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類----發展優質品保課程---- 

經濟學品保課程社群 
 
 

MA-I-004 
 
 

 

經濟學課程綱要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2

第一部分 導論 

第一章  什麼是經濟學? 

第二章  經濟問題 

          第二部分 市場如何工作 

第三章  需求與供給 

第四章  彈性 

第五章  效率與公平 

第六章  政府行為在市場上 

第七章  全球市場的行動 

          第三部分 家庭的選擇 

第八章  效用與偏好 

第九章  可能性、偏好與選擇 

          第四部分 廠商與市場 

第十章  組織生產 

第十一章  產量與成本  

第十二章  完全競爭 

第十三章  獨占 

第十四章  獨占性競爭 

第十五章  寡占 

          第五部分 市場失靈與政府 

第十六章  外部性 

第十七章  公共財與共同資源 



 3

          第六部分 要素市場、不均與不確定性 

第十八章  生產要素市場 

第十九章  經濟不均 

第二十章  不確定性與資訊 

          第七部分 總體經濟學趨勢與波動 

第二十一章  國內生產毛額的衡量與經濟成長 

第二十二章  就業與通貨膨脹 

          第八部分 總體經濟學趨勢 

第二十三章  經濟成長 

第二十四章  資本、投資與儲蓄 

第二十五章  貨幣、物價水準與通貨膨脹 

第二十六章  匯率與國際收支的平衡 

          第九部分 總體經濟學波動 

第二十七章  總合供給與總合需求 

第二十八章  支出乘數:凱因斯模型 

第二十九章  美國通貨膨脹、失業與經濟週期 

          第十部分 總體經濟學政策 

第三十章  財政政策  

第三十一章  貨幣政策 

 
 
 
 
 
 



 4

第一章 什麼是經濟學? 

第一節 定義經濟學 

      (一) 個體經濟學 

      (二) 總體經濟學  

第二節 經濟學中的二大問題 

      (一) 生產什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財貨與勞務? 

      (二) 如何當人們選擇追求自利的同時促進社會利益? 

      (三) 自利與社會利益 

第三節 經濟學思考方式 

      (一) 選擇與抵換(取捨) 

      (二) 生產什麼、如何生產與分配給誰之抵換 

      (三) 選擇帶來改變 

      (四) 機會成本 

      (五) 在邊際下選擇 

      (六) 因應動機或誘因 

      (七) 人性、誘因與制度 

第四節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與政策工具 

      (一)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 

      (二) 經濟學是政策工具 

總結 

附錄 經濟學圖表 

第一節 圖形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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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時間序列圖形 

      (二) 橫斷面圖形 

      (三) 散佈點圖 

第二節  圖表用於經濟模型 

      (一) 變數間呈同方向移動 

      (二) 變數間呈反方向移動 

      (三) 有極大值或極小值 

      (四) 變數間不相關 

第三節 斜率的關係 

      (一) 直線的斜率 

      (二) 曲線的斜率 

第四節 圖形關係在兩個以上的變量 

  

第二章 經濟問題 

第一節 生產可能性組合與機會成本 

      (一) 生產可能界線(PPF) 

      (二) 生產效率 

      (三) 生產可能線上的選擇取捨 

      (四) 機會成本 

第二節 資源有效利用 

      (一) 生產可能界線與邊際成本 

      (二) 偏好和邊際效益或利益(MB) 

      (三) 配置效率與生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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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成長 

      (一) 經濟成長的成本 

      (二) 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 

第四節 貿易(交易)利得 

      (一) 比較優勢(利益)與絕對優勢(利益) 

      (二) 實現貿易(交易)利得 

      (三) 動態比較優勢 

第五節 經濟協調（統合） 

      (一) 廠商 

      (二) 市場   

      (三) 財產權 

      (四) 貨幣 

      (五) 市場的循環流程圖 

      (六) 統合決策 

 

第三章 需求與供給 

第一節 市場和價格 

第二節 需求 

      (一) 需求法則 

      (二) 需求曲線與需求表 

      (三) 需求變動 

      (四) 需求量變動與需求變動的差異 

第三節 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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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供給法則 

      (二) 供給曲線與供給表 

      (三) 供給變動  

      (四) 供給變動與供給變動的差異 

第四節 市場均衡 

      (一) 價格就像是管理者 

      (二) 價格調整 

第五節 預測價格與數量的變動 

      (一) 需求增加 

      (二) 需求減少 

      (三) 供給增加 

      (四) 供給減少 

      (五) 需求和供給所有可能的變動 

 

第四章 彈性 

第一節 需求的價格彈性 

      (一) 計算需求的價格彈性 

      (二) 需求無彈性與有彈性 

      (三) 沿著直線型需求線的點彈性 

      (四) 總收益與彈性 

      (五) 消費支出與需求彈性 

      (六) 影響需求彈性的因素 

第二節 更多的需求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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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叉彈性 

      (二) 所得彈性 

第三節 供給彈性 

      (一) 計算供給彈性 

      (二) 影響供給彈性的因素 

 

第五章 效率與公平 

第一節 資源配置(分配)的方法 

      (一) 市場價格 

      (二) 命令(中央集權) 

      (三) 多數決(選票) 

      (四) 競賽  

      (五) 先來先贏 

      (六) 摸彩(或抽籤) 

      (七) 個人特質 

      (八) 強制(迫) 

第二節 需求與邊際效益 

      (一) 需求、願付價值與價格 

      (二) 個別需求與市場需求 

      (三) 消費者剩餘 

第三節 供給與邊際成本 

      (一) 供給、成本與願受最低價格 

      (二) 個別供給與市場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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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產者剩餘 

第四節 競爭市場有配置效率嗎 

      (一) 競爭均衡的效率 

      (二) 生產不足與生產過量 

      (三) 效率的障礙 

      (四) 市場之外的選擇 

第五節 競爭市場是公平的嗎？ 

      (一) 結果公平與否─齊頭式 

      (二) 規則公平與否─立足式 

      (三) 個案研究:缺水的自然災害 

 

第六章 政府行為在市場上 

第一節 住屋市場與租金上限(亦即政府對於租金的管制) 

      (一) 住屋短缺 

      (二) 搜尋活動 

      (三) 黑市 

      (四) 租金上限公平嗎？ 

第二節 勞動市場的最低工資率 

      (一) 最低工資帶來失業  

      (二) 最低工資的無效率 

      (三) 最低工資公平嗎？ 

第三節 課稅 

      (一) 租稅歸宿(即政府課稅最後到底由誰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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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納稅義務人為賣方；亦即政府對廠商(生產者)課稅 

      (三) 納稅義務人為買方 

      (四) 等價稅對於買賣方 

      (五) 課稅的歸屬和需求彈性 

      (六) 課稅的歸屬和供給彈性 

      (七) 稅收和效率 

      (八) 課稅和公平 

第四節 生產補貼和配額 

      (一) 生產配額；產量限額(管制或管理) 

      (二) 補貼 

第五節 非法產品(違禁品)的市場 

      (一) 未禁止交易前的市場 

      (二) 非法藥物的市場 

      (三) 以課稅方式合法化禁藥交易 

 

第七章 全球市場的行動 

第一節 全球市場如何運作 

      (一) 今日的國際貿易 

      (二) 是什麼因素引起了國際貿易 

      (三) 美國為何進口 T 恤 

      (四) 美國為何出口飛機 

第二節 自由貿易的贏家、輸家與淨利得 

      (一) 進口的獲利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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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出口的獲利和損失 

第三節 政府對於國際貿易的限制 

      (一) 關稅 

      (二) 進口配額 

      (三) 其他進口障礙 

      (四) 出口補貼 

第四節 反對貿易保護實例 

      (一) 幼稚產業（工業）的保護論點 

      (二) 傾銷爭議 

      (三) 保障工作 

      (四) 能與低廉的外國勞工競爭 

      (五) 懲罰放縱的環保標準 

      (六) 防止富裕國家剝削開發中國家 

      (七) 遷移到海外和到海外設廠 

      (八) 避免貿易戰+ 

      (九) 為何限制國際貿易? 

      (十) 補償損失者 

 

第八章 效用與偏好 

第一節 效用極大化 

      (一) 總效用 

      (二) 邊際效用 

      (三) Lisa 的效用時間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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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效用最大化的選擇 

      (五) 邊際的選擇 

      (六) 邊際分析的力量 

第二節 邊際效用理論的預測 

      (一) 當電影的價格下跌 

      (二) 當可樂的價格上漲 

      (三) 所得增加 

      (四) 價值的矛盾(水與鑽石的矛盾) 

      (五) 類推 

第三節 分析消費者選擇的新研究方法 

      (一) 行為經濟學 

      (二) 神經經濟學 

      (三) 爭議 

 

第九章 可能性、偏好與選擇 

第一節 消費可能性 

      (一) 預算方程式 

第二節 偏好與無異曲線 

      (一) 邊際替代率 

      (二) 替代性的程度 

第三節 預測消費者行為 

      (一) 最佳購買組合 

      (二) 價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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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所得變動 

      (四) 替代效果和所得效果 

      (五) 回到事實 

第四節 工作與休閒的選擇 

      (一) 勞動供給 

      (二) 勞動供給曲線 

 

第十章 組織生產 

第一節 廠商與經濟問題 

      (一) 廠商的目標 

      (二) 會計利潤 

      (三) 經濟會計 

      (四) 公司生產的機會成本 

      (五) 經濟會計:慨要 

      (六) 決定 

      (七) 廠商面臨的限制 

第二節 技術與經濟效率 

      (一) 技術效率 

      (二) 經濟效率 

第三節 資訊與組織 

      (一) 命令體制 

      (二) 誘因體制 

      (三) 混合機制 



 14

      (四) 委代問題 

      (五) 對付委代問題 

      (六) 企業組織的型態 

      (七) 企業讀\的不同類型與利弊 

第四節 市場與競爭環境 

      (一) 市場集中度的衡量  

      (二) 集中度衡量的限制 

第五節 市場與廠商 

      (一) 市場協調 

      (二) 以廠商協調組織生產的決定因素 

 

第十一章 產量與成本 

第一節 決策時間介面(架構) 

      (一) 短期 

      (二) 長期 

第二節 短期技術限制（短期之生產關係） 

      (一) 產量表 

      (二) 產量曲線 

      (三) 總產量曲線 

      (四) 邊際產量曲線 

      (五) 平均產量曲線 

第三節 短期成本 

      (一) 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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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邊際成本 

      (三) 平均成本 

      (四) 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 

      (五) 為何 ATC 曲線呈 U 型 

      (六) 成本曲線與產量曲線 

      (七) 成本曲線之移動 

第四節 長期成本  

      (一) 生產函數 

      (二) 短期成本與長期成本 

      (三) 長期平均成本曲線 

      (四) 規模經濟與規模不經濟 

 

第十二章 完全競爭 

第一節 什麼是完全競爭/ 

      (一) 完全競爭如何產生 

      (二) 價格接受者 

      (三) 經濟利潤與收益 

      (四) 廠商的決定 

第二節 廠商的產量決策 

      (一) 邊際分析法與供給決策 

      (二) 暫時歇業 

      (三) 廠商的供給曲線 

第三節 短期的產量、價格與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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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短期的市場供給 

      (二) 短期均衡 

      (三) 需求變動 

      (四) 短期的利潤與虧損 

      (五) 短期三個可能結果 

第四節 長期的產量、價格與利潤 

      (一) 進出產業 

      (二) 觀察進口 

      (三) 觀察出口 

      (四) 長期均衡 

第五節 改變品味與先進技術 

      (一) 需求的永久改變 

      (二) 外部經濟與不經濟 

      (三) 技術變遷 

第六節 競爭與效率 

      (一) 資源的效率使用 

      (二) 選擇、均衡與效率 

 

第十三章 獨占 

第一節 獨占與如何發生 

      (一) 獨占的起因 

      (二) 獨占的訂價策略 

第二節 單一訂價獨占廠商之生產決策 



 17

      (一) 價格與邊際收益 

      (二) MR 與 Ed 的關係 

      (三) 價格與產量的決定 

第三節 單一訂價獨占與競爭比較 

      (一) 比較價格與產量 

      (二) 效益比較 

      (三) 剩餘重分配 

      (四) 尋租(競租、鑽營) 

      (五) 尋租平衡 

第四節 價格歧視 

      (一) 奪取消費者剩餘 

      (二) 差別訂價以增加利潤 

      (三) 完全差別訂價 

      (四) 效率與尋租的價格歧視 

第五節 獨占管制 

      (一) 政府管制自然獨占 

      (二) 自然獨占的第二最佳管制 

 

第十四章 獨占性競爭 

第一節 什麼是獨占性競爭 

      (一) 大量的廠商 

      (二) 產品差異性 

      (三) 獨占性競爭市場的產量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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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口與出口 

      (五) 獨占性競爭的例子 

第二節 獨占性競爭的價格與產量 

      (一) 廠商短期產量與價格決策 

      (二) 利潤最大化、損失最小化 

      (三) 長期利潤等於零 

      (四) 獨占性競爭與完全競爭 

      (五) 獨占性競爭是否有效率 

第三節 產品開發與市場行銷 

      (一) 創新與產品開發 

      (二) 廣告 

      (三) 利用廣告發出品質訊號 

      (四) 品牌 

      (五) 廣告的效率與品牌 

 

第十五章 寡占 

第一節 什麼是寡占? 

      (一) 進入障礙 

      (二) 少數廠商 

      (三) 寡占的例子 

第二節 兩個傳統寡占模型 

      (一) 抝折需求曲線傳統模型 

      (二) 主導廠商寡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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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寡占賽局 

      (一) 什麼是賽局? 

      (二) 囚犯的困境(兩難) 

      (三) 寡占限價賽局 

      (四) 其他的寡占賽局 

      (五) 消失的看不見的手 

      (六) 懦夫理論 

第四節 重複賽局與逐次賽局 

      (一) 雙占重複賽局 

      (二) 在可競爭市場的順序進入賽局 

第五節 反托拉斯法 

      (一) 反托拉斯法 

      (二) 固定價格為非法 

      (三) 三個反托拉斯的辯論 

      (四) 合併與收購 

 

第十六章 外部性 

第一節 生活中的外部性 

      (一) 負的生產外部性 

      (二) 正的生產外部性 

      (三) 負的消費外部性 

      (四) 正的消費外部性 

第二節 負外部性:污染 



 20

      (一) 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 

      (二) 生產與污染量：應該多少？ 

      (三) 財產權 

      (四) 寇斯定理 

      (五) 政府面對外部成本所採行的行動 

第三節 正外部性:知識 

      (一) 私人利益和社會利益 

      (二) 政府面對外部利益所採行的行動 

 

第十七章 公共財與共同資源 

第一節 商品與資源的區分 

      (一) 排他性 

      (二) 敵對性 

      (三) 四種分類 

第二節 公共財 

      (一) 搭便車問題 

      (二) 公共財的邊際社會效益 

      (三) 公共財的邊際社會成本 

      (四) 公共財的效率產量 

      (五) 無效率的私人供給 

      (六) 有效率的公共提供 

      (七) 公共超額提供的無效率 

      (八) 兩種政治平衡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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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為何政府規模龐大並持續成長 

      (十) 選民的反擊          

第三節 共同資源 

      (一) 共同資源的悲劇 

      (二) 永續生產 

      (三) 過度捕撈均衡  

      (四) 公共資源的效率使用 

      (五) 有效率利用 

      (六) 公共選擇和政治平衡 

 

第十八章 生產要素市場 

第一節 分析要素市場 

      (一) 勞動市場 

      (二) 資本服務市場 

      (三) 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 

      (四) 企業家能力 

第二節 生產要素的需求 

      (一) 邊際產出的價值 

      (二) 廠商的勞動需求 

      (三) 廠商的勞動需求曲線 

      (四) 勞動需求曲線改變 

第三節 勞動力市場 

      (一) 勞動力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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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會 

      (三) 工會與非工會組織的薪資差距 

      (四) 趨勢和工資率差異 

第四節 資本與自然資源市場 

      (一) 資本租賃市場 

      (二) 土地租賃市場 

      (三) 不可再生天然資源市場 

 

  第十九章 經濟不均 

第一節 經濟不均的衡量 

      (一) 所得分配 

      (二) 收入的勞倫茲曲線 

      (三) 財富分配 

      (四) 財富或收入? 

      (五) 每年或終生收入和財富？  

      (六) 不平等的趨勢 

      (七) 貧窮 

第二節 經濟不均的原因 

      (一) 人力資本 

      (二) 歧視 

      (三) 財富的不平等         

第三節 所得重分配 

      (一)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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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收入維持計劃 

      (三) 補貼服務 

      (四) 大交易 

 

  第二十章 不確定性與資訊 

第一節 面對不確定性的決定 

      (一) 預期財富 

      (二) 風險規避 

      (三) 公共財 

      (四) 期望效用 

      (五) 不確定性的決定 

第二節 買賣風險 

      (一) 保險市場 

      (二) 圖形分析保險 

      (三) 不能投保的風險         

第三節 私人資訊 

      (一) 資訊不對稱:例子與問題 

      (二) 二手車市場 

      (三) 貸款市場 

      (四) 保險市場 

第四節 不確定性、資訊與看不見的手 

      (一) 商品資訊 

      (二) 獨占市場的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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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國內生產毛額的衡量與經濟成長 

第一節 國內生產毛額 

      (一) 國內生產毛額的定義 

      (二) 國內生產毛額與支出面和所得面的流程 

      (三) 什麼是國內生產毛額? 

第二節 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衡量 

      (一) 支出面方法 

      (二) 所得面法 

      (三) 名目 GDP 與實質 GDP        

      (四) 計算實質 GDP 

第三節 實質 GDP 的使用與限制 

      (一) 生活水準比較 

      (二) 不同國家生活水準 

      (三) 實質 GDP 的限制 

 

  第二十二章 就業與通貨膨脹 

第一節 就業率與失業率 

      (一) 為何失業是問題 

      (二) 當前人口調查  

      (三) 三大勞動力市場指標 

第二節 失業率與充分就業 

      (一) 排除未完全利用的勞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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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然失業 

      (三) 實質 GDP 與失業率的週期        

第三節 價格水準與通貨膨漲 

      (一) 為什麼通貨膨脹是一個問題  

      (二) 消費者物價指數 

      (三)  CPI 指數 

      (四)  CPI 的構成 

      (五) 計算通貨膨脹率 

      (六) 區別高通膨從高價格水準 

      (七) 偏誤的 CPI 

      (八) 偏誤的規模 

      (九) 偏誤的結果 

      (十) 相對價格指數 

      (十一) 總體經濟的實質變動 

 

  第二十三章 經濟成長 

第一節 經濟成長的基本知識 

      (一) 計算成長率 

      (二) 持續成長的魔術 

      (三) 運用 70 法則 

第二節 經濟成長的趨勢 

      (一) 美國經濟的成長 

      (二) 世界經濟之實質 GDP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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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如何使潛在 GDP 成長 

      (一) 實質 GDP 是如何被決定的  

      (二) 什麼使得潛在 GDP 成長 

第四節 為何勞動生產力成長 

      (一) 勞動生產力成長的先決條件  

      (二) 物質資本成長  

      (三) 人力資本成長 

      (四) 技術進步  

      (五) 成長計算 

第五節 經濟成長理論與政策 

      (一) 古典成長理論 

      (二) 新古典成長理論  

      (三) 新成長理論 

      (四) 新成長理論與馬爾薩斯理論  

      (五) 鼓勵研究和發展  

      (六) 實現快速成長 

 

  第二十四章 資本、投資與儲蓄 

第一節 金融市場與機構 

      (一) 金融和貨幣  

      (二) 有形資本和金融資本  

      (三) 資本與投資  

      (四) 財富與儲蓄 



 27

      (五) 金融資產市場 

      (六) 金融機構 

      (七) 破產和流動性不足  

      (八) 利率與資產價格 

第二節 可貸資金市場 

      (一) 金融投資的資金 

      (二) 實質利率 

      (三) 可貸資金需求  

      (四) 可貸資金供給 

      (五) 可貸資金市場的均衡 

      (六) 需求與供給的改變 

第三節 政府進入可貸金融市場 

      (一) 政府預算盈餘  

      (二) 政府預算赤字 

第四節 可貸資金市場是全球性的 

      (一) 國際資本流動  

      (二) 國際借貸   

      (三) 供給和需求在全球與國內市場 

 

  第二十五章 貨幣、物價水準與通貨膨脹 

第一節 什麼是貨幣 

      (一) 交易媒介  

      (二) 計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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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價值儲藏 

      (四) 目前美元 

第二節 存款信託(金融)機構 

      (一) 存款信託機構的類型 

      (二) 存款信託機構做什麼 

      (三) 存款信託機構的經濟利潤 

      (四) 如何規管存款信託機構 

      (五) 金融創新 

      (六) 金融創新與貨幣 

第三節 聯邦準備制度 

      (一) 聯邦準備制度的目標 

      (二) 聯邦準備制度的架構 

      (三) 聯邦準備制度的權力中心 

      (四) 聯邦準備制度的資產負債表 

      (五) 聯邦準備制度的政策工具 

第四節 銀行如何創造貨幣 

      (一) 建立存款發放貸款 

      (二) 貨幣創造過程 

      (三) 貨幣乘數 

第五節 貨幣市場 

      (一) 持有貨幣的影響 

      (二) 貨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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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貨幣需求曲線的移動 

      (四) 貨幣市場的均衡 

第六節 貨幣需求理論 

 

  第二十六章 匯率與國際收支的平衡 

第一節 通貨和匯率 

      (一) 外匯市場  

      (二) 匯率  

      (三) 名目和實質匯率 

      (四) 貿易加權指數 

      (五) 關於匯率的問題 

第二節 外匯市場 

      (一) 一種貨幣的需求是另外一種貨幣的供給 

      (二) 外匯市場的需求 

      (三) 外匯的需求法則 

      (四) 美元需求曲線 

      (五) 外匯市場的供給 

      (六) 外匯的供給法則 

      (七) 美元供給曲線 

      (八) 市場均衡 

第三節 需求與供給的變動:匯率波動 

      (一) 美元需求的變動 

      (二) 美元供給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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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匯率的變動 

      (四) 匯率預期 

      (五) 利率平價說 

      (六) 短期及長期的名目匯率和實質匯率 

第四節 國際貿易融資 

      (一) 國際收支帳 

      (二) 借方與貸方 

      (三) 債務人和債權人 

      (四) 美國的借款是用於消費? 

      (五) 經常帳餘額 

      (六) 淨出口 

      (七) 匯率在哪 

第五節 匯率政策 

      (一) 浮動匯率制 

      (二) 固定匯率制 

      (三) 調整式釘住匯率制 

 
 

  第二十七章 總合供給與總合需求 

第一節 總合供給 

      (一) 供給量和供給 

      (二) 長期總供給(LAS) 

      (三) 短期總供給(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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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總供給的變動 

第二節 總合需求 

      (一) 總合需求曲線 

      (二) 總需求的變動 

第三節 解釋總體經濟波動 

      (一) 總體經濟短期均衡 

      (二) 總體經濟長期均衡 

      (三) AS-AD 模型經濟成長 

      (四) AS-AD 模型的影響 

      (五) AS-AD 模型下的景氣循環 

      (六) 總需求變動的波動 

      (七) 總供給變動的波動 

第四節 總體經濟學派各家想法 

      (一) 古典學派觀點 

      (二) 凱因斯學派觀點 

      (三) 貨幣學派觀點 

      (四) 前述方法 

 

  第二十八章 支出乘數:凱因斯模型 

第一節 物價固定下的支出計畫 

      (一) 支出計畫 

      (二) 消費和儲蓄計畫 

      (三) 邊際消費傾向與邊際儲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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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斜率與邊際傾向 

      (五) 消費是實質 GDP 的函數 

      (六) 進口函數 

第二節 物價不變下的實質 GDP 

      (一) 預擬支出 

      (二) 實現總支出、預擬總支出與實質 GDP 

      (三) 均衡總支出 

      (四) 收斂(趨向)至均衡 

第三節 支出乘數 

      (一) 乘數之基本原理 

      (二) 乘數效果 

      (三) 乘數為何大於一？ 

      (四) 乘數規模 

      (五) 乘數與 AE 線的斜率 

      (六) 進口與所得稅 

      (七) 乘數的過程 

      (八) 景氣循環轉折點 

第四節 乘數與物價水準 

      (一) 調整產量與價格 

      (二) 區分總支出與總需求 

      (三) 推導總需求線 

      (四) 總支出與總需求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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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均衡實質 GDP 與物價水準 

 

  第二十九章 美國通貨膨脹、失業與經濟週期 

第一節 通貨膨脹循環 

      (一) 需求拉動的通貨膨脹 

      (二) 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三) 預期到的通貨膨脹 

      (四) 預測通貨膨脹 

      (五) 通貨膨脹和景氣循環 

第二節 通貨膨脹率和失業率：菲力普曲線 

      (一) 短期菲力普曲線 

      (二) 長期菲力普曲線 

      (三) 自然失業率的改變 

第三節 景氣循環 

      (一) 主流景氣循環理論 

      (二) 實質景氣循環 

  第三十章 財政政策 

第一節 聯邦預算 

      (一) 制度與法律 

      (二) 2009 的預算 

      (三) 歷年來的預算 

      (四) 州與地方政府預算 

第二節 財政政策的供給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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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充分就業與 GDP 總值 

      (二) 所得稅的效果 

      (三) 課稅與稅收 

      (四) 稅收及儲蓄誘因  

      (五) 供給面 

第三節 財政政策的世代作用 

      (一) 世代會計與現值 

      (二) 社會保險 

      (三) 世代失衡 

      (四) 國際負債 

第四節 穩定經濟週期 

      (一) 政府支出乘數 

      (二) 自發性稅收乘數 

      (三) 平衡稅收乘數 

      (四) 穩定財政 

      (五) 權衡性財政政策之限制 

      (六) 自動穩定因子 

第三十一章 貨幣政策 

第一節 貨幣政策的目標與架構 

第二節 貨幣政策的管理工具 

第三節 貨幣政策的傳遞效果 

第四節 四種不同的貨幣政策策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