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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典學派  

一、基本假定 

賽伊法則(Say’s Law) 

供給自創需求，說明有多少供給即可以創造多少需求；亦即指生產多少，自然可以賣得

出去，不怕生產過剩，此即為賽伊法則。 

 Say’s Law 保証充份就業，就算有失業也是屬於短暫現象。 

古典學派強調是一個長期性的現象，他認為短期在經濟體係下，本身就會有很多衝擊，

這些衝擊的出現會讓市場價格機能出現失靈，例如：物價突然上漲，供需突然失調，失

業率突然增加，但是古典學派認為藉由市場價格機能自由後調整，自由運作，還是可以

回復到均衡，所以古典學派是注重長期的。 

依賽伊法則，經濟體係中不存在閒置貨幣(idle money)。 

因為古典學派所處的年代，在當初的社會，所出現的貨幣純粹只是用來做交易用的，沒

有其他的功能，沒有則其它的函意，貨幣只是用來交易用而以。所以依古典學派的思維，

貨幣純粹只為交易所有，大眾沒有閒置貨幣，也不以價值儲藏而保有貨幣。 

二、古典學派之貨幣理論 

西元 1752 年由 David Hume 於提出，認為貨幣供給的增加對實質面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

只會使價格比例上升；一直到西元 1911 年，由 Irving Fisher 提出貨幣數量學說，才把此

理論思維加以發揚光大，而 Fisher 亦認為貨幣為交易的媒介，並不做為價值儲藏功能。 

基本假設 

工資(W)與物價(P)可以自由變動，所以可以常維持充份就業。 

產出(Y)已是最大生產，且固定不變。 

貨幣流動速度(V)亦是固定不變。 

貨幣(M)可以任意變動，且不影響產出(Y)。 

貨幣(M)的變動，會使價格(P)同比例變動。 

數學表示法 

M V = P Y 

M：貨幣數量(貨幣供給) 

V：貨幣流通速度 

P：一般物價水準 

Y：實質所得(實質 GDP)亦是實質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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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計算 

M．V＝P．Y(提示 ln AB＝lnA＋l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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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說明 

假設貨幣供給增加 5％，貨幣流通速度增加 2％，產出增加率 3％，問物價上漲率為多

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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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派把貨幣面與實質面分為兩部份，且彼此獨立，此稱為古典二分法(Dichotomy)。

古典學派亦把貨幣視為是面紗，也就是貨幣對實質面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此亦稱為貨幣的

中立性(neutrality of money)。 

古典學派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是恆常維持在充分就業的。如果有 10 個勞工，一定會有 10

個勞工的產出，這個產出是固定的，所以實質產出是個常數。 

貨幣的流通速度(V)通常在一個區域而言是固定的，例如台東、花蓮地區，一般中老年

人口佔居多，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會比較低，所以貨幣流通速度恆常相對小，而像台北市

這樣的一個商業區，通常以青人年中年人為主的一個社會主體，本身消費能力又很強，

所以貨幣流通速度恆常相對快。所以幾乎在一個地區而言，古典學派認為貨幣流通速度

(V)是固定的。 

所以古典學派的貨幣數量學說告訴我們貨幣供給增加只會造成物價上漲，對這實質產出

部門不會有影響。所以貨幣部門與產出部門二者是獨立的是，是沒有影響。 

因貨幣部門對產出部門沒有影響，貨幣供給增加只會造成物價的上揚，所以貨幣宛如一

層面紗，對產出部門啟不了任何作用。所以古典學派把貨幣部門與生產部門完全分開，

稱為古典二分法；而貨幣只會影響物價，不影響實質產出，又稱為貨幣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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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典學派的勞動市場 

古典學派勞動市場分析 

[圖形說明] 

 

四、古典學派的總供給 

以基本四象限圖說明古典學派總供給曲線(AS)為一條垂直線。 

[圖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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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派總供給曲線(AS)為一條垂直線 

當物價上漲時，會使得實質工資會下跌，當實質工資下跌，會離開原有均衡點，此時短

期有失衡，可是古典學派認為短期有失衡是很正常的，而隨著時間慢慢增加，短期的失

衡很快會被價格機能自由運作下，長期又可回復到原本的均衡點。 

古典學派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工資(W)與物價(P)可以充分自由移動，雖短期下實質工資

雖會下跌，但是工資(W)與物價(P)可以充分自由變動中，而當價格(P)自由移動後，即

是藉由價格機能自由調整，又可以回復到原本的均衡點。 

請問古典學派中，為何總給曲線是一條垂直線且固定在充分就業呢。 

ANS： 因為價格機能充分發揮，永遠維持在充分勞工雇用量 N，所以長期下永遠處於充

分就業的產出 Y0，不論價格怎麼變動，價格機能可以充分調整，所以它的供給

曲線是條垂直線。 

 

五、古典學派的儲蓄與投資 

古典學派的利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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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派學者認為經濟體係市場的均衡利率是由儲蓄與投資所構成的，而儲蓄與投資均

為利率的函數，當利率增加時，儲蓄會增加，而投資反而會減少。 

 

[圖形說明]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六、債券供給與債券需求 

古典學派的債券供給與債券需求 

即是可貸資金的供給與可貸資金的需求。 

當儲蓄者把多餘資金儲存在銀行時，銀行可以把這筆資金貸放出去，所以儲蓄者即是可

貸資金的供給者。 

當投資者需要更多資金來做投資時，銀行可以把投資者所需資金貸放出去，所以投資者

即是可貸資金的需求者。 

古典學派認為市場均衡的利率是由儲蓄與投資所決定的。即是可貸資金的供給等於可貸

資金的需求，亦即是古典學派的利息理論。 

 

圖形說明 

 

 

七、歷屆考題 

[考題 1] 下列何者不是賽伊法則(Say’s Law)所衍生的經濟推論。 

 全面性的失業絕不可能產生 

 所有商品市場供給總額應等於需求總額 

 失業有時是長期的經濟現象 

 若所有商品價格的調整具有彈性,則總體經濟達成充分就業。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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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2] 如果你是一位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你應會採用何種政策應付台灣目前的經濟問題。 

 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經濟    增加貨幣供給刺激經濟 

 減少政府投資以刺激私入投資 放寬各項經濟管制 ANS： 

 

[考題 3] 下列那一項有關貨幣數量學說的敘述是不正確的。 

 貨幣數量的改變對價格水準的影響效果是正的 

 貨幣數量的改變對產出水準的長期影響效果是正的 

 貨幣數量學說與貨幣學派兩者觀點類似 

 貨幣存量的變動可以解釋主要長價格水準的變動。 ANS： 

 

[考題 4] 依據古典學派的觀點，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實質利率是由貨幣供需共同決定的 

 當可貸資金市場有超額供給時，實質利率上升 

 當企業家預期投資的獲利能力增加時，債券供給增加、實質利率上升 

 人們對貨幣的需求主要是因為對貨幣有流動性偏好 ANS： 

 

[考題 5] 下列何者不是古典學派模型的基本觀點？ 

 民眾無貨幣幻覺 

 名目工資不易向下調整 

 商品市場與勞動市場都是完全競爭 

 貨幣供給變動會使物價與名目工資同比例變動，但不影響實質變數 

  ANS： 

 

[考題 6] 在古典學派模型中，下列何者可增加一國的長期實質產出？ 

 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  增加貨幣供給 

 致力於降低循環性失業 政府增加公共支出 ANS： 

 

[考題 7] 下列何項敘述是古典學派對利率的看法？ 

 當可貸資金市場有超額需求時，實質利率下跌 

 當景氣繁榮時，可貸資金的淨供給增加，會使實質利率上漲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提高，假定其他情況不變，會使名目利率上漲 

 中央銀行減少貨幣供給，因為人們對貨幣的需求具有流動性偏好，造成實質利率上升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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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8] 在古典學派模型中，實質產出由供給面決定，其原因何在？ 

 物價下跌導致實質工資上漲，使實質產出減少 

 物價上漲導致名目工資上漲，使均衡就業量減少 

 物價下跌導致名目工資等比例下跌，使均衡就業量維持不變 

 物價下跌導致實質工資下跌，進一步使實質產出增加 ANS： 

 

[考題 9] 倘若長期的總合供給線是垂直線，總合需求的變動會產生什麼影響？ 

 價格和產出皆不受影響   價格和產出皆受影響 

 價格不受影響，產出受影響 價格受影響，產出不受影響 ANS： 

 

[考題 10] 古典學派（Classical School）的長期總合供給線之形狀為： 

 產出水準固定的垂直線 物價水準固定的水平線 

 正斜率的曲線     斜率先正後負的後彎曲線 ANS： 

 

[考題 11] 根據貨幣數量學說（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當貨幣流通速度十分穩定下，物價膨

脹率等於： 

 貨幣成長率減失業率  貨幣成長率減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加上貨幣成長率 貨幣成長率 ANS： 

 

[考題 12] 假設名目工資下跌 5%，物價水準也下跌 5%，因而實質工資維持不變，這會對短期總

合供給曲線造成什麼影響？ 

 短期總合供給曲線位置不變 

 沿著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往下移 

 沿著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往上移 

 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整條往下移 ANS： 

 

[考題 13] 下列關於總體經濟學派的敘述，何者正確？ 

 古典模型強調價格具有自由調整的機制，故無法解釋非意願性失業的存在 

 凱因斯理論著重解釋景氣循環的長期干擾 

 貨幣工資僵固是新古典學派的假設  

 供給面經濟學派倡議增加公共支出以提振經濟 ANS： 

 

[考題 14]若某一個國家具有以下特質：貨幣流通速度固定，經濟成長率和貨幣供給年增率分別為

3%與 5%，且市場利率水準為 4%。則該國的實質利率可能為： 

  2%  3%  4%  5%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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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15]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揚時： 

 債券的需求增加而債券的供給減少 

 債券的需求增加而債券的供給增加 

 債券的需求減少而債券的供給增加 

 債券的需求減少而債券的供給減少 ANS： 

 

[考題 16] 下列何者會使債券需求減少？ 

 財富增加 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 其他資產報酬率下降 債券倒帳風險下降 

  ANS： 

 

[考題 17] 當預期通貨膨脹下降時，下列何種敘述正確？ 

 債券需要與供給皆會增加 

 債券需要與供給皆會減少  

 債券需要會減少而債券供給會增加  

 債券需要會增加而債券供給會減少 ANS： 

 

[考題 18] 下列何者會使債券供給增加？ 

 投資的預期利潤下跌 預期通貨膨脹上升  

 政府赤字縮減    經濟景氣滑落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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