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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核心課程教學期末成果報告書 
一、 課程基本資料表 

（成果報告書請於每年 2月 15 日及 7 月 15 日以前繳交，謝謝您！）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核心課程基本資料表 

1.課程名

稱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2.科
別 

□人文藝術學科（含英文學科）      ■社會學科 

3.開
班數 

 2 
4.修課人數 140 

 

5.團隊成員（本表格欄位可自行增加） 
課程

成員

名稱 
姓名 學校系所與職稱 聯絡電話  

授

課

教

師 

王光正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教授兼科召集人 校內分機 3298  

教

學

助

理 

魏天佑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生   

張家瑞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生   

6.課
程

網

址 

長庚大學 E-learning 系統   
 

7.課程內容概述 

課程 
概述、目標

與設計

理念 

本課程修課之學生為在本校醫、工學院(含工業設計系)大一以上未修習過經濟學課程之

學生。因此，課程目標有以下三大項： 

第一、 設計一門閱讀，討論，書寫能力與反思的經濟學課程(從學生的角度為「有

趣、有用、有料、有驚喜！」的通識課程)。延續學生高中公民課程，深化

同學經濟學涵養
1
。 

第二、  與另外兩門計畫中的「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與「政治學與現代公民」

串連呼應(反思)。 

    第三、    呼應長庚大學核心課程之目標「由長庚看見世界」，並進行經典閱讀。 

配 合 上 述 三 項 目 標 ， 本 課 程 選 定 十 二 個 主 題 以 下 列 三 個 層 次 展 現                      

1.經濟學知識的建立與深化。 

2.經濟學與公民經驗(校園生活)。  

3.全球化議題。 

其中「跨國企業的功與過」主題與「政治學與現代公民」課稱連結呼應；「全球化下的

薪資差異」主題與「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向」課程連結呼應(本課程因同時獲教育部現代公

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補助，因此需與同獲補助的本校兩門課程連結)。如下圖所示。 

                                                 
1 95 高中公民課綱為：(1).經濟學基本概念，(2).市場經濟制度，(3).生產與經濟發展，(4).經濟與環境的永續發

展，(5).總體經濟指標，(6).總體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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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十二個主題分別為： 
主題一：我們所處的世界  (此主題屬於全球化議題) 
主題二：全球暖化問題與寇斯定理  (此主題屬於全球化議題) 
主題三：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學  (此主題屬於公民經驗) 
主題四：經濟學中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五：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 
主題六：市場的魅力--拍賣課堂活動體驗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七：GDP 的構成、意義與福利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八：全球化下的工資差異  (此主題屬於全球化議題) 
主題九：經濟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差異--跨國企業的功過  (此主題屬於全球化議題) 
主題十：WTO 與世界貿易組織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全球化議題) 
配合此十個主題另自編上課講義，上課補充教材(含相關主題的閱讀參考資料與經典閱讀資

料)，以供修課同學使用。 

本

課程

包含

之 

核心

素養

能力 

■1.加強深度閱讀與批判思考的訓練。（必要） 
■2.提升寫作與溝通能力。 
□3.孕育創造力、情意與美學素養。 
■4.結合知識與生活實踐。 
■5.培養具有世界公民素養願景與社會變遷之適應力。 

「經

典」

著作 

(1).謝宗林，李華夏合譯(2000)，Adam. Smith 原著，《國富論》，先覺出版社，台北。 

(2).黃孝如譯(2007)，J. P. Stiglitz 原著，《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天下文化出版，台北。 

2.代表性論文 

（1）. 2011 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0/chapters/cn/ 

（2）.陳添枝，(2005)，〈中國經濟成長的得與失〉，《經濟前瞻》，100，32-36。 

3. 自編上課講義與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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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閱讀

文獻 

 指定閱讀書目：  

1. Adam Smith 著，謝宗林譯，(2000)，《國富論》，先決出版，第 1-3 章。 

2. 史迪格裡茲(J. E. Stiglitz)著，黃孝如譯，(2007)，《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天

下出版，第 6與 7 章。 

 

思辨

性討

論課

題名

稱 

       課程設計經典閱讀如指定閱讀文獻所列，三次經典閱讀分別為《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第

6章與第 7 章，《國富論》第 1-3 章。這三篇文章在第 2、9、14 週閱讀，第 4、11、16 週繳

交報告，並討論。 

 

課程

大綱 

 

Week1 課程簡介與我們所處的世界 

上課內容： 

1.本門課整學期內容(各週主題)簡介。介紹什麼是經濟學，經濟學的發展與界線。 

2.說明上課規定與成績計算方式，包含(1).說明課堂（個人與分組）平時成績加分方式與

模擬(2).說明「指定閱讀」報告之撰寫與繳交方式，(3).說明「選擇閱讀」報告之撰寫與

繳交方式(4).期末報告撰寫程序與方式之介紹，(5).課程網站介紹。 

3.我們所處的世界。以一幅世界地圖，介紹世界各區域由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其中包含

亞洲，中南美洲與非洲的獨立過程，最後歸在 1990 年開啟的全球化浪潮。 

Week2 全球暖化問題與寇斯定理 

上課內容： 

1.全球暖化的現況，與全球暖化的原因 

2.介紹京都議定書與議定書中的碳交易市場。 

3.碳交易權的確定如何促成碳交易？CO2 的排放價格誰決定？如何決定？ 

4.碳交易為何能救北極熊與雨林？對綠能產業的影響為何？Discovery 「綠能大契機」影

片觀賞 15 分鐘。 

Week3 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學—家庭經濟學 

上課內容：  

1.老師講授(1).台灣的歷年生育率與出生人口變化，(2).台灣的人口結構遭遇了什麼問

題？ 

2.藉由討論結果，老師講解經濟學對生兒育女的解釋。講解 Gary Becker 之家庭經濟學重

點之解釋與發展(Gary Becker， 1992 諾貝爾經濟學獎)。 

3.實證資料的支持—所得與出生率的關係。 

Week4  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學—醫療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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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1.老師講授台灣目前醫療市場化利益化的問題。 

2.老師綜合學生的討論結果，介紹醫療經濟學的研究結果。並且介紹目前歐陸(公醫)與美

國(私醫)的醫療體系。 

Week5 經濟學中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 I 

上課內容：  

1.這 20 年中三次世界經濟衰退的介紹：1997 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網路泡沫化，2008

金融海嘯的背景，緣由與結果介紹。以及討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2.在 2001 年的不景氣中看一場婚禮的啟示。由一場婚禮的花費推出簡單凱因斯理論。 

Week6 經濟學中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 II 

上課內容：  

1.老師帶領討論醫學上抗生素的發展歷程，與抗生素濫用後的抗藥性問題。老師介紹凱因

斯理論的效果與 1970 年停滯性通貨膨脹凱因斯理論逐漸失效的原因；同時，比較抗生素

抗藥性與凱因斯理論失效的異同。 

2.老師講解：經濟學家對抗不景氣的另一種抗生素--貨幣政策。講解其原理，運作方式與

效果。 

Week7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I 

上課內容： 

1.需求理論：需求曲線與需求法則(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需求法則的例外(吉芬財與炫

耀財)，需求的變動。 

2.老師帶領討論：(1).購買學校自助餐的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2).什麼是炫耀財；(3). 卡

通「小英的故事」裡的 

Week8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II 

上課內容： 

1.影響供給的因素，供給法則 

2.市場機制，超額供給，超額需求與市場均衡。 

Week9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III 

上課內容： 

1.地租與經濟租 

2.為何我們要市場，市場交易的好處。 

3.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Week10 拍賣（課堂活動體驗課）與國富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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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1.本堂課前半段為經典閱讀二報告討論，後半段為拍賣課堂活動 

2.經點閱讀二(國富論)分組討論：討論主題，250 年前的經濟觀察—自利與分工，討論紙

本報告內容。 

3.拍賣活動體驗：學生分組競賽，競拍商品。在不同的假設下討論英式拍賣法，荷式拍賣

法，最高價得標拍賣法，次高價得標拍賣法的均衡拍賣價格。藉此活動印證第 7至 9週的

經濟理論。此活動為教師自行研發的課堂活動。 

Week11  期中考 

範圍第 1至 10 週內容。(期中考前另加助教實習課，講解上課補充教材中的「習題演練」) 

Week12  GDP and GNP 專題 

上課內容：  

1.由廠商的四個生產要素與四個要素報酬切入 GDP 與 GNP。 

2.GDP 與 GNP 的意涵差別與計算。 

3.老師帶領討論：如何由一罐金車礦泉水的生產附加價值算出全國的 GDP。 

4.為何要以 GDP 與 GNP 衡量一國之發展？GDP 與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關係。 

5.國力的衡量與消長：亞洲四小龍這二十年來的 GDP 變化，世界 G7 的 GDP 變化。 

6.以 GDP 與 GNP 衡量一國之發展之缺點？以不丹為例子 

Week13 GDP and GNP 專題 (續)一小時；期中考檢討兩小時 

上課內容：  

1.延續 GDP 專題 

2.檢討期中考卷 

Week14 全球化下的工資差異 

上課內容： 

1.為何有 22K 的稱呼？22K 與非典型就業。 

2.一種低薪的解釋—定錨理論。 

3.分組討論：由經濟學人雜誌的定價(零售、紙本訂閱、網路閱讀加紙本訂閱)討論定錨理

論。 

4.國內工資的差異化現象 

5.經濟學的解釋：南北國貿易看台灣低薪問題。 

6.老師帶領討論：面對低薪問題你應該學什麼？做什麼？ 

Week15 經濟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差異--跨國企業的功過 

上課內容：  

1.經典閱讀三討論:《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第 7 章。分組討論後同學間進行辯論。辯論

主題：「跨國公司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 

2.經濟學對跨國企業的看法與實證研究結果。 

3.跨國企業在台灣，跨國企業與台灣的 IT 產業。 

4.案例討論：跨國企業的功與過—RCA 的功與過。 

Week16 期末報告同學初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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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17 期末報告同學初報(II) 

 

Week18 WTO 與世界貿易制度 

 上課內容： 

1.分組討論：貿易與分工小遊戲(此小遊戲為教師自行研發)，從小遊戲中看比較利益。 

2.WTO 與自由貿易，WTO 的精神，WTO 的困境。 

3.目前的現況，區域經濟整合。 

 

授課教

材及參

考文獻 
自編教材 

成績評

量方式 

（請註

明各項

評分比

例） 

 

成績計算方式     100% 

平時成績 15% 

課堂回答加分 課堂回答加分(每次+0.5~2 分) 

隨堂分組討論加分 課堂回答加分(每次+0.5~2 分) 

指定演講、展覽等活動之回饋報告 參加者並繳交回饋報告 +1~1.5 分 

網路加分作業、網路討論 每次加 1~3 分 

經典閱讀報告 24% 

  

三次指定閱讀報告(本學期因國定

假日放假之故，只交兩次報告)  

遲交在一天以內者扣 3 分；遲交一天以上一

週以內者扣 5 分；遲交一週以上者 0 分計算． 

期中考 35% 

期末報告 26% 

  

期末報告計劃書與助教小組討

論 (第 8 週上課前確定期末報告題

目，第 8~11 週與助教小組討論) 

不來或未繳交者扣總成績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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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計分含投影片及已完成

80%之書面報告初稿)+提問單(二

份) 

口頭報告、投影片及已完成 80%之期末報告

初稿 12 分，口頭報告時需繳交投影片及已完

成 80%之書面報告初稿，未交組別扣 6 分；

兩份提問單 2 分；兩份提問單 2 分。 

期末報告(書面報告) 12 分 

 
 

 

二、 實際教學與執行成效之評估： 
1. 請具體說明如何執行與達成上表勾選的核心素養能力 

（可含教學助理對課程進行之具體工作內容、學生對課程的回應、個人心得與檢討） 

 

 

 

每週課程進度與助理工作事項節錄 

 

課程主題 課程簡介與我們所處的世界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2020 年 09 月 14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講義印製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借麥克風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為主題一：課程簡介與我們所處的世界。在課程簡介當中，老師對

本學期的授課內容與評分標準作一詳細的說明。接著，助教說明如何使用本課程

的教學網站以及作業撰寫、繳交應注意事項，說明完畢後老師即正式進入課程。 

首先，針對世界經濟發展概況，老師列舉了南美、非洲、南亞、東亞與俄羅斯五

個地區作說明，南美洲海地、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從脫離殖民獨立至 1990 年間皆

是軍事強人政治，1990 年後改革開放，由文人執政，在民主化的過程伴隨著經

濟的穩定成長。另外，阿根廷的畜產出口是世界第二，巴西的農產出口是世界第

二，智利則多出口漁產和銅礦，這南美洲三大強國在全球出口貿易量上都名列前

茅。非洲是國家數最多的洲，但多數國家貧窮，其中最窮的國家分佈在中、西非，

雖然極度貧窮，但礦產資源卻是數一數二的豐富，非洲富裕的國家大抵是集中在

北非和南非。1950 年到 1960 年非洲許多國家紛紛獨立，但到目前為止，非洲許

多國家仍是軍事獨裁的強人政治。南亞由於政治與宗教的分別，當地的政局都不

太穩定，經濟也就無法有所起色，政局相對穩定的國家是不丹與馬爾地夫。東亞

以右傾經濟主義為主，其中台灣是最早奔向自由經濟市場的國家。俄羅斯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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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蘇聯解體後連五年下滑，但快速的從世界最大的中央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

經濟還是讓俄羅斯在 2006 年底完成了持續八年的經濟成長，可見脫離獨裁政治

為俄羅斯經濟帶來了光明願景。 

 

 
 

課程主題 全球暖化問題與寇斯定理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9 月 21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講義印製 

■協助課堂討論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為主題二：經濟學在其他領域的發展－全球暖化與寇斯定

理。課堂一開始老師先以長庚醫護新村糾紛的案例帶領同學們認識寇斯定理。

接著，老師利用寇斯定理的觀念帶領同學看全球國家如何進行碳交易權的建

立，為何碳交易全建立後可以就北極熊，從中說明碳交易的執行如何有效減緩

地球暖化。最後，老師分析碳交易權的建立對消費者、廠商、綠能產業和雨林

產生影響。 

寇斯定理是指在交易成本很小(或等於零)下，產權的初始配置並不影響效

率，但影響了所得分配。1997 年 12 月京都議定書的初步簽定，背後精神即是寇

斯定理的實踐，京都議定書以某一年的總碳排放量做分配，分配給各個國家，

並且國家間可以進行碳排放權的交易，即碳排放量少的國家可以將剩餘的碳排

放權利賣給碳排放量高的國家，如此一來，全球的碳排放量就會維持固定不變，

因此不會有多餘的碳被排出致使地球加速暖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美國至今

仍未簽署此案，故造成京都議定書的執行產生很大的困難。至於碳交易的國際

價格是由碳需求排放量和某一年的碳供給排放量所決定，並且一旦碳交易權建

立將對消費者、廠商、綠能產業和雨林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消費者的影響為汽、

柴油和電將課碳稅，因此促使消費者將節約能源；對廠商的影響為廠商將更換

舊有設備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將舊有的廠房關閉並將碳排放權賣給其他

國家設備廠房較新的廠商；對綠能產業的影響則是因為油電價雙漲，導致太陽

能電板、LED 等節能產品的需求增加，因此綠能產業會開始蓬勃發展；最後，對

雨林的影響則是雨林將得以恢復，原因是各國廠商可藉由恢復雨林來換取碳排

放權(即雨林地主會收到一封來自台塑企業的神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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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討論議題：本週討論長庚醫護新村糾紛的案例：若糖果加工廠帶來低頻噪音干

擾，導致內科診所告上法院以維護其自身工作的權利，試問若你是法官，你會

怎麼判決？在此，我們假設一、內科醫師雇用一名護理人員、一名藥劑師，每

日淨賺 6000 元；假設二、糖果加工廠員工 5 人，每日淨賺 4000 元；假設三、

搬家、裝潢不需要成本，但需停工 10 日。 

討論小結：(1)若法官判決內科醫師勝訴，那麼糖果加工廠搬走並且糖果加工廠

損失 4000×10 元；(2)若法官判決內科醫師敗訴，那麼糖果加工廠搬走並且內科

醫師損失 4000×10 元。由(1)和(2)可知法官的判決不影響誰搬家，但影響了誰

支付這一筆錢(附加價值低的搬走)。 

 
 
 

課程主題 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學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9 月 28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講義印製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協助課堂討論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為主題三：經濟學在其他領域的發展－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

學。此次課程是著重在家庭經濟學的探討並分析兩個議題：一是人口老化問題，

另一則是生兒育女的選擇。首先，有關人口老化的問題，老師說明人口老化的

主要原因為新生兒減少與人民平均餘命延長，從 1960 年至 2006 年的台灣粗初

生率以及人口出生數即可看出新生兒人數不斷下降，導致粗出生率下滑，因此

人口老化的問題浮現。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

比例達百分之七時，稱為「老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達到百分之十四

時稱為「老齡社會」(Aged society)，如果老年人口比例達到百分之二十時，

則稱為「超老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而台灣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測估

計在 2015 年至 2020 年台灣會達老齡社會，在 2025 年至 2030 年則達超老齡社

會。其次，關於生兒育女的經濟選擇，老師討論適婚年齡的伴侶為什麼要生小

孩？經過與學生的互動討論後老師歸納出父母代生小孩的理性誘因有三：第

一、社會制度與文化制約；第二、小孩是投資財；第三、小孩是耐久性消費財。

老師補充社會學家通常是強調第一點，但經濟學家則著重在第二和第三點，同

時經濟學家也同意第一點。另外，小孩是投資財這效果在父母所得低時顯著，

並且此效果顯著時會多生小孩，但小孩是耐久性消費財這效果在父母所得高時

顯著，並且此效果顯著時生小孩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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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討論議題：為什麼適婚年齡的伴侶要生小孩？原因為何？ 

討論小結：同學提出的可能原因有希望小孩繼承家業、父母的期望、生小孩給

父母帶來快樂、父母會有共同話題等因素。 

 

 
 
 
 
 

課程主題 家庭經濟學與醫療經濟學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2020 年 10 月 5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作業批改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延續第三週的課程－經濟學在其他領域的發展，本週老師介紹醫療經濟學，主

在探討醫療是產業嗎？又或者醫院應該是公司嗎？課堂一開始老師即要同學思

考並回答醫院像公司對病人的優點和缺點以及醫院不像公司對病人的優點和缺

點。同學的討論非常踴躍(詳見討論及作業輔導狀況)，老師也對同學的回答逐

一回饋並整理出醫院像公司(營利)的好處是：一、有能力和誘因提供先進的儀

器設備；二、醫生將較有誘因突破醫療技術，背後的原因是醫師的薪資和其業

績有關；三、醫療服務品將提升，例如：醫美診所。至於醫院像公司(營利)的

壞處是：一、較貧窮或病情較重的病人醫院不會收；二、存在道德危機，在營

利下，醫生將有誘因要病人多開刀(不必要的手術)、多治療(不必要的治療)與

多購買健康食品等，因為這攸關醫生在醫院的業績；三、醫院將不會在偏遠地

區設點，導致偏遠地區醫療服務落後。醫院是否該營利目前並無定論，但比較

像公司的醫院是醫美診所，比較不像公司的醫院則是由宗教團體創立的醫院，

公立醫院(三總、榮總、署立醫院)偏向不像公司的醫院，長庚醫院則介於中間。

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老師還補充說明醫療商品具有：一、需求與供給的不確

定性，需求面的不確定性是指病人何時有需求無法預測，供給面的不確定性是

指醫療服務的提供者無法確定一定能夠醫好病患；二、不可回復性，意指器官

醫壞了無法再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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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老師提問：醫院像公司對病人的優點和缺點以及醫院不像公司對病人的優點和

缺點？ 

同學回答：一、醫院像公司對病人的優點是病人可以使用到較先進的醫療設備，

缺點則是可能只有富人可以使用到(因為支付得起較龐大的醫療費用)，窮人則

無法享受此醫療資源，造成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窘境；二、醫院不像公司對病

人的優點是貧窮或重病病患將不會被醫院拒收，然而，缺點是醫護人員可能較

不積極參與治療與提升醫療技術，這對病人則是不利的。 

 

 

課堂討論狀況 

 
 
 
 
 
課程主題 經濟學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10 月 12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帶領小組討論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的教學重點是主題四－經濟學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課堂一開始老師簡

介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除了討論台灣 1951-2008 年 GDP 與受雇者薪資的走向

外，也分析了台灣四個不同時期（1950-65 年代、1965-75 年代、1975-85 年代

和 1985 年代之後）的經濟建設方案。接著，老師以親身參與 2001 年底的一場

婚禮為例，教導同學凱因斯理論的主張，同時透過婚禮總費用的估計與此筆費

用最後的流向點出凱因斯的乘數理論。台灣在 1950-65 年代開始第一次的進口

替代，主在鼓勵廠商生產進口品以替代進口，此舉亦可節省(增加)外匯。另外，

這時期進口替代的策略是拉高關稅與採取複式匯率，並且鼓勵外資投資(日資、

美援)。在 1965-75 年代則是台灣的第一次出口擴張，即鼓勵廠商生產出口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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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外匯，鼓勵措施大約有補貼、土地供給與減免稅額。這時期亦開始有加工

出口區的設立，如楠梓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與潭子加工出口區。到了

1975-85 年代，台灣有了第二次的進口替代，這時候重點在於自己生產高附加價

值的產品，同時國內也開始推動十大建設。1985 年代之後，台灣開始邁向經濟

自由化，本國銀行解禁與開放金融進口，在 2002 年台灣更是加入 WTO，2010 年

則是和大陸簽訂 ECFA。 

有關 2001 年底一場婚禮的啟示，老師說明這場在君悅飯店舉辦的婚禮非常

盛大且豪華，除了有高級的人頭馬 XO 之外，樂團演奏與歌手(施孝榮)演出更是

不間斷，估計席開 70 桌，一桌以 2萬計，歌手與樂團費用則是 20 萬，因此一

場婚禮下來主人家花費了約 160 萬。這 160 萬在這一晚結束後全數化為飯店管

理者、廚師、服務生、樂團、歌手、酒商、農夫(提供喜宴水果)與水果中盤商

等勞動與服務供給者的所得，這群勞動與服務供給者之後會將所得的 6成再拿

出來消費，即 160 萬*0.6 的消費金額，這筆消費金額又將化為其他勞動與服務

供給者的所得，一直循環下去，我們會發現一開始的 160 萬所得到最後將變成

400 萬，也就是整個社會所得增加至 400 萬，此即為凱因斯理論的觀點：刺激消

費將能增加社會總所得。 

 

 
 

課程主題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10 月 19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帶領小組討論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有二：一是主題四、經濟學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的後半段課程；

另一是主題五、供給、需求與市場均衡。在主題四的後半段課程，老師介紹凱

因斯理論的主張乃是在不景氣時，政府應該赤字融通(發行公債)，進行公共投

資以提升有效需求，並且此理論在美國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得到驗證。然而，

在 1970 年代初期美國發生了大規模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凱因斯理論至此失靈。

造成凱因斯理論失靈(抵消政府作為)的主要原因有三：一、人們會學習進行套

利活動；二、政府提高利率發行債劵會排擠到民間的投資，而政府的投資又通

常是無謂的投資，例如：蚊子館；三、政府從計畫投資到執行曠日廢時，並非

立即有成效。老師又補充說明凱因斯理論是經濟學中對抗不景氣的第一個武

器，又稱為財政政策，而另一個武器則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提高貨

幣發行量，利率下降後民間投資與消費會拉高，最後帶動民間所得的提高，並

且此循環會一直重複下去。有關主題五，老師先介紹需求的部分，需求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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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某特定時間內，消費者對某特定商品，願意且能夠購買的數量，而影響需

求量的因素有該商品價格( xp )、其他商品價格( yp )、所得( I )、偏好(T )、預

期價格( e
xp )與人數( N )，因此需求方程式可以表達成：  NpTIppfQ e

xyx
D
x ,,,,,  

，其中 D
xQ 是指 x商品的需求量， D

xQ 和 xp 的關係即是需求，並且“某特定時間”

是指其他商品價格、所得、偏好與預期價格固定不變(控制變因)。 

 

 
 
 

課程主題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10 月 26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帶領小組討論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仍為主題五、供給、需求與市場均衡。首先，老師教導同學們如

何區分需求與需求量，需求是指需求量與價格的關係，而需求量是指在其他條

件不變下，給定一個價格，消費者願意且能夠購買的數量。接著，老師定義需

求法則是需求量與價格呈現負向關係，並且需求法則成立的背後有兩個效果，

一是替代效果(在 Y財貨價格不變下，若 X財貨的價格上漲，那麼 Y財貨相對變

便宜，消費者因此多消費 Y財貨，少消費 X財貨，X財貨的需求量就會下降。)，

一是所得效果(在名目所得不變下，若 X財貨的價格上漲，那麼消費者對 X財貨

的需求量就會減少，並且 Y財貨的需求會下降。)，每個效果都因 X財貨價格上

漲使得 X 財貨需求量減少，因此這二個效果是構成需求法則價與量呈負相關的

重要因素。最後，老師進一步告訴同學需求法則的二個例外，分別是吉芬財

（Giffen’s Good）和炫耀財。有關吉芬財，以民國四、五十年代的番薯最具代表

性，並且吉芬財要成立有二條件：一是人民要窮且所得低，二是主食(白米)的

價格要高於吉芬財(番薯)價格。炫耀財如鑽石、名車、名牌包包等，炫耀財實

際上是符合需求法則的，只是因為當炫耀財價格上漲時，會使買得起的人更想

買（更能炫耀），所以炫耀財的需求量會增加，而當後項效果優於前項效果時，

炫耀財即會違反需求法則；反之，炫耀財還是符合需求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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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問：本週老師要同學分組討論大同世界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需與經濟

學中的“需”求定義有何不同？ 

答：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是指主觀有意願購買，並且想要就有，意即

只有“主觀有意願”，沒有“客觀買得起”。但經濟學中的“需”求是指願意

且能夠購買，意即“主觀有意願”且“客觀買得起”。 

 
 
 

課程主題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11 月 23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帶領小組討論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延續主題五，探討影響需求變動的要素以及供給的定義。基本上

影響需求的變動有下列因素：其他商品價格、所得、偏好、預期價格、人數。

若其他商品(Y 商品)的價格提高使得 Y商品的需求量下降並且 X商品的需求增

加，那麼我們可以定義 X商品和 Y商品的關係是替代品，例如：自助餐和快餐、

中油石油和台塑石油；若其他商品(Y 商品)的價格提高使得 Y商品的需求量下降

並且 X商品的需求減少，那麼我們可以定義 X商品和 Y商品的關係是互補品，

例如：咖啡和糖、印表機和墨水匣。若所得提高使得 X 商品的需求增加(減少)，

那麼我們可以定義 X 商品為正常財(劣等財)，正常財(劣等財)如大部分的食、

衣、住、行、育、樂(二手貨、盜版品)。偏好對需求的影響則是偏好越高(越低)，

需求越高(越低)，並且偏好會受到流行趨勢的影響。預期商品價格未來會上漲，

則今日會對此商品有較高的需求，例如：預期下週汽油價格要調漲，則本週加

油站加油汽車數會提高。課堂的下半段時間，老師介紹了供給的定義是在某特

定時間內，面對不同價格，生產者願意且能夠提供之數量。某特定時間內隱含

著下列條件不變：生產要素價格( Lp 、 Kp )、生產技術(B )、其他相關產品價格

( Yp )、產品預期價格( e
Xp )和人數，願意且能夠則是指主觀有意願且客觀的技術

能生產。至於供給的表示方式可以是供給函數或供給曲線。供給和供給量的差

別是供給量指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下，給定一個價格，生產者願意且能生產的數

量，供給則是供給量與價格的關係。最後，老師說明供給法則是商品價格提高，

商品的供給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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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本週討論一個和供給法則相關的問題：假設在某一個價格組合(米價格和玫瑰花

價格)下，觀察到小陳的阿祖一甲地種米，一甲地種玫瑰花，請問一甲地種米的

利潤是大於、等於還是小於一甲地種玫瑰花的利潤？為什麼？ 

答：利潤是相等的，因為各是種一甲地。若今天種一甲地種米的利潤高於種一

甲地種玫瑰花的利潤，那麼小郭的阿祖會將原本生產玫瑰花需要的勞動、資本

和土地轉而生產米，因此種植米的面積會擴大，大於一甲地。反之，則多種玫

瑰花。 

 

 

學生課堂討論狀況 

 

 
 
 

課程主題 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0 年 11 月 30 日 7 節至 9 節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教學重點是主題五供給與市場均衡的部份。延續上一週介紹到供給法則，

本週老師教導供給的變動，影響供給的變動有下列因素：生產要素價格( Lp 、

Kp )、生產技術( B )、其他相關產品價格( Yp )、產品預期價格( e
Xp )和人數。當

生產技術(即生產力，可以 100%、105%代表)提升時，廠商的供給會增加，並且

時間往前，生產技術越可能提升。當生產要素價格( Lp 、 Kp )增加時，廠商的生

產成本提高，廠商的供給就會減少。若其他相關產品價格( Yp )提高，導致 Y商

品的供給量增加但 X 商品的供給減少，那麼我們稱 X商品和 Y商品是生產替代

品，例如：花生和地瓜葉、立可白和立可帶；若其他相關產品價格( Yp )提高，

導致 Y商品的供給量增加且 X商品的供給增加，那麼我們稱 X商品和 Y商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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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互補品，例如：牛肉和牛排、金和銅，即所謂的聯合產品。最後，當產品

預期未來價格( e
Xp )上升時，廠商今日即會減少供給。課程下半段，老師接著講

述市場均衡，均衡即是指長期穩定的狀態。在 *
Xp 下，若 )()( **

X
S
XX

D
X pQpQ  ，稱

為市場均衡，在這裡， *
Xp 是市場均衡價格、 *** )()( XX

S
XX

D
X QpQpQ  是市場均衡

交易量；將此表現在圖型上，正斜率的供給線與負斜率的需求線相交之點即是

均衡點。當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表示需求的力量相對於供給的力量較大)時，市

場價格會上升；當市場出現超額供給(表示供給的力量相對於需求的力量較大)

時，市場價格會下跌，因此最後市場價格仍會回到均衡的市場價格，這樣的一

個調整過程是市場機制所引起，也就是所謂看不見的手。待學生有市場均衡的

基本概念後，老師開始進行案例分析，而分析的例子是開放蘋果進口後會對本

國的蘋果市場與本國的梨子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分析方法的第一步是畫出

衝擊前的市場狀況；第二步是分析衝擊對主要市場的影響；第三步是分析外溢

效果對相關市場的影響。當開放蘋果進口後，本國蘋果市場的供給會增加，均

衡的蘋果價格會下跌，又因為蘋果和梨子是需求上以及供給上的替代品，所以

本國梨子市場的需求會下降，但是供給會增加，若需求下降的幅度高於供給增

加的幅度，那麼梨子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產出會下降；相反的，若需求下降

的幅度小於供給增加的幅度，那麼梨子市場的均衡價格會下降，但是均衡產出

會增加，故整體而言，開放蘋果進口對蘋果農和梨子農都不好(價格都下跌)，

但對消費者而言卻是好的。 

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問：開放蘋果進口後，會對本國的蘋果市場與芒果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試

利用供需分析法做分析。 

答：當開放蘋果進口後，本國蘋果市場的供給會增加，均衡的蘋果價格會下跌，

又因為蘋果和芒果是需求上的替代品，但是是生產上的獨立品，所以本國芒果

市場的需求會下降，但是供給不變，故本國芒果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產出皆

會下降。 

 
 
 
 

課程主題 拍賣-贏了不幸，輸了悽慘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1 年 5月 21 日 5 節至 8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帶領小組討論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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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課程重點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課堂分組討論國富論第一至三章；

第二部分是主題七、拍賣-贏了不幸，輸了悽慘。課堂一開始老師將所有同學分

成二組，一組由老師帶領，另一組則由助教帶領，同時間兩組同學就國富論第

一至三章進行討論(同學們已事先讀過國富論第一至三章，並且有繳交指定的閱

讀報告)。討論的主題分成三個題型：第一、請同學們論述這三章的內容重點；

第二、對於書中的看法是否贊成？不論贊成與否都請完整說明你的理由；第三、

假設一個社會只需要生產布匹和鋼鐵兩種商品，此經濟體系內有各式各樣的人

才，生產鋼鐵與布匹的生產力都不相同。請討論以下兩種機制(1)市場機制決定

和(2)委員會開會決定，這兩種機制在對社會上的適才適用（什麼人該生產鋼

鐵，什麼人該生產布匹）會有哪些差異呢?第一和二題同學們普遍都回答的不

錯，唯獨第三題同學間有不一樣的看法。事實上，市場機制決定出來的商品價

格提供了一個訊息，此訊息會讓分工更加明顯(試想若生產鋼鐵在市場可以賣到

較高價，就會吸引具有鋼鐵專長的勞動投入鋼鐵生產)，並且分工會帶來整體生

產力上升的好處，也就是說透過市場機制的決定比較能夠讓勞動參與者適才適

用，但若是屬質的事務分工，那麼委員會開會決定是比較好的，例如：教授升

等考核。 

課程的第二部分老師講授拍賣的基本觀念，並且讓同學們實際體驗拍賣的

活動。拍賣分為四種：英式拍賣法、荷式拍賣法、最高價得標，且以最高價付

款拍賣法、最高價得標次高價付款拍賣法。英式拍賣法的特色是價格由下往上

喊，主要由 bidders 喊，最高價得標；荷式拍賣法價格是由上往下喊，拍賣官

喊，由先出價者得標；最高價得標，且以最高價付款拍賣法的特色是大家寫標

單投標，bidders 在決標前看不到別人的出價，並且投標要猜第二高價會出多

少，公共工程採購、國有財產拍賣等都隸屬此拍賣法；最後一個拍賣法的特色

一樣是 bidders 寫標單並且看不到其他人的出價，穩贏不輸得出價方式即是出

自己的保留價格加上一個價位檔。說明完拍賣法的基本概念後，老師隨即讓同

學親身體驗拍賣的活動。 

 

 

討論及作業輔

導狀況 

體驗拍賣活動：新機 i phone11 用 4、5 個月，九成新空機，一隻要拍賣。假設：

一、所有的 bidders 保留價格固定；二、所有的 bidders 不僅知道自己的保留

價格，也知道其他所有 bidders 的保留價格。甲、乙、丙、丁的保留價格如下：

20000 元、19500 元、21000 元、20500 元，bid spread 是 50 元。試討論：一、

英式拍賣法、荷式拍賣法、最高價得標，且以最高價付款拍賣法、最高價得標

次高價付款拍賣法這四種拍賣法決標的均衡價格為多少？二、在假設二不存在

的情況下，哪一種拍賣方式在拍賣結束後，拍賣官可以知道 bidders 的保留價

格？ 

答一：英式拍賣法：20550 元、荷式拍賣法：20550 元、最高價得標，且以最高

價付款拍賣法：20550 元、最高價得標次高價付款拍賣法：小於等於 20550 元。 

答二：第四種拍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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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分組討論狀況 

 
 

課程主題 市場供需變動分析、垂直的供給曲線以及市場均衡的意義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1 年 5月 58 日 5 節至 7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其他： 輔助學生撰寫期末報告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課程分為二個部分：主題七後半部贏了不幸-贏家的詛咒(Winner’s Curse)

之介紹以及主題五中垂直供給線的應用。在同學們對拍賣觀念有初步的認識後， 

老師進一步補充說明在英式拍賣法下最容易出現競拍者出價時很熱情，但返家

之後才後悔出價太高，此情況大部分發生在拍賣古董和藝術品時，因為這些珍

奇文物的保留價格最難固定，也就是說市場沒有一個固定的行情，因此贏家的

詛咒總是出現在英式拍賣法。至於最高價得標，且以最高價付款拍賣法以及最

高價得標次高價付款拍賣法則有避免贏家詛咒的特性。接著，老師返回主題五

接續說明垂直供給曲線的應用。垂直供給線的特性是市場價格的變動不會影響

生產者的供給，例如：土地(總量不變)、房租、限量商品(演唱會門票)，因此

市場均衡價格決定於需求。房租的決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房東可以提供

的房間出租數是固定的，因此房租價格的決定取決於承租者對房間數的需求。

另外，偶像明星的生產供給線也成垂直線，主因是偶像明星的工作時間是固定

的(一天最多工作不會超過 24 小時)，因此偶像明星的工資是由社會大眾對其喜

好的程度來決定，當社會大眾對此藝人越喜愛(越不喜愛)，此藝人的工資越高

(低)。最後，棒球投手的生產供給線也是垂直線(出賽局數固定)，但為什麼統

一獅隊投手郭泓志的薪水遠低於美國大聯盟的投手？這是因為美國的職棒市場

相對於台灣較大所導致，絕對不是因為郭泓志選手的能力不及美國大聯盟投手

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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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 2021 年 6 月 4 日 5 節至 7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學生課業輔導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課程主要由助教介紹補充主題一、簡單凱因斯模型，此外，人數影響需求

的觀念、期中考試範圍複習也是本週課程的重點。補充主題一主在介紹簡單凱

因斯模型，學生從中可以學習到：一、美國經濟大恐慌的前因、當時社會所面

臨的問題以及凱因斯提出的解決方法；二、如何設立一模型來決定整個國家的

均衡產出(所得)；三、乘數效果(multiplier)與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接

著，助教說明人數變動如何影響市場的需求變動：第一、人數的增加一定會造

成市場需求的增加；第二、商品均衡價格下跌會使得購買人數增加，市場的需

求也跟著增加。最後剩餘約略一個小時的時間，助教帶領同學做期中考試範圍

內的習題演練，從做題目的過程中，助教會順道幫同學複習課堂上已經學習到

的基本概念。由於生產者剩餘和消費者剩餘這部分的觀念也臨時列入此次期中

考試的範圍，因此課後助教仍利用約十五分鐘的時間向同學們講解生產者剩餘

和消費者剩餘的定義。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2021 年 6 月 11 日 5 節至 8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課程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為檢討期中考卷；後半部分為學生期末口

頭報告。除本週外，接下來兩週亦為學生期末報告週。 

報告主題涵蓋：一、西進或南向，台灣的下一步選擇；二、經濟全球化對

台灣農業之影響；三、動手實做，包含：(1) 買 1 級節能、3級節能還是 5級節

能冷氣？(2) 供應鏈的垂直整合(自創品牌)與垂直分工-小農市集(農民自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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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傳統運銷體系；(3) 台塑企業的發展與台灣石化產業發展的關係。每一組

報告時間 18 分鐘，報告完後會有老師與其它三組同學進行題問，提問時間總計

是 10 分鐘，所有老師與同學的提問問題，報告組必須詳實記錄下來並且在最後

的期末書面報告進行回覆。助教除了必須掌控報告時間的流暢程度外，另需要

將老師的提問問題記錄下來以方便日後老師評比期末報告參考。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吳坤融 上課時間：2021 年 6 月 18 日 5 節至 8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第十七週)依然是學生期末報告週，本週將計有五組同學上台報告，報告

主題一樣涵蓋：一、西進或南向，台灣的下一步選擇；二、經濟全球化對台灣經

農業之影響；三、買 1級節能、3級節能還是 5級節能冷氣；四、台塑企業的發展

與台灣石化產業發展的關係。每一組報告時間限定 18 分鐘，報告完後會有老師

與其它兩組同學進行題問，提問時間總計是 10 分鐘，所有老師與同學的提問問

題，報告組必須詳實記錄下來並且在最後的期末書面報告進行回覆。助教除了

必須掌控報告時間的流暢程度外，另需要將老師的提問問題記錄下來以方便日

後供報告組參考。 

 

 

 

 

授課教師：王光正 課程名稱：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教學助理：張家瑞 上課時間：2021 年 6 月 25 日 5 節至 7 節(遠距教學) 

工作內容紀錄 工作內容選項：（＊請先勾選，再詳細列舉說明於後，可複選，非本週課程工作

選項請直接刪除） 

■上傳資料至教學網站  

■教學網站議題公告／回應／互動  

■登錄成績   

■紀錄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 

■批改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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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教學重點 

本週由各報告組針對 Final report 修改內容提出問題，授

課教師遠距線上分別指導。 

 

 

2. 請具體陳述課程特色及符合核心素養之創意活動 

 

針對加強深度閱讀與批判思考的訓練，以及提升寫作與溝通能力，課程設計了三次

經典閱讀。除了撰寫經典閱讀報告外，同時會配合課程進度於課堂進行課堂討論與

辯論。同學繳交閱讀報告後，助教會逐一批改並加註建議。以下列舉助教批改後之

閱讀報告數份。下列報告中的追蹤修訂軌跡為報告批改軌跡。 

 

 經典閱讀一作答與批改範例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經典閱讀報告(一)                       內文字數限制:700-2500 字 

閱讀書目與章節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第六章   +6.5 

撰寫人 系級：機械五      姓名：吳辰翰      學號：B0522032 

請簡述本次指定閱讀的內容，此題內容需有：(1) 何謂公共財的悲劇？ (2) 如何解決公共財的悲

劇？ (3) 書中所述有關《京都議定書》內容。(4) 為何美國拒絕加入《京都議定書》？回答此題

時請不要直接抄襲書籍內容，應閱讀用自己的話寫出(每個 0.5 分，共 2 分)。 

    所謂公共財的悲劇性，指的是自由使用的情況下使用公共資源，只顧自己的利益卻沒有付出

應當承擔的代價(責任)，造成「負外部性」的產生。歷史上解決此問題主要有種手段，第一種是

將公共財私有化，藉由擁有者自行管理控制利益的產生，但卻有可能造成使用者的利益分派產生

巨大差距。第二種是由政府介入管理或是限制公共財的使用，達到效益與公平。以上兩種都是解

決單一特定地區問題的方法，但在用於解決全球化(跨界、國)的(環境)問題時，唯一有用的方法只

有藉由全球化的公共管理形式。 

    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科學家們相信造成全球暖化的大部分因素是來自於人為活動造成

的二氧化碳增量，為了解決此類全球公共資源問題，勢必得藉由集結國家之間的能力進行管控，

舉例來說：1946 年的國際捕鯨公約以及 1987 年的蒙特婁議定書(氯氟碳化物)。 

    為了解決全球環境問題，過去幾十年國際間先後在 1992 年於里約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條約》以及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以 1990 年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基準，要求各

已開發國家在 2012 年以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特定比例。後國際間發產出「碳交易」的貿易

機制，更進一步加強各國減碳效益。然而美國卻選擇不簽署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要求議定書內規

定的指標與時程須同樣對開發中國家有約束力，另一方面美國認為，處理暖化問題的過程中會使

某些重要產業(石化、汽車...等)產生額外成本，甚至影響國內經濟，因此拒絕簽署。 

一、請說明何謂寇斯定理?(0.5 分) 寇斯定理中有關法定產權的初始配置，在《京都議定書》中是

指什麼樣的措施？(1 分) 

1. 「在交易成本等於零(或很小)下，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並不影響效率，但影響所得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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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各國設定的每年碳排放量上限。 

二、在考慮現實的情況，文中作者提出考量國際現實時，碳交易制度的進行面臨最大的問題是?(0.5

分) 作者又建議如何解決?(1 分) 

1. 碳交易制度是建立在各國已經確立的排放額度標準上，若某國有較高的排放水準，代表該國有

較多的排放權可以賣給其他國家，這相當於給予高排放標準國家一筆可觀的資金去自由運用。

[助教1] 

2. 讓所有國家對碳排放課徵一般稅，對於企業、家庭來說肯定有顯著成果，且稅金是上繳國庫，

而不是給予外國，對國家來說降低污染的成本會下降。[助教2] 

三、請上中國碳交易平台網站查詢:(1)最新(最近一期)中國各大碳市場(北京、上海、天津、深圳、

廣東、湖北、福建、重慶)的最新碳交易價格(你需要各查出最新一筆交易價格，寫出來，並註明

查詢日期) (1 分)(2)請在網中找出，使用哪些綠能，亦可擁有碳權可供銷售(至少列出四項)(1 分)(3).

以你上述(1)八筆價格的平均價格計算，若一公頃雨林一年可吸附 100 噸二氧化碳，請問台塑神秘

信中，給雨林主人的每年租金，每公頃最高為多少(需附計算過程)?(1 分) 

1. 截至 2020/9/18 

2. 風力、水力、太陽能、餘熱發電、生物質發電、垃圾焚燒、潔淨煤技術 

3.  

平均價格=32.025 元/噸[助教3] 

 

 

參考資料與備註(若有需列出):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頁數。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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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碳交易網 http://www.tanjiaoyi.com/ 

 
 

 

 經典閱讀二作答與批改範例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經典閱讀報告(二)                        內文字數限制:700-2000 字 

本次報告除課前須繳交電子檔給助教外，下周上課時請記得務必攜帶紙本以便課堂討論喔!! 

閱讀書目與章節 國富論第一~三章   +7.5 

撰寫人 系級: 醫學一甲    姓名: 黃研綸    學號: B0902007 

請簡述本次指定閱讀的內容(三章分別描述)，請不要直接抄襲書籍內容，應閱讀後自行整理。 

1. 論分工：作者先舉例來說明分工和未分工下的效率差異和原因：熟能生巧、機器發明、同

屬性工作的專注性。接著再延伸到現代社會一個看似小小的物品可能就牽涉到龐大的分工

體系。 

2. 論分工原理：作者認為分工的 root cause 就是以物易物，也就是自利促成交換。在狩獵

時代，「物」侷限於物質層面，但到農業社會甚至工業社會的時代，「物」便是能力，一種

後天逐漸培養、專精出的專業才能。[助教4] 

3. 分工受限於市場範圍：有需求才有供給，若市場小，需求便小，無法支持龐大的分工體系。

因此作者認為市場的大小會牽涉到人們分工的意願進而影響分工體系的大小。這也是為何

內陸地區發展會較沿海地區落後之因，因為沿海地區可以透過海運擴大市場。 

 

請試著回答以下問題: 注意在問題回答中應該注意推論的邏輯是否清晰。 

一、書中提到市場規模擴大會促進分工。1.請舉一個非書中的實際例子說明市場規模變大，

但商品或勞務生產分工更細密的例子(提示：外包是一種分工；你需舉出一種產業，或一種商

品，並註明此例子來源或出處，網路、雜誌、期刊或書籍皆可)。2.全球化會促成更細密的專

業分工，我們有享受到這專業分工的好處嗎？如何享受到?(請從市場機制思考)。  

1. 捷安特腳踏車跨足歐洲市場，成立物流部門、研發部門（例如電動腳踏車或是針對歐

洲人的習慣打造的車種）、推銷部門。賣出一台腳踏車，背後除了涵蓋工廠的製造外，

還包含了物流業、科技業（研發部門）等的幫忙。 

2. 當然有！從最簡單的舶來品便可看出專業分工的好處。例如台灣的氣候對於小麥的種

植來說，成本很高；美國種植小麥氣候則非常適合，成本低。因此麵包師傅便可選用

普及且便宜的美國小麥粉來做麵包，這便是專業分工的結果。更進一步來說，台灣身

為代工業的龍頭，對於零件的製造產業相當成熟。因此舉一台冷氣機而言，大多零件

會在本地生產。至於台灣較不擅長的高技術製造業，如壓縮機的製造，便由日本或韓

國等擅長這方面工業的國家來提供，品質好且供貨時間也快速，這也是專業分工的好

處。對廠商而言，專業分工可以減少為了完成一整個商品而費時開發新技術的負擔；

對消費者而言，我們則是享受到了便宜的價格和物品取得的便利性。 

3. 作者提到市場機制的存在會造成分工並促成彼此交換。假設一個社會體系只需要生產

布匹和鋼鐵兩種商品，此經濟體系內有各式各樣的人才，生產鋼鐵與布匹的生產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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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請討論以下兩種機制(1)市場機制(由生產成本與價格決定，消費者購買價格

低者)決定和(2)委員會開會(由委員會委員的認定，在會議上決定)決定，這兩種機制

在對社會上的適才適用（什麼人該生產鋼鐵，什麼人該生產布匹）會有哪些差異呢? 

2.請舉出一個例子說明分工(或工作指派)由委員會開會決定，而不是市場機制決定的例

子？ 

甲、 由價格導向的市場，會促使人們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工作。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

自然生產效率較高，因此我們可以說市場機制會促進能力的合理分配，達成平衡，

讓每人各得其所，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生產。 

乙、 反觀若由委員會指派分工，同個工作領域裡的人才能力參差不齊，無法使社會

人才適才適用。 

2.1 政府在招標時，會由委員會決定工程的各部分分別由哪些公司負責。 

參考資料與備註: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頁數。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網址。 

Giantcyclingworld.com>inc 

 

 

 
針對知識與生活實踐以及培養世界公民素養願景與社會變遷之適應力，課程當中設計許多討

論議題，詳見前述每週課程進度與助理工作事項節錄。此外課程設計兩活動課，其一，拍賣

體驗課；其二，貿易體驗課。 

 

             
拍賣課討論情形                貿易體驗課，同學討論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