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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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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濟、經濟問題與經濟行為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經
濟學之父

「經濟」就是生活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他表示經濟學是「人
類日常生活的研究」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
一套基本的理論架構，利用嚴謹的科學方法來分
析生活中可能面臨的種種問題
科學＝「經由現象觀察與事實檢驗所獲得的系統知識」(牛津大字典)

經濟學的目的在於禪述市場經濟、分析市場機能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為一列名諾貝爾獎的社會科
學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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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經濟學
狹義的解釋指的是對於和金錢、商品、交易有
關的「經濟活動」（economic activities）所做
的探討。

可以簡單的解釋為「研究如何把有限資源、配
置到各個彼此互斥的用途上」

所探討的問題分為：「生產什麼」（what to 
produce），「如何生產」（how to 
produce），和「為誰生產」（for whom to 
produce）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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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科學(the science of choice)

「經濟問題」就是選擇的問題，「經濟行為」就是
選擇的行為

我們做「選擇」，就是因為我們面臨「必須選擇」，而且「可以選
擇」

資源有限或稱稀少(scarcity)」=>必須選擇
「資源有互相競爭的多種用途(Alternative)」=>可以選擇

稀少(scarcity)：資源有限
貧窮(poor)：未達基本的生活水平
自由財(free goods)與經濟財(economic goods)

經濟學探討「人的經濟行為」與「經濟現象」所隱
含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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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濟體系的結構：經濟行為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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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個體的分類

1. 家庭：擁有生產要素，將生產要素賣給廠
商，向廠商買商品；是要素供給者、商品
需求者

2. 廠商：向家庭購買生產要素，生產產品，
賣給家庭；是要素需求者、商品供給者

3. 政府：向廠商及家庭課稅，並以此稅收提
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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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分類

1. 要素市場：買賣生產要素之所在

2. 產品市場：買賣產品之所在



ch1 9

消費(consumption)是最終的經濟行為，包括有
形的商品(goods)與無形的勞務(services)

生產(production)是由消費所引伸出來的行為

生產要素包括

1. 勞動(labor)—勞心與勞力

2. 土地(land)—自然資源

3. 資本(capital)—人造的生產工具

4. 企業能力(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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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
i.個體經濟學研究個別(individual)單位之決策及其
互動關係，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市場價格與資源配
置。

ii.總體經濟學研究各種總合(aggregate)變數之間的
關係，如貨幣、金融、通貨膨脹、所得分配、經
濟成長等整體經濟問題。

經濟學的分類

個體經濟學：縮近距離，分析經濟選擇的個別影響

總體經濟學：拉遠距離，分析經濟選擇的整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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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分類

2.實證(positive)經濟學與規範(normative)
經濟學：

實證(positive)經濟學：分析經濟現象的實然面，不涉價值判斷

規範(normative)經濟學：分析經濟現象的應然面，涉及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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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776年英國哲學教授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出版《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從此，經濟學被視為一門獨立的學
科。
德國的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1867年發
展出《資本論》（Das Capitacal），成為共產制度
的理論基礎。
英國學者凱因斯(John M. Keynes)1936年發表《就
業、利息與貨幣的一般理論》（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確立了
「總體經濟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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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理論「無用」？

M. Friedman (1912)：評斷一個模型的好壞，
不在於這個模型的假設是否與實際情況完全相
應，而在於模型所得的結論是否能預測解釋經
濟現象

「理論」很「實際」的一個例證：比較利益法
則(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應用在分
工(division of labor)專業化
(specialization)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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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牌得到越多=>經濟成長率越高?

一個國家獲得奧運獎牌多，是否能刺激這個國家
經濟？一般人認為兩者沒有任何關係

［高盛公司］日本分公司一份報告指出，過去每
到舉行奧運的年份，日本經濟都提昇。如果日本
選手贏得獎牌多，那一年日本經濟會有明顯進
步。報告說，每當日本人看到自己國家選手在奧
運為國家拼命，他們就受到鼓舞，因此日本消費
買氣跟企業士氣都提昇，進而導致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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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牌得到越多=>經濟成長率越高?

知名券商高盛公司本週公佈報告指出，奧運舉辦當年經濟
成長率比其他年度還要高，同時國家得牌數越多，國民越
勤奮工作並消費更多。

[高盛公司］說，今年雅典奧運，如果日本拿到廿六面獎
牌，今年日本經濟可能成長百分之四點六。如果日本拿到
卅三面獎牌，今年日本經濟可能成長百分之六點四。

高盛預測，如果日本得到二十六面獎牌，二○○四年經濟
成長率可能達到百分之四點六，如果拿到三十三面，成長
率可能達到百分之六點四，創下一九八八年以來新高點，
但前提是日本上班族連日熬夜看奧運，不會在辦公桌前打
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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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牌得到越多=>經濟成長率越高?

有些日本人不贊成［高盛公司］理論。他
們說，由於奧運比賽跟日本有時差，日本
人熬夜看電視，反而影響日本員工工作效
率，因此奧運獎牌多少，跟國家經濟沒有
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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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授精確預測奧運獎牌
兩名美國教授周一表示，他們根據經濟而不是運動的模
式，對不同國家的奧運獎牌總數作出精確的預測，他們的
研究贏得了金牌。耶魯大學及達特茅斯商學院的教授研究
了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它數據，預測美國會贏得九十七枚獎
牌。這一數字與實際數目完全吻合。達特茅斯的伯納德及
耶魯的布斯在預測中，總體的精確率為百分之九十六
布斯說，「我們的預測非常准確。我們預測了三十六個國
家，其中三分之二的國家獎牌數誤差僅在三枚之內」
他們題為「誰贏得奧運會」的研究於八月二十八日刊登。
他們設想一個國家的獎牌總數與四個重要因素有關：人
口、人均收入，以往奧運的表現及是否東道國
但他們亦出現一個差錯。他們以為296個項目，各有三個
獎牌（金、銀、銅），總數888個。後來，他們才發現有
些項目，例如拳擊有雙銅牌。若他們知道實際的總數，就
會預測美國得獎牌101枚，而不是97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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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學進度

1.1. 導論導論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2.2. 需求、供給與均衡需求、供給與均衡 (Demand, Supply and Equilibrium)(Demand, Supply and Equilibrium)

3.3. 彈性彈性 (Elasticity)(Elasticity)

4.4. 消費者的選擇問題消費者的選擇問題 (Consumer(Consumer’’s Problem)s Problem)

5.5. 生產者的決策問題生產者的決策問題 (Producer(Producer’’s Problem)s Problem)

6.6. 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市場 (Perfect Competition)(Perfect Competition)

7.7. 不完全競爭市場不完全競爭市場 (Imperfect Competition)(Imperfec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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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許多好書

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與吳聰敏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與吳聰敏 (2004) (2004) 經濟學經濟學
理論與實際理論與實際 台北翰蘆台北翰蘆

ParkinParkin, M. (2000) , M. (2000) EconomicsEconomics.. Addison Wesley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Publishing Compan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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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許多好書

吳惠林(2003)經濟學的天空，台北翰蘆
吳惠林(2000)飛越黑板經濟學，台北翰蘆
Wheelan(2003)聰明學經濟學的12堂課(胡瑋珊譯) ，台北先覺
Sandler(2003)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葉家興譯) ，台北先覺
Sowell, T. (2006 ) 活用經濟學 (齊思賢譯)  台北商周
Buchholz, T. (2002)  經濟學的第一堂課 (吳四明譯)  台北先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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