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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70N15R01 

課程中文名稱 經濟學 

課程英文名稱 Economics 

學分數 2.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夜企管產攜一甲  

任課教師 李東杰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二第 6 節(S303) 

週二第 7 節(S303) 

週二第 8 節(S303) 

課程時數 2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討論市場交易的原理，特別是完全競爭市場。若市場有其他條件

改變時，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行為，將如何受到影響。此外，也將介

紹政府的價格措施干預市場，對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福利(生產

者剩餘)的影響。本課程旨在討論市場交易的原理，特別是完全競爭市場。若

市場有其他條件改變時，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行為，將如何受到影響。

此外，也將介紹政府的價格措施干預市場，對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剩餘)與生

產者福利(生產者剩餘)的影響。 

The topics of course are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market transaction, especially 

in the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 If there are other conditions to change in 

market,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will how to be 

affected. Moreover, the cours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governmental price policies 

how to affect the both consumer’s welfare (consumer’s surplus) and producer’s 

welfare (producer’s surplus) of market.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能了解市場交易的基本理論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basic theories of 

market trade , 1 基礎商管知識 

2.對市場變動的影響，能利用經濟學知識提出決策 , To be able to us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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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o make decisions in influences of market change , 6 創新與解決問題

能力 

3.對市場變動的影響，能利用經濟學知識進行分析 , To be able to use economic 

knowledge to analysis influences of market variation , 7 整合與企劃 

4.應付各種證照在有關經濟學的考試 , To be able to practice economic exams 

of different certificates , 8 實務技能與證照 

中文課程大綱 1.經濟學十大原理。 

2.經濟學家如何思考。 

3.相互依存與交易利得。 

4.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力量。 

5.彈性與其應用。 

6.供給、需求與政府政策。 

7.消費者、生產者與市場效率。 

8.課稅的成本。 

9.生產成本。 

 

英/日文課程大綱 1.Te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3.Interdependence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4.The Market For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5.Elasticity and Its Application. 

6.Supply, Demand,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7.Consumers, Producers, and the Efficiency Markets. 

8.The Costs of Taxation.  

9.The Costs of Production. 

 

 

課程進度表 第 1 週、課程簡介：(1)章節介紹。(2)成績計算說明。(3)上課方式說明。(4)

學習方法說明：配合每單元的講義去看參考書籍，勤做筆記，數位學習平台

的測驗(選擇題)、作業要做(不會問老師、經濟學助教)。 

第 2 週、單元一 經濟學基本概念(一)。 

第 3 週、單元一 經濟學基本概念(二)。 

第 4 週、單元一 經濟學基本概念(三)。 

第 5 週、小考。 

第 6 週、單元二 供給與需求(一)。 

第 7 週、單元二 供給與需求(二)。 

第 8 週、單元二 供給與需求(三)。 

第 9 週、小考。 

第 10 週、期中考(題型：至少 20 題選擇，其餘為畫圖題、計算題)。 

第 11 週、單元三 彈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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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週、單元三 彈性(二)。 

第 13 週、單元三 彈性(三)。 

第 14 週、單元四 政府政策干預(一)。 

第 15 週、單元四 政府政策干預(二)。 

第 16 週、單元四 政府政策干預(三)。 

第 17 週、小考。 

第 18 週、期末考(題型：至少 20 題選擇，其餘為畫圖題、計算題)。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能了解市場交易的基本理論 , 課堂講授 , 作業筆試 

對市場變動的影響，能利用經濟學知識提出決策 , 課堂講授啟發思考 , 作業

筆試 

對市場變動的影響，能利用經濟學知識進行分析 , 啟發思考課堂講授 , 作業

筆試 

應付各種證照在有關經濟學的考試 , 課堂講授 , 作業筆試 

指定用書 書名：自行設計講義 

作者： 

書局： 

年份： 

ISBN： 

版本： 

參考書籍 1.經濟學，王銘正譯著，高立圖書，第 6 版。  

2.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冊)，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注意：第四版

以前均可參考)，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