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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所得會計帳 

1.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活動，可以生產面、分配面(或所得面)、支出面三種方式來衡量。 
(1)以生產面來看，一個國家境內所有人民在某一特定期間內最終物品與勞務的生產總價

值，我們稱為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 GDP)。 

(2)以分配面來看，生產最終物品與勞務的生產總價值會分配給生產要素(勞動、土地、資

本、企業才能)的所有者當成他們的報酬，我們將這些報酬稱為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

簡稱 NI)。 
(3)以支出面來看，整個國家境內在某一特定期間內對最終物品與勞務的支出總值，我們稱

為國內支出毛額(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簡稱 GDE)。 
 
2.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簡稱 GNP) 
指整個國家「全體國民」在「某一特定期間內(譬如一年)」所「生產出來」，供「最終用途」

的物品與勞務之「市場價值」。 
(1) 以本國國民所生產作為計算依據，而非以國界為計算依據。故本國國民在外國所賺取

的所得應計入，但外籍勞工在本國所賺取的所得不應計入。 
(2) GNP 的衡量須在一定期間所生產的才計入，故二手貨的買賣或其他移轉交易(非本期所

生產)不得計入本期 GNP。例如：二手車在本期以五萬元成交，這五萬元不能計入本期

GNP，但業務員販售此二手車的酬勞計入本期 GNP。同理去年存貨非本期生產不能計

入本期 GNP，但本期生產而未出售的存貨應計入本期 GNP。 
(3) GNP 計算的是「生產出來」的價值，不管有沒有售出，或是賠錢售出，均計入 GNP。 
(4) 供「最終用途」的物品與勞務，一般又稱最終產品(final products)，是指直接供私人消

費或政府消費的最終用途產品。與最終產品相對的是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products)，
即中間投入，是指被用來生產最終產品的原料。區別最終產品與中間產品是為了避免

重複計算 GNP。 
(5) 以「市場價值」計算是只考慮透過市場交易的經濟活動，排除非市場交易(地下經濟)。

例如：家務的價值因為沒有市場價值，故不計入 GNP，其他如自己修理房舍、拚裝家

具、沒有市場交易的休閒活動等亦不計入 GNP。但有二項非市場交易計計入 GNP，自

有房屋設算租金，農民留供自用的農產品計入 GNP。 
 
例題 

生產者 中間投入 產品市價 附加價值 
農夫 100(進口種子) 1000(小麥)  
麵粉廠 1000(小麥) 2000(麵粉)  
麵包店 2000(麵粉) 2800(麵包)  

     

GNP=∑ 附加價值= 

     GNP=最終產品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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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的變動算入 GNP 或最終財 
例：95 年    農夫：   0→100 元小麥 
            麵粉廠：100 元小麥     50 元小麥→100 元麵粉→消費者 
                                   50 元小麥→增加存貨 
    96 年    農夫：   0→50 元小麥 
            麵粉廠：50 元小麥              200 元麵粉→消費者 
                    50 元小麥(存貨減少) 
95 年 GNP= 
96 年 GNP= 
 
3.國內生產毛額(GDP) 
指整個國家境內所有民眾(包括本國人民及外國人民)在「某一特定期間內(譬如一年)」所

「生產出來」，供「最終用途」的物品與勞務之「市場價值」。 
GDP 與 GNP 的差別在於，前者以國境為計算標準，後者以國籍為計算標準。我們可以下

列式子來表示兩者的關係： 
GNP=GDP+國外要素所得淨額          (1) 

式中的國外要表所得淨額=本國生產要素於外國賺取所得-外國生產要素於本國賺取所

得。由此可解釋泰國、印尼、馬來西亞等國家 GNP 會高 GDP 的現象。 
 
4.國民生產淨額(net national product，簡稱 NNP) 
為了真實反映生產的產品與勞務價值，我們將資本(機器設備)的折舊從 GNP 中扣除，即 

NNP=GNP-資本折舊            (2) 
另外，以國境為計算標準，我們可定義國內生產淨額(net domestic product，簡稱 NDP)為 

NDP=GDP-資本折舊              (2’) 
 
5.從分配面衡量 GDP：國民所得(NI) 
整個國家境內所生產最終物品與勞務必會分配給參與生產活動的生產要素所有者，勞動所

有者的報酬是薪資(wage)、資本所有者的報酬是利息(interest)、土地所有者的報酬是地租

(rent)、企業能力所有者的報酬是利潤(profit)，這些報酬的總合稱為國民所得，即 
NI=薪資+利息+地租+利潤           (3) 

 
由於企業真正所獲得報酬，除了將毛利潤扣除折舊費用外，還須扣除企業繳給政府的間接

稅(營業稅)，但應加上政府給予的補貼，我們將間接稅與補貼的差額稱為間接稅淨額(net 

indirect taxes and transfers)。因此可得到以下的關係式： 
NI=GDP-資本折舊-間接稅淨額          (4) 

=NDP-間接稅淨額              
 
6.個人所得(personal income，簡稱 PI) 
個人可能獲得國內或國外經濟單位的補助或收入，包括企業提供的企業移轉支付，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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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失業津貼與社會安全給付，以及公債利息等。因此 NI 與 PI 的關係可表示成： 
PI=NI-營利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企業移轉支付+社會安全給付+公債利息  (5) 

 
另外我們定義個人可支配所得(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簡稱 PDI)為個人所得扣除直接

稅負(direct taxes，簡稱 DT，所得稅即直接稅負一種)，因此我們可得 
PDI=PI-DT              (6) 

 
7.從支出面衡量 GDP：國內支出毛額(GDE) 
一般而言，經濟體系有四個部門會購買最終物品與勞務，這四個部門分別為消費者、企業

(廠商)、政府、外國購買者。國內支出毛額定義為：整個國家在一特定期間內對所有最終

物品與勞務的支出總值。更明確地說，國內支出毛額為消費者、企業、政府、外國購買者

四部問購最終物品與勞務的支出總值，它會等於國內生產毛額，即 
GDE=DC+DI+DG+EXP=GDP          (7) 

DC、DI、DG、EXP 分別為消費者、企業、政府、外國部門對本國最終物品與勞務支出。

定義 C=DC+FC、I=DI+FI、G=DG+FG 分別為民間消費總支出，投資總支出、政府總支出。

另外定義 FC、FI、FG 分為消費者、企業、政府對外國最終物品與勞務的支出，則進口可

表示成 IMP=FC+FI+FG。將這些關係式代入式(7)可得 
GDE=C+I+G+EXP-(FC+FI+FG)=C+I+G+EXP-IMP         

=C+I+G+NEX=GDP           (8) 
式中 NEX= EXP-IMP 代表淨出口。 
 
練習 1： 

生產者 中間投入 工資 折舊 產品市價 
農夫 150(進口肥料) 0 10 900(小麥) 
麵粉廠 900(小麥) 600 100 2200(麵粉) 
麵包店 2200(麵粉) 500 50 2800(麵包) 

(1)由支出面計算 GDP   (2)由附加價值計算 GDP   (3)分配面計算 GDP 
 
 
 
 
練習 2：下列何者包含在本國 GNP?為什麼？ 
 (A)麵包店買麵粉                   (B)木匠修理自己的房子 
(C)台電公司所支付的公司債利息     (D)甲廠買乙廠的舊機器設備 
(E)政府發放水災救濟金             (F)農夫自種自食的蔬菜 
(G)自己住的房子之房租             (H)菲傭的薪資 

 
練習 3：下列何者不包含在本國 GNP？ 
 (A)駐外工程人員之薪資      (B)中古車經銷商賺得之佣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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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賣掉土地所得之價款      (D)宏碁今年生產而沒售出之電腦 
 
練習 4：GNP=1692；資本折舊=180；公司未分配盈餘=84；企業間接稅=272； 
政府對個人之移轉=225；個人所得稅=194。根據以上資料，試求算 NNP、NI、PI、PDI=? 
 
 
 
練習 5： 
民間消費=1000；資本折舊=100；投資淨額=300；間接稅=400；政府補貼=100； 

未分配盈餘=50；個人直接稅=200；政府支出=300；出口=800；進口=700； 
營利事業所得稅=150；政府移轉支付淨額=-50 
根據以上資料，試求算 GNP、NNP、NI、PI、PDI=? 
 
 
 
練習 6： 
企業利潤=50；企業間接稅淨額=5；營利事業所得稅=10；地租及利息=15：國外要素淨所

得=0；工資=80；折舊=10；民間消費=80；淨出口=20；政府對個人移轉=15；個人所得稅

=30；政府支出=25。(1)計算國民所得(NI)；(2)計算 GDP 及毛投資；(3)計算個人所得(PI)及

個人可支配所得(PDI)。 
 
 
 
練習 7：                                           甲廠商          乙廠商 
                           總生產                   1200            2000 
 右表為甲、乙兩            中間投入                  600            1000 
 廠商營業概況：            營業費用： 
                              本國勞工薪資           300             200 
                              外國勞工薪資           200               0 
                              國內利息(乙向甲賖借)      0             500 
                              營業稅                  50             150 
                           其他收入： 
                              利息收入(乙支付給甲)    500               0 
                              政府對生產之補貼         0              100 
(a)甲乙廠商期初均無存貨。 
(b)甲之生產中，消費者購買 600，乙購買 400 作為中間投入，餘 200 為存貨。乙之生產中，

消費者購買 300，政府購買 700，餘 1000 為出口。 
(c)甲之中間投入全部為進口，乙之中間投入 600 為進口，餘 400 購自甲。 
(d)乙於本年度自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價值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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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數據及假設回答下列問題： 
(1)從生產面計算 GDP 及 GNP；(2)從需求面求算各支出成份，並計算 GDP； 
(3)從分配面求算各要素所得，並計算國民所得； 
(4)從 GNP 推算國民所得。 
 
 
 
 
 
練習 8：請指出下列變數何者為存量變數？何者為流量變數？ 
 (1)消費；(2)國內生產毛額；(3)投資；(4)折舊；(5)資本(機器設備)；(6)利息； 

(7)政府支出；(8)政府赤字；(9)政府公債餘額；(10)外匯存底。 
 
 
 
練習 8：下列事件對 GDP 有何影響？ 
 (1)小婷購買周杰倫演唱會入場券一張 500 元 
 (2)阿民購買台積電股票共花 30 萬元 
 (3)阿民出售台積電股票獲利 12 萬元 
 (4)阿華買新電腦一台 2 萬元，及大補帖 1000,元 
 (5)阿華新電腦被偷，損失 2 萬元 
 (6)小貞上美容院剪頭髮，支出 500 元 
 (7)阿能請老婆大人幫其理髮 
 (8)大雄失業，向政府領取失業救濟金 1 萬元 
 (9)阿琴購買樂透彩 300 元，中獎 1000 元 
 (10)阿達支付菲傭薪資 1 萬元 
 (11)政府向美國購買 F-16 戰機，花費 3000 億元 
 (12)政府支付公債利息 2 億元 
 (13)政府向華碩電腦租用電腦一批，租金 150 萬元 
 (14)宏碁電腦向美國英代爾購買 CPU，花費 3 億元 
 (15)台肥公司進行資產重估，廠房增值 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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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派 

 
1.古典學派模型是第一個最完整且能夠解釋產出、物價、就業等變數的總體模型。該學派

認為市場機能可以充分發揮，基於名目工資自由調整，勞動市場始終維持均衡，因而充

分就業是常態。透過物價自由調整，商品的需求必等於商品的供給，因此，該學派主張

「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 
 
2.總合供給(aggregate supply，簡稱 AS) 
總合供給函數(線)是由勞動市場及生產函數所推導出來。 

勞動需求函數 )(LfPW d ×=  
勞動供給函數 )(LhPW s ×=  
生產函數 )(LFY =  

dW 及 sW 分別為勞動需求價格與勞動供給價格，由勞動市埸均衡決定均衡就業 ∗L 及均衡
名目工資 )()( ∗∗∗ == LPhLPfW ，再將 ∗L 代入 )(LFY = 即可得知產出 )( ∗∗ = LFY 。由於古

典學派假定名目工W可以自由調整，故勞動市場的就業可以維持在 ∗L ，此 ∗L 亦即充分就
業水準。因為就業可以維持在 ∗L ，故產出亦可以維持在充分就業的產出水準 ∗Y 。由此可
知，總合供給面單獨決定了整體經濟的產出水準，而且充分就業是常態。(另一種方式的
圖形推導請參閱課本 27章圖 1，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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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合需求(aggregate demand，簡稱 AD) 
古典學派的總合需求線即貨幣市場均衡線。古典學派強調貨幣只是交易媒介，人們持有

貨幣只是為了交易。貨幣的交易方程式： 

PYMVy =             (1) 

式中M =名目貨幣供給， yV =貨幣的所得流通速度， P =物價水準，Y =實質所得(或實質

產出)。式(1)為一恆等式，等號右邊代表整體經濟所生產的總名目產值，等號左邊代表透
過貨幣交易，人們購商品的總金額。由式(1)可進一步推出貨幣需求函數： 

kPYPY
V

M
y

d ==
1           (2) 

式(2)描述人們為了交易而持有貨幣，該貨幣需求為名目所得 )(PY 的某一固定比例 )(k 。
另外，貨幣供給 MM s = ，由貨幣市場均衡(即 sd MM = )可得 

kPYM =             (3) 

將 AS所決定的產出 ∗Y 代入式(3)，則可求出整體經濟社會的物價水準P。由於 yVk /1= 及

∗Y 皆是固定，故可進一步得知，當貨幣供給M 增加，物價水準P也會等比例增加，換句

話說，貨幣供給變動只會影響名目變數(物價、名目工資)等比例變動，不影響實質變數(產
出、就業、實質工資)的變動，此即所謂的貨幣中立性。以圖 2為例，期初的貨幣供給 0M ，

AS與 )( 0MAD 決定物價水準 0P ，在 0P 的物價水準之下，勞動市場均衡決定實質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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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 與就業 ∗L ，而 ∗L 所決定的產出水準恰好是 ∗Y ，即是總合供給的產出水準。若貨幣供

給由 0M 增加為 1M ，則 )( 0MAD 右移為 )( 1MAD ， AS與 )( 1MAD 決定新的物價水準 1P，
在 1P的物價水準之下，勞動需求價格為 )(1 LfPW d = ，勞動供給價格為 )(1 LhPW s = ，當

sd WW = 時，勞動市場重新回到均衡，名目工資上漲為 1W ，此時均衡就業仍為 ∗L ，產出
為 ∗Y 。由此可知，名目貨幣供給增加只會影響物價與名目工資等比例上揚，實質工資、

就業及產出均不受影響，稱此現象為貨幣具有中立性。 
4.商品市埸 
古典學派的商品市埸均衡(即儲蓄=投資)單獨決定實質利率 r。 
(1)由於古典學派的消費決策是跨期決策，故消費是實質利率的函數，因而儲蓄亦是實質

利率的函數，即 )(rS 。當實質利率愈高，消費者減少現在消費，將所得存下來，將來

可以獲得更多的報酬，因此 r愈高， )(rS 愈大。 
(2)投資是廠商購買機器設備用以生產商品。當廠商有一筆資金，它可以選擇購買機器設

備或將資金貸出以獲得報酬，利率愈高時，廠商愈有可能將資金貨出以獲得更多報酬，

因此會減少購買機器設備，即減少投資。 
5.綜合以上的結果可知，總合供給面(勞動市場及生產函數)決定充分就業產出，將此充分
就業產出代入貨幣市場即可決定出物價水準。另外，由商品市場均衡決定實質利率。產

出、物價及實質利率是分別決定，而不是共同決定。 
 
6.賽伊法則(Say’s law) 
即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換句話說，只要供給增加，產出即可增加，透過物價的下跌，

需求也就跟著增加。(圖形參閱課本 26章圖 5，頁 311) 
 
 
練習 1：關於古典學派的總合供給線，下列何者「錯誤」？ 
 (A)工資可以自由調整    (B)勞動市場維持充分就業 
 (C)物價愈高，總產出愈高     (D)總合供給線為一垂直線 
 
練習 2：關於古典學派的敍述，下列何者「錯誤」？ 
 (A)物價水準由 AD與 AS共同決定     (B)總產出由 AD與 AS共同決定 
 (C)總產出由 AS單獨決定             (D)AD 不影響總產出 
 
練習 3：生產技術進步將使： 
 (A)AD線右移   (B)AD線左移    (C)AS線右移    (D)AS線左移 
 
練習 3：假設經濟體系的唯一的最終商品為牛肉麵，牛肉麵價格為 100 元，且該體系的貨

幣數量為 30,000 元，每單位貨幣購買最終商品的平均次數為 10 次(即 10=yV )，試問該體

系的最終商品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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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凱因斯模型 

 
1.1929 年美國發生了經濟大蕭條，失業率大幅攀升，古典學派強調充分就業是常態便無

法解釋當時的經濟現象，取而代之的，便是強調失業是常態的「凱因斯學派」。 
 
2.凱因斯學派認為工會力量強大，故名目工資僵固；社會上有大量閒置的機器設備，故物

價僵固。整個社會有效需求不足，商品市場超額供給，故失業是一常態。 
 
3.凱因斯學派的消費決策是單期決策，消費是可支配所得(即所得減去租稅)的函數，可支

配所得愈高，消費愈多。 
消費C 為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消費函數可設定為 da bYCC += ，式中 aC 為自發性消費，

Y 為所得，T 為租稅， TYYd −= 為可支配所得。b 為邊際消費傾向(MPC)，即可支配所

得增加 1 元，會讓消費增加多少元，例如： 8.0=b ，即所得增加 1 元，會讓消費增加 0.8

元，故 dbY 稱為誘發性消費，即可支配所得增加會造成消費增加的部份。 

由於消費者的所得可用於繳稅、消費及儲蓄 S，即 SCTY ++≡ ，故可表示成 SCYd +≡ ，

因此，儲蓄函數為 dad YbCCYS )1( −+−=−= ，式中 aC− 為自發性儲蓄， dYb)1( − 為誘發

性儲蓄， )1( b− 為邊際儲蓄傾向(MPS)。 
 
 
 
 
 
 
 
 
 
 
 
 
4.投資 I 為廠商對商品的需求，在簡單凱因斯模型假設投資為一固定值，即投資函數為

II = 。 
 
5.在簡單凱因斯模型，只有二個市場，即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由於總體經濟均衡時，商

品市場加貨幣市場須均衡，因此當商品市場均衡時，背後隱含貨幣市場亦達均衡，因此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裡只討論商品市場均衡。 
 
＊ 附註：當有 N 個市場同時達到均衡，只要其中的(N-1)個市場達均衡，剩下的最後一

個市埸亦會達均衡，此稱 Walras 法則。利用 Walras 法則可知，當總體經濟有 N 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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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時，只要討論其中的(N-1)個市場達均衡即可。 
 
6.商品的需求為消費、投資及政府支出，商品的供給為整體經濟的產出Y 。商品市場均衡

條件為： 

GITYbCGICY a ++−+=++= )(        (1) 

式(1)的商品市埸均衡決定均衡產出 ∗Y ，由式(1)可求得均衡產出 

b
GIbTC

Y a

−
++−

=∗

1
          (2) 

由式(2)可知自發性支出( aC 、 I 或G )增加 1 元，可造成均衡產出增加 )1/(1 b− 元。例如

8.0=b ，自發性支出增加 1 元，均衡所得會增加 5 元，這自發性支出增加 1 元，造成產

出成倍數的增加即所謂的乘數(乘數= )1/(1 b− )。由此可知，此時的政府支出乘數為

1)1/(1 >− b 。 
 
7.由於所得恆等於租稅、消費及儲蓄的總合( SCTY ++≡ )，因此，商品市場均條件可表

示成 
GICSCT ++=++           (3) 

即 
GITS +=+             (3a) 

 
8.由圖 2 可看到，期初的商品市場均衡為 0Q 點，決定均衡產出 0Y ， FYY <0 =充分就業的

產出水準。為了回復充分就業的產出水準，總需求必須增加 21QQ 距離的數量，而這讓產

出回到充分就業的產出所需增加需求的數量，我們稱為緊縮缺口(即 21QQ 距離)。因此凱

因斯提出，政府應扮演積極的角色，當產出低於 FY ，政府支出應增加以填補缺口，讓產

出回復充分就業的產出。 
由圖 2 可看出，政府支出增加的數量( 01 GGG −=∆ )等於緊縮缺口的大小(即 21QQ 距離)。
另外，由政府支出乘數亦可得知缺口大小與產出變動之間的關係，缺口大小

= ))(1( 001 YYbGG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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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緊縮缺口與膨脹缺口 
當景氣衰退時，產出低於充分就業產出，此時會存在失業。欲使產出重新回到充分就業

產出水準，所需增加商品需求的數量稱為緊縮缺口或衰退缺口。反之，當景氣過熱時，

產出高於充分就業產出，此時會有通貨膨脹的壓力。欲使產出重新回到充分就業產出水

準，所需減少商品需求的數量稱為膨脹缺口。 
 
10.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由以上的例子可看出，當景氣較差時(即總需求不足)，政府應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因應，

此政策被稱為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11.上述的政府支出增加並未考慮政府的收入，若政府在擴張支出的同時，須考慮預算平

衡，即政府支出=租稅( TG = )，此時的政府支出乘數稱為平衡預算乘數，而這平衡預算

乘數是否仍會大於 1 呢? 
將 TG = 的條件代入式(1)的商品市場均衡條件，則式(1)可進一步改寫成 

GIGYbCY a ++−+= )(          (1a) 

由式(1)可求得均衡產出 

b
GbIC

Y a

−
−++

=∗

1
)1(

          (2a) 

由式(2a)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增加 1 元，均衡所得亦會增加 1 元，即平衡預算乘數為 1。 
 
12.若租稅是所得稅，即 tYYTT == )( ， t 為稅率，此時的政府支出乘數為何? 
將 tYYTT == )( 代入式(1)的商品均衡條件可得 

GItYYbCGICY a ++−+=++= )(        (1b) 

由式(1)可求得均衡產出 

)1(1 tb
GIC

Y a

−−
++

=∗            (2b) 

由式 (2b)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增加 1 元，均衡所得會增加 )]1(1/[1 tb −− 元，由於

)1/(1)]1(1/[1 btb −<−− ，故可知當稅制是所得稅時，政府支出乘數變小。會造成此結果

是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會造成所得增加，在所得稅制下，所得增加造成租稅增加，可支配

所得增加的幅度因此變得比較小(相對於定額稅制下的可支配所得)，故可支配所得增加誘

發消費增加的效果就變小，因而均衡產出增加的效果亦縮小。 
 
13.所得稅的自動安定機能 
在所得稅之下，自發性需求變動所引發的產出波動會縮小，我們稱所得稅制有自動安定

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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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節儉的矛盾 
自發性儲蓄增加，結果卻造成儲蓄不變，甚至於減少，我們稱之為節儉的矛盾。會造成

此結果的原因為，自發性儲蓄增加(即自發性消費減少)會導致所得減少， 
進而造成誘發性儲蓄減少，當自發性儲蓄增加恰好被誘發性儲蓄減少所抵銷，則儲蓄不

變，若被誘發性儲蓄減少的幅度大於自發性儲蓄增加的幅度，則儲蓄減少。試分析下列

三種情況下，節儉的矛盾是否存在? 
(1)租稅為定額稅T ，投資為固定值 I 。 
(2)租稅為定額稅T ，投資有加速原理(即投資是所得的增函數) )(YII = 。 
(3)租稅為所得稅 )(YTT = ，投資為固定值 I 。 
 
練習 1：若 MPS(邊際儲蓄傾向)=0.25，則簡單凱因斯乘數為 

  (A)2    (B)0.75    (C)1.33    (D)4    (E)1.5 
 
練習 2：假設 MPC(邊際消費傾向)=0.8，則自發性消費增加 100，均衡所得將增加 
  (A)100    (B)200    (C)80    (D)500    (E)400 
 
練習 3：若充分就業所得=2000，目前均衡所得=1600，且乘數=4，則目前存在 
  (A)緊縮缺口 400    (B)膨脹缺口 400    (C)緊縮缺口 100    (D)膨脹缺口 100 
 
練習 4：關於簡單凱恩斯的模型，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甲、邊際消費傾向(MPC)愈大，則支出乘數愈小 
  乙、平均儲蓄傾向(APS)會大於邊際儲蓄傾向(MPS) 

丙、平均消費傾向(APC)隨可支配所得的增加而減少 
  丁、平均儲蓄傾向(APS)隨可支配所得的增加而減少     戊、MPC+ MPS =1 
  (A)丙丁   (B)丙戊   (C)丁戊   (D)甲戊   (E)乙戊 
 
練習 5：簡單凱恩斯模型， )(75.020 TYC −+= ， YT 2.0= ， 40=I ， 50=G ，自發性支

出乘數為何？ 
  (A)2.5   (B)4   (C)5   (D)0.6   (E)0.4 
 
練習 6：關於節儉的矛盾，下列敍述何者「錯誤」？ 
  (A)是指自發性儲蓄增加，但總儲蓄卻減少   (B)供給不足之下容易產生 
  (C)有大量失業的時候容易產生         (D)古典學派模型不易發生節儉的矛盾 
  (E)節儉的矛盾發生時，往往伴隨著所得減少 
 
練習 7： )(8.020 TYC −+= ， 150=I ， 100=G ， 100=T ，求算 
 (1)均衡所得、消費、可支配所得=? 
 (2)政府支出由 100 增為 120，新均衡所得=? 
 (3)政府維持預算平衡，政府支出由 100 增為 120，新均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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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M模型 

 
1.IS-LM模型比簡單凱因斯模型多考慮了資金借貸的債券市場(或可貸資金市場)，也就是
說，IS-LM 模型包含了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及債券市場，三個市場只要其中二個市場達

均衡，第三個市場亦會均衡，故此時我們只挑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來分析，二個市場均

衡共同決定了二個內生變數：產出Y及利率 i。 
 
2.貨幣市場 
凱因斯認為民眾持有貨幣基於三個理由：(1)交易動機的貨幣需求、(2)預防動機的貨幣需
求、(3)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即持有貨幣是為了在有利的情況下購買債券以獲取較高的報

酬)。前二個貨幣需求為所得的增函數，即所得增加，交易動機及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會

增加。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則為名目利率 i的反函數，即名目利率愈高，貨幣需求愈少。

準此，可將實質貨幣需求 DM 表示成 
),( iYLM D =             (1) 

式中 )(⋅L 為實質需求函數。另外，實質貨幣供給 SM 可表示成 

P
MM S =             (2) 

式中M 代表名目貨幣供給，P代表物價。貨幣市場均衡為 

),( iYL
P
M

=             (3) 

 
3.商品市場均衡與 IS線 
由於商品市場均衡條件為投資 I 等於儲 
蓄 S，故我們以 IS代表商品市場均衡。 
因 IS-LM模型考慮債券市場，因此投資 
為實質利率的反函數， )(iII = ，即實質 
利率愈高，投資愈少。(因為凱因斯模型 
認為物價僵固，故通貨膨脹率為零，即 
i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 為了更清楚明白 
均衡產出Y及利率 i的變化，在Y與 i的座 
標平面上，我們繪出讓商品市場均衡所有 
Y與 i組合的軌跡，該軌跡所形成的直線 
，我們稱為 IS線。 
 
圖 1即是利用商品市場均衡來推導 IS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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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期初經濟體系位於 0Q 點，對應利率為 0i ，投資為 )( 0iI ，產出為 0Y ，將 0i 與 0Y 的組合
繪於下圖 i與Y的平面，下圖的 0Q 點對應上方的 0Q 點。若利率由 0i 調升為 1i ，投資會由

)( 0iI 減少為 )( 1iI ，經濟體系移至 1Q 點，決定新的產出 1Y。將 1i 與 1Y 的組合繪於下圖 i與Y
平面的 1Q 點，將 0Q 點與 1Q 點連成一直線，即可得出讓商品市場均衡的 IS線。 
當政府支出增加，整條 IS線會右移。 
 
4.貨幣市場均衡與 LM 線 
由於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貨幣需求 L等於貨幣供給M ，故我們以 LM 代表貨幣市場均
衡，該市場均衡決定利率水準 i。在Y與 i平面上，繪出讓貨幣市場均衡所有Y與 i組合的
軌跡，該軌跡所形成的直線，我們稱為 LM 線。接下來利用圖 2推導 LM 線。 
 
 
 
 
 
 
 
 

 
 
 
 
圖 2期初經濟體系位於 0Q 點，對應利率為 0i ，貨幣需求為 ),( 00 YiL ，產出為 0Y ，將 0i 與 0Y
的組合繪於右圖 i與Y的平面，右圖的 0Q 點對應左圖的 0Q 點。若所得由 0Y 增加為 1Y ，貨
幣需求會由 ),( 0YiL 增加為 ),( 1YiL ，經濟體系移至 1Q 點，決定新的利率水準 1i。將 1i 與 1Y 的
組合繪於右圖 i與Y平面的 1Q 點，將 0Q 點與 1Q 點連成一直線，即可得出讓貨幣市場均衡

的 LM 線。 
當貨幣供給增加或物價下跌，整條 LM 線會右移。 
 
5.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同時均衡，共同決 
定均衡產出 ∗Y 及利率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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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支出(G )增加， IS線會往右移， 
 新的 IS線與 LM 線決定均衡產出 1Y 及 
 利率 1i 。 
 
 
 
 
 
 
7.貨幣供給( M )增加或物價( P )下跌，  
 LM 線會往右移，新的 LM 線與 IS線 
 決定均衡產出 1Y 及利率 1i 。 
 
  
 
 
 
 
 
 
 

凱恩斯學派的總合需求(AD)與總合供給(AS) 

 
1.凱因斯學派的總合需求線(aggregate demand curve，簡稱 AD線) 
總合需求線是指一般物價與整體經濟社會對商品總合需求量之間的關係。由於商品的需

求係由消費、投資及政府支出所組成，然而投資為利率的函數，是由貨幣市場均衡所決

定。因此，要掌握整體經濟社會對商品總合需求數額，不僅要考慮商品市場均衡，還須

考慮貨幣市場均衡。底下的圖 3，我們利用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同時均衡來推導總合需求

線(描述物價與產出之間的關係)。 
圖 3 期初經濟體系位於上圖 IS與 LM 的交點 0Q ，該點代表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同時均
衡，決定均衡產出 0Y 及利率 0i 。 ),( 00 PMLM 線代表在物價水準為 0P ，貨幣市場達均衡。
當物價由 0P 上漲至 1P， ),( 00 PMLM 左移至 ),( 10 PMLM ，後者與 IS交於 1Q 點，該點決定
產出 1Y 及利率 1i 。 ),( 10 PMLM 線代表在物價水準為 1P，貨幣市場達均衡。將上圖 0Q 點的

0Y 與 0P 組合及 1Q 點的 1Y 與 1P組合分別描繪於下圖Y與P平面的 0Q 點及 1Q 點，將 0Q 與 1Q
連成一直線，即可得出讓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所有P與Y組合的軌跡，即 AD線。 
由於 AD線的推導過程都是固定政府支出為 0G，貨幣供給為 0M ，故我用用 ),( 00 MGAD 來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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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凱因斯學派的總合供給線(aggregate supply curve，簡稱 AS線) 
凱因斯學派認為名目工資是僵固(或是向下僵固，即工資調漲不調跌)，在此情況下的總 
合供給線的型態為何?(參見課本 313頁，26章，圖 6，該圖為名目工資向下僵固所推導
的 AS線) 
 
3.凱因斯學派總合供需的變動 
(1)總合需求增加(如政府支出增加、減稅、貨幣供給增加) 
當經濟體系未達充分就業(即有失業存在)時：會造成產出增加，物價上揚。 
當經濟體系已達充分就業時：會造成產出不變，物價上揚。 

  (參見課本 315頁，26章，圖 7) 
(2)總合供給增加 
當經濟體系未達充分就業(即有失業存在)時：產出及物價皆維持不變。 

  當經濟體系已達充分就業時：會造成產出增加，物價下跌。 
 
＊與古典學派模型比較 
古典學派產出維持在充分就業產出，故總合需求增加，僅會造成物價上揚，產出維持不

變。當總合供給增加，會造成產出增加，物價下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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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1：關於 IS-LM模型，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物價下趺，LM會左移        (B)政府支出增加，產出增加，利率上揚 
 (C)貨幣供給增加，產出增加，利率下趺      (D)信用卡發行增加，LM會右移 
 (E)政府減稅，產出會增加，利率下趺 
 
練習 2：關於 AD-AS 模型，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工資下跌，AS會右移       (B)石油價格上漲，AS會左移 
 (C)生產技術進步，AD會右移   (D)供幣供給減少，AS會左移 
 (E)政府增加公共建設，AD會右移 
 
練習 3：在凱恩斯學派模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導致 
  (A)利率下跌、產出增加     (B)物價下跌、產出增加   
  (C)利率上揚、產出增加     (D)物價上揚、產出減少  
  (E)利率上揚、產出減少 
 
練習 4：古典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比較，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兩者的產出皆由 AD與 AS共同決定 
  (B)前者認為財政政策較有效，後者認為貨幣政策較有效  
  (C)前者的 AS為正斜率，後者 AS是垂直線 
  (D)前者貨幣需求是所得與利率的函數，後者貨幣需求僅是所得的函數 
  (E)前者利率是由可貸資金市場單獨決定，後者利率是商品與貨幣市場共同決定 
 
練習 5：在凱恩斯學派模型，政府支出增加，「不會」出現 
  (A)物價上揚   (B)利率上揚   (C)儲蓄增加   (D)所得增加   (E)出口增加 
 
練習 5：在 AD-AS模型，生產技術進步會造成 
  甲、AS右移     乙、AD右移    丙、勞動需求增加 
  丁、產出增加    戊、物價上漲 
  (A)乙丁戊    (B)甲丙丁    (C)甲乙丁戊    (D)乙丙戊    (E)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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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古典興凱因斯的比較) 
 
1.排擠效果 
公部門支出的增加，排濟私部門的支出，造成私部支出減少。 
IS-LM模型的政府支出乘數比簡單凱因斯模型的政府支出乘數小，原因是 IS-LM模型多了

利率上揚的效果，該效果造成民間投資減少，因而產出減少。 
AD-AS模型的政府支出乘數又比 IS-LM模型的政府支出乘數小，原因是 AD-AS模型多了

物價上揚的效果，該效果造成實質貨幣供給的減少，進而導致利率上揚，於是投資減少地

因應。 

 

圖 1中的簡單凱因斯的政府支出乘數為
′

00YY ，IS-LM的政府支出乘數為 10YY ，當中有
′

01Y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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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利率的上揚造成投資減少而被排擠掉。AD-AS 的政府支出為 20YY ，由於政府支出增

加造成物價上揚，因而實質貨幣減少，利率上揚，投資再一次減少， 12YY 即被排濟掉的部

分。 
以上為凱因斯模型的排擠效果，由於政府支出增加，產出均還是增加，故為部分排擠。 
 
2.完全排擠 
公部門支出的增加，引發私部門支出(消費與投資)同幅的減少，最後產出不變。古典學派的

模型，政府支出增加發生完全排擠效果。 
古典學派的商品市場均衡式： )()( iSGiI =+  

 
練習 1：利用AD-AS 與 IS-LM 的圖形，繪圖說明政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經濟體系的產出、

物價及利率有何影響？ 
 
練習 2：利用AD-AS 與 IS-LM 的圖形，繪圖說明政府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體系的產出、

物價及利率有何影響？ 
 
練習 3：繪圖說明古典學派模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體系有可影響？ 
 
練習 4：繪圖說明古典學派模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經濟體系有可影響？ 

 
練習 5：凱因斯學派的總合需求線是考慮 
 (A)商品市場均衡    (B)貨幣市場均衡    (C)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同時均衡 

 (D)商品市場與勞動市場均衡      (E)勞動市場均衡與生產函數 
 
練習 6：下列何者會造成AD線左移？ 
 (A)政府支出增加   (B)政府提高租稅   (C)央行提高存款準備率   (D)生產技術進步 

I

GI +

S

i  

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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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與失業 

1.通貨膨脹 
 指商品的價格持續地上漲。 
 通貨膨脹率(物價上漲率)π的計算： 

t

tt
t P

PP −
= +1π                  

 
2.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 
 描述通貨膨脹率與失業率的關係。一般而言，通貨膨脹率與失業率兩者有反向非線性的

關係，即通貨膨脹率與失業率兩者有抵換(trade-off) 關係，換句話說，政府若想要降低失

業率，則必須付出忍受較高的通貨膨脹率當代價。 
 底下我們可利用 AD與 AS可以推導出菲力普曲線 

 
 
 
 
 
 
 
 
期初的均衡點位於 AD與 AS交點 0Q ，假設該點物價 10 =P ，產出 0Y 為充就業產出，該產
出對應的失業率為自然失業率 nu 。 
 
3.失業與自然失業率 
 一般而言，我們將失業的歸納成以下三種原因： 
(1)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 
 勞工求職與廠商求才之間並沒有完全的訊息(如工作所要求的條件或技能、薪資結構等)，

AS

)( 0MAD

)( 0MAD
)( 2MAD

P  

Y  

05.11 =P

10 =P

97.02 =P

0Y 1Y2Y

1Q

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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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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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訊息的不完整造成勞工於求職期間的失業即是摩擦性失業。 
(2)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 
 由於產業結構改變(如電子業替代製鞋業、紡織業)或地區間勞動需求改變(如電子公司移

往竹科、南科，傳統產業移往大陸)所造成的失業。 
(3)循環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 
 由於經濟景氣衰退，廠商減少雇用勞動所造成的失業。 
＊只有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所構成的失業率才稱為自然失業率，充分就業之下仍會有

自然失業率，故失業率不為零。 
 
4.需求拉動的通貨膨脹與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1)需求拉動的通貨膨脹 
 即總合需求持續擴張所造成的物價上漲，此種情況可推出一般通貨膨脹率與失業率兩者

有抵換關係的菲力普曲線。 
(2)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即總合供給持續減少所造成的物價上漲，此種情況會造成貨膨脹率上揚與失業率上揚雙

重不利的後果，我們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5.通貨緊縮 
 指物價連續二年呈現下跌的走勢，一般而言是需求不足是造成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 
 
 
練習 1：關於「停滯性通貨膨脹」的敍述，何者「錯誤」？ 
  甲、石油價格持續上漲容易引發停滯性通貨膨脹 
  乙、停滯性通貨膨脹會造成失業率與物價上漲率同時增加 
  丙、AS線左移容易引發停滯性通貨膨脹    丁、AD線左移容易引發停滯性通貨膨脹 
  戊、政府持續發行貨幣容易引發停滯性通貨膨脹 
  (A)甲戊   (B)甲乙丙   (C)乙丁   (D) 丁戊   (E)甲乙戊 
 
練習 2：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甲、摩擦性失業是勞資雙方缺乏充分訊息所造成 
  乙、台灣產業西移大陸所造成的失業是結構性失業 
  丙、政府擴張性的政策讓景氣復甦可降低循環性失業 
  丁、達到充分就業時，仍會有循環性失業存在 
  戊、只有摩擦性失業及循環性失業，此時的失業率為自然失業率 
  (A)甲乙丙  (B)甲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戊   (E)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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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金融 

 
1.名目匯率(即一般所稱的匯率) 
 外國貨幣與本國貨幣的兌換比率。例如：1 美元可換成 31 元新台幣，則美元匯率=31。當

匯率下跌，代表本國幣升值；反之，當匯率上漲，代表本國幣貶值。 
 
2.外匯 
 即外幣，例如：美金、歐元、日幣等。外匯視為一種商品，外匯的供給、外匯的需求即構

成外匯市場，供需相等的價格即為名目匯率。 
 
3.外匯的供需 

 
外匯市場的超額供給(以 ESF 表示)可寫成： 

DSESF −=  
    )44()3232()11( DSDDSSDS −+−−++−=  
    =貿易帳餘額   +勞務帳餘額        +資本帳餘額   
    =經常帳餘額+資本帳餘額 
    =國際收支餘額 
由以上關係式可知，當外匯市場有超額供給，代表國際收支有盈餘(如上圖中匯率水準為 0E 的

情況)；當外匯市場有超額需求，代表國際收支有赤字(如上圖中匯率水準為
′

0E 的情況)。 

經常帳餘額=貿易帳餘額+勞務帳餘額，國際收支餘額=經常帳餘額+資本帳餘額。 
 
註：以上的敍述係修改自賴景昌(2004)，《總體經濟學》，二版。 
 

S

D

1.進口商的結匯 
2.本國人到外國旅遊或留學的結匯 
3.外國人投資本國資產所獲報酬的結匯 
4.本國人投資外國資產(本金部分)的結匯 

外匯數量 

∗E  

匯

率 

0E  

′
0E  

1.出口商的換匯 
2.外國人來台旅遊或留學的換匯 
3.本國人投資外國資產所獲報酬的換匯 
4.外國人投資本國資產(本金部分)的換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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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匯率制度 
(1)浮動匯率制度 
  顧名思義，浮動匯率制度即匯率自由調整，讓外匯市場始終維持均衡。匯率為外匯市場供

需相等時決定出來的，故匯率為內生變數，當外匯市場的供需發生改變，均衡的匯率亦發生

改變。 
(2)固定匯率制度 
  顧名思義，固定匯率制度即匯率水準固定不變。當央行所釘住的匯率水準無法滿足外匯市

場均衡時，央行為了維持匯率的固定不變，必須調整外匯存底，以滿足外匯市場的均衡匯率

等於其固守的匯率。以圖 2-2 為例來說明，E 為央行釘住的固定匯率水準，在此匯率水準下，

外匯市場有超額供給( 00 DS > )，若央行不干預市場，則匯率有下跌的壓力，E 的匯率水準將

無法維持。因此，央行須扮演外匯需求者的角色，將這超額的外匯供給消化掉，於是央行進

入外匯市場買進外滙，需求線將由 D右移為 DRD + ，此時供需決定的匯率水準恰為央行釘

住的匯率水準。央行買進( 00 DS − )的外匯數量將造成央行外匯存底的累積。 

  反之，在央行釘住的匯率水準下，若外匯市場出現超額需求，此時央行須提供外匯給民眾

以滿足民眾的需求。因此，央行到外匯市場拋售外匯，此動作將造成市場供給線右移，新的

市場供需相等所決定的匯率恰為央行固守的匯率。此外，央行抛售外匯將導致央行外匯存底

的耗損。 

 
(3)管理浮動匯率制度 
通常是為了避免在浮動匯率制度造成匯率大幅波動進而對國內經濟造成重大衝擊，央行因而

干預外匯市場，以降低匯率波動的幅度。管理浮動匯率制度和固定匯率制度的不同在於前者

允許匯率的波動，後者匯率固定不變。底下用圖 3 說明之。期初匯率水準為 0E ，在此匯率

水準下，外匯市場有超額供給，若此時央行不干預，放任市場力量決定，則經濟體系將到達

flexQ 點，匯率水準降為 flexE 。由於匯率大幅波動( 0EE flex − )，對經濟體系的衝擊過大，央行

於是採部分干預，進入外匯市場買進外匯，此時需求線將由 D 右移至 DRD + ，經濟體系到

S  

D  

外匯數量 

S  

E

E

外匯數量 

D  

DRD +  

圖 2-2 固定匯率制圖 2-1 浮動匯率制

0S0D

flex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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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Q 點，決定 1E 的匯率水準。由於央行採管理浮動匯率制度，造成匯率由 0E 下跌為 1E ，外

匯存底增加，這結果正可解釋台灣在民國 75 年至 76 年間，匯率下跌且外匯存底持續累積的

現象。 

 
 
5.實質匯率 
外國商品與本國商品的兌換比率。例如：美國的蘋果一個 1 美元( 1=∗P )，假設匯率為 30 
( 30=E )，台灣的蘋果一個 10 元新台幣( 10=P )，則一個美國蘋果可兌換多少個台灣蘋果? 
1 美元折合 30 元新台幣⇒折合 30/10=3 個台灣蘋果，故實質匯率q 可寫成： 

3
10

130
=

⋅
==

∗

P
EPq                

即 1 個美國蘋果可兌換 3 個台灣蘋果。 
 
上述的情況下，若蘋果都一樣，在不考慮運輸成本時，先將 1 美元兌換成 30 元新台幣，然

後在台灣買三個蘋果再運到美國，此三個蘋果可賣得 3 美元，(或在台灣先以 10 元新台幣買

一個蘋果，再將這蘋果運到美國可賣 1 美元，這 1 美元可再換成 30 元新台幣)。此種利用兩

地商品價格不同而賺取價差的行為，稱為套利(arbitrage)。 
 
由於套利行為會造成台灣蘋果需求增加，美國蘋果供給增加，前者導致台灣蘋果價格上漲，

後者導致美國蘋果價格下跌，最後會達到 PEP =∗ 的均衡條件。 
 
6.購買力平價說(PPP) 
 當兩國的商品可視為同一種商品時(即這兩種商品可視為完全替代)，此時 q =1，即 ∗EP = 

P (即兩種商品用台幣表示的價格相等)。既然兩種商品可視為同一種商品，經過匯率的轉換，

價格會相等也就不足為奇。 
∗= EPP 成立，我們稱為單價法則，或購買力平價。 

 
 

S

D  
DRD +

E  

0E  
1E  

外匯數量 0S  0D  

flexQ  
1Q  

flexE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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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利率平價說 
當兩國的債券可視為同一種資產時(即這兩種債券可視為完全替代)，則 EEEii e /)( −+= ∗ ，

即本國債券的報酬率等於外國債券的報酬率。 
 
 
練習 1：下列敍述何者有誤？ 
(A)央行抛售外匯將造成外匯存底減少    (B)央行抛售外匯造成外匯需求增加 
(C)固定匯率制度下，外匯市場超額供給時，央行將抛售外匯 
(D)浮動匯率制度下，外匯存底不會因外匯市場不均衡而發生改變 
(E)固定匯率制度下，央行須透過外匯存底調整以維持匯率固定。 
 
練習 2：下列敍述何者有誤？ 
(A)出口增加有利於經常帳增加         (B)外國觀光客來台旅遊增加利於經常帳增加 
(C)本國利率提高有助於資金流向本國   (D)預期台幣升值易造成於經常帳增加 
(E)國內投資環境改善有助於資本帳增加 
 
練習 3：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管理浮動匯率制度會造成匯率及外匯存底皆變動 
(B)外匯市場有超額需求，浮動匯率制度下匯率有下跌的壓力 
(C)外匯市場有超額需求，浮動匯率制度下台幣有貶值的壓力 
(D)國際收支有盈餘，固定匯率制度下央行外匯存底會增加 
(E)國際收支有盈餘，固定匯率制度下央行須增加外匯需求 
 
練習 4：下列何者會產生外匯需求或供給？ 
(A)Rain 來台辦演唱會      (B)我國向美國購買 F-16      (C)本國民眾購買海外基金 
(D)拜耳公司來台設廠    (E)國外資金大舉匯入台灣購買台灣股票 
 
練習 5：承前題，上述各項對均衡匯率各有何影響？ 
 
練習 6：依據 PPP 理論，一輛 Lexus 汽車在美國售價為 3 萬元，若台幣對美元的匯率為 33，

該車在台售價應為 99 萬元，但實際上卻貴了許多，為什麼？ 
 
練習 7：國外資金流入發生於下列何種情況？ 
(A)本國利率低於外國利率      (B)本國貨幣預期升值 
(C)本國貨幣預期貶值          (D)本國政治不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