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體經濟學 II

李映萱 2012.2

Office: 羅耀拉大樓 SL266

Office Hour: (三) 10:30-12:00

E-mail: ysli@mail.fju.edu.tw

————————————-

實習課: 游偉弘

E-mail: 499286100@mail.fju.edu.tw

1 課程簡介

上學期我們探討消費者、 廠商等個體的決策行為、 市場的運作, 以及資源的配置。

根據這些基本概念, 我們得以探討市場結構與政府政策的影響。 在不同的市場結構

下, 廠商與消費者有不同的議價能力。 因此, 廠商訂價與競爭策略會受到消費者行

為、 其他廠商的競爭策略所影響。 我們討論的範疇包括完全競爭市場、 差別取價、

獨占和寡占市場、 賽局理論等。 本課程的目標是希望建立學生的經濟直覺, 和學生

使用微積分、 線性代數及圖形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

2 授課方式與進度

以投影片、 講義方式授課。 授課進度如下:

週次 主題

1-3 完全競爭市場與政策福利分析

4-9 獨占市場與廠商差別訂價

10 獨占性競爭

11-12 賽局理論

13-18 寡占市場與廠商之策略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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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科書

• 指定書: Robert S. Pindyck and Daniel L. Rubinfeld, Microeconomics,

7th edition, 2009, Pearson International Edition. (華泰書局代理)

• 參考書:

蔡攀龍、 張寶塔 (2005)《個體經濟學》, 第1版,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吳聰敏 (2010)《經濟學原理 (上) 》, 第1版, 台北: 翰蘆圖書公司。

• 補充資料: 課堂講義或投影片, 請從 iCAN 教學網站下載。

• 註: 各書籍之參考與閱讀,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

4 成績考核

• 小考 20%, 期中考 30 %, 期末考 30%, 課堂參與度與隨堂考 10%, 1篇報告

10%。

時間

小考 1 2012/03/24 (六) 20:30-22:10

期中考 2012/04/10 (二) 18:40-20:20

小考 2 2012/05/26 (六) 20:30-22:10

期末考 2012/06/12 (二) 18:40-20:20

• 注意事項

1. 請隨時注意 i-can 公布之課程公告等訊息。

2. 隨堂考是不定期、 不定時抽考。

3. 本課程將執行扣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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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因故 (ex. 病假、 喪假等) 未能出席者, 請填寫請假單並附上相關證

明。 未能提出證明者視同未出席, 計曠課一次。

5. 考試時間有任何問題請於開學後1個月內告知, 逾期不受理。 若同學因

故未能考試必須正式請假, 一學期只有一次補考機會, 補考成績一律打

八折。 (例: 某甲補考成績為80分, 該生該次考試成績 80∗0.8 = 64 分)

5 報告撰寫與發表

寫報告是以5-6人為一組,請自行組成小組,並決定上台發表的時間 (可選第一梯次

或第二梯次口頭報告)。 請你們選定課堂上所講述的某些觀念作為分析的工具, 並

找尋 1年以內的一則新聞事件, 將選定的觀念用來分析該新聞事件的因果關係。 各

組需繳交口頭報告之投影片與書面報告之電子檔與紙本。 其內容必須包括以下三

個部分:

1. 請說明你所討論之觀念的定義 (包括文字、 圖形)。

2. 請你運用這些觀念去解釋新聞事件的因果關係。

3. 根據你所學過的觀念, 請指出文章中哪些推論或說法有誤。

• 與報告有關的日期:

時間

確定分組名單與報告日期 2012/03/03 (六) 22:00以前

繳交報告題目與所選新聞 2012/03/24 (六) 22:00以前

第一梯次口頭報告 2012/04/19 (四) 20:30-22:10

繳交報告題目與所選新聞 2012/05/26 (六) 22:00以前

第二梯次口頭報告 2012/06/14 (四) 20:30-22:10

注意: 第一梯次報告組別請於2012/04/16 (一) 22:00以前, 將口頭報告之投影片與書
面報告之電子檔寄給助教游偉弘。

注意: 第二梯次報告組別請於2012/06/11 (一) 22:00以前, 將口頭報告之投影片與書
面報告之電子檔寄給助教游偉弘。

注意: 紙本請於報告當天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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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的注意事項:

a 書面報告的長度不能超過 2 頁, 以中文寫作, 並附上剪報。

b 書面報告請使用 12 pt 的字體大小與 1.5 倍行高。

c 書面報告電子檔檔名 個經−報告日期−二甲.doc

例: 個經−0419−二甲.doc

d 口頭報告之投影片電子檔檔名 個經−報告日期−二甲.ppt

e 每組口頭報告的時間是 5 分鐘, 5-10 分鐘為提問與討論時間。

f 其他組別報告時, 請仔細聆聽, 並於討論時間踴躍發問, 此部分將成為

本組口頭報告一部份分數。

• 報告的評分標準:

– 口頭報告: 我將從 4個部分來評閱口頭報告

1. 投影片內容

2. 報告人是否能清晰說明事件始末與該組觀點

3. 問題回答人是否能清楚解答同學之提問

4. 該組成員是否積極參與其他組的討論與提問

報告人與問題回答人於當天抽籤決定。 請各組自行準備籤條。

– 書面報告: 我將從 4個部分來評閱書面報告

1. 明確地指出課堂中哪些觀念可用來解釋該事件

2. 正確地說明各觀念的定義

3. 指出文章中分析錯誤之處 (或該事件的發生因果之推論)

4. 文字表達、 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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