 

第三節 公共財與純公共財 

一、特性 

二、公共財與市場失靈的討論 

第四節 公有地悲劇 

附錄 可交易排放(汙染)許可 

習題 

 

第十一章 國際貿易理論 

一、國際經濟學的兩大部分 

二、封閉經濟與開放經濟 

三、古典貿易理論-絕對利益理論與比較利

益理論 

四、完全競爭市場的貿易政策 

五、其他非關稅貿易障礙 

習題 

 

第十二章 資訊經濟學 

一、主旨 

二、資訊不對稱的兩種型態 

三、反向選擇(逆選擇) 

四、道德危機 

習題 

 

 

 

總體經濟學  

第一章 國民所得會計帳 

第一節 國內生產毛額 

一、國內生產毛額之定義 

二、國內生產毛額的衡量方法 

三、其他國民生產的衡量指標 

四、國內投資融通方式的討論 

五、國內所得毛額作為經濟福利指標的缺點 

第二節 總體經濟學常用的物價指數 

一、物價指數的定義 

二、物價指數的介紹 

三、GDP 平減指數 

四、CPI 與 GDP 平減指數的比較 

五、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何會高估生活成本的

變化 

六、平均的概念 

七、痛苦指數 

八、貿易依存度 

第三節 常用的所得不均度指標 

習題 

 

第二章 簡單凱因斯模型 

一、總體經濟理論的發展 

二、總體經濟理論的兩大主流 

三、GDP 恆等式的探討 

四、凱因斯學派的消費函數與儲蓄函數 

五、簡單凱因斯模型 

六、節儉的矛盾 

七、緊縮缺口與膨脹缺口 

八、景氣循環 

九、政府收支 

十、支出乘數的引導 

十一、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十二、經濟體系的內在穩定因子 

十三、消費者信心指數 

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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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延伸的凱因斯模型 

一、簡介 

二、IS 曲線 

三、LM 曲線 

四、商品與貨幣市場均衡 

五、政府政策、乘數與政策有效性的討論 

六、古典學派的貨幣市場 

七、古典學派的商品市場 

八、古典二分法 

九、名目利率 

附錄一 IS-LM 之數學運算關係 

附錄二 平衡預算乘數 

習題 

 

第四章 完整凱因斯模型 

一、IS-LM 與 AD-AS 之簡介 

二、總和需求曲線 

三、總和供給曲線 

四、資訊不同下總和供給線之推導 

五、名目工資僵固下總和供給線之推導 

六、總和供給曲線之移動因素 

七、由短期到長期之調整關係 

八、供給面經濟學 

習題 

 

第五章 消費 

一、Keynes 消費函數與絕對所得假說 

二、顧志奈(Kuzents)的發現 

三、Irving Fisher 的跨期選擇 

四、相對所得假說 

五、生命循環假說 

六、恆常所得假說 

七、李嘉圖對等定理 

習題 

 

 

第六章 投資需求 

一、投資行為準則 

二、加速原理 

三、古典學派的投資理論 

四、Tobin q 理論 

五、自我兌現的預期或投機性氣泡 

習題 

 

第七章 貨幣理論 

第一節 貨幣的功能與金融市場 

一、貨幣功能 

二、金融市場 

三、金融仲介 

四、貨幣制度 

第二節 貨幣需求理論 

一、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 

二、古典貨幣數量說的再探討 

三、現代貨幣數量學說 

四、其他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 

五、貨幣中立性 

第三節 貨幣供給的定義與央行的政策 

一、一般的定義 

二、台灣貨幣供給的定義 

三、貨幣政策工具 

四、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或 

T 字帳(T-accounts) 

第四節 貨幣供給創造及其影響因素 

一、存款準備乘數 

二、準備貨幣 

三、現代經濟體系下的貨幣乘數 

四、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 

五、政府政策之「落後」問題 

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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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物價膨脹與失業 

第一節 物價膨脹 

一、物價膨脹的定義 

二、物價膨脹的種類 

三、物價膨脹的不利影響 

第二節 失業 

一、定義 

二、台灣人口與勞動力的結構 

三、失業率與勞動參與率 

四、失業的種類 

五、奧肯法則 

第三節 菲利普曲線 

一、定義 

二、Phillips 的原創精神 

三、短期 Phillips 曲線的推導 

四、引進預期的 Phillips 曲線 

第四節 法則與權衡 

一、政府施政的抉擇 

二、政府施政的效用函數 

三、法則的均衡 

四、權衡的均衡 

五、法則與權衡的比較 

六、權衡性政策面臨的兩個問題 

七、增強政策可信度的方法 

八、Tylor 法則 

習題 

 

第九章 國際金融 

第一節 外匯市場簡介 

一、外匯 

二、匯率 

三、外匯市場的需求與供給 

四、國際收支平衡表 

五、外匯存底 

六、外匯供需與國際收支餘額的關係 

 

第二節 匯率制度 

一、固定匯率制度 

二、浮動匯率制度 

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第三節 開放經濟的總體模型 

一、開放經濟的商品市場均衡方程式 

二、開放經濟的貨幣市場均衡方程式 

三、外匯市場的均衡方程式 

第四節 開放經濟下的總體政策 

一、Fleming 命題 

二、Mundell 命題 

第五節 大麥克指數 

習題 

 

第十章 成長理論 

一、概論 

二、Harrod-Domar 模型 

三、Solow 的新古典成長模型 

四、人口成長率的變動 

五、儲蓄率的變動 

六、資本累積黃金法則 

七、Solow 模型與技術進步 

八、內生成長理論 

附錄一 三分之一法則 

附錄二 70 法則 

習題 

 

第十一章 總體經濟學派 

第一節 古典學派 

一、古典學派的基本精神 

二、古典學派的基本假設 

三、古典學派的勞動市場 

四、古典學派的貨幣市場 

五、古典學派的商品市場 

六、古典學派的總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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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性預期學派 

一、理性預期 

二、其他預期方式的介紹 

三、政策無效定理 

第三節 實質景氣循環模型 

一、意義 

二、基本假設 

三、技術進步與實質景氣循環理論 

四、勞動供給曲線與總合供給曲線 

五、結論 

第四節 新興凱因斯學派 

一、前言 

二、採用效率工資的理由或理論基礎 

三、重要結論 

四、新興凱因斯學派的特點 

習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