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體經濟學 (3學分) 古慧雯

分數: 作業(20%), 小組報告(10%) 期中考(35%), 期末考(35%)

辦公室時間: 4:30–5:30pm (一) , 頤賢館743室

電話: 3366 8400

助教: 廖紳勛 <r10323001@ntu.edu.tw>

辦公室時間: 1:20–3:20pm (二)

教科書

Landsburg, Steven E. (2014).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9th edition,

雙葉書廊

• 實體書每本$1,300 + 郵費 $65 = $1,365。

– 進口量=30, 要買的同學請至實體書訂購報名連結填 Google 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BiHwtAzrj0aKBeTq5SZOIVxzFms9t7

g/viewform?usp=pp_url 9/27(一), 4:30pm 截止, 前30名登記的

同學可以購買。

– 郵局便利袋寄件, 每件運費65元。 疫情影響全國開學高峰期, 包裝郵

寄恐有延遲, 到貨時間請抓7–14天。

– 開學期間無法個別查貨, 貨件寄出後會提供郵件編號給訂書人, 如遇

查貨請先至郵局官網查件:

https://postserv.post.gov.tw/pstmail/main_mail.html

• 電子書每本$1,260

使用期限一年

• 不論購買實體書或電子書,

– 請於9/28(二), 3:30pm 前匯款至: 雙葉書廊, 008華南銀行(公館分

行) 帳號:1181-0012-2281。

– 請記得將匯款帳號後4碼與估價碼填在網銀或匯款單上的備註欄位 ,

以免無法核對 ! 備註欄填寫帳號後4碼+估價碼, 例1234918。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BiHwtAzrj0aKBeTq5SZOIVxzFms9t7fmO9Z5t1UsNqzP_g/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BiHwtAzrj0aKBeTq5SZOIVxzFms9t7fmO9Z5t1UsNqzP_g/viewform?usp=pp_url
https://postserv.post.gov.tw/pstmail/main_mail.html


– 下訂後不得取消, 請三思。

– 匯款之後請於9/28(二), 4:00pm 前填寫收書人 Google 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3zrUSo3EjnsmXcRwvNVa4uEMNzvkb4

lWRA/viewform?usp=pp_url

課程內容

• 基本微積分知識與運算, 例 d lnx/dx =? d
√

x/dx =? dg(f(x))/dx =?

• 消費者的選擇行為、廠商的生產決策、競爭均衡的形成、獨占與寡占市場結

構探討、訊息問題與外部性問題、政府的角色。

作業

• 請自行分為10組, 每組8人, 其中經濟系組員不得超過3人。 之後每次每組

交一分作業。 實習課抽同學上台解答, 抽到的同學以上台表現評分, 未抽到

的以小組上傳作業評分。

• 上傳的小組作業要註明組別!

• 請於10/3(日), 11:30am 前填好組別的 Google Excel: https://reurl.

cc/0xO176

屆時尚未填寫的同學由助教分發組別。

• 作業題目公布於 NTU Cool。

• 受疫情影響, 考試可能是遠距,

1. 紙筆作答, 字跡清晰。

2. 以免費軟體 「掃描全能王」 掃描成 PDF。

3. 透過 NTU Cool 上傳 PDF。

為演練起見, 即使非負責上傳小組作業的同學也可以作答, 並上傳答案, 助

教不會計分, 但會確認你上傳檔案清晰可改。 以第一章為例, 小組負責人請

點選 《Ch. 1》 作答; 其他想練習的同學請點選 《Ch. 1 個人上傳練習, 不計

分作業》 作答。

• 請在截止時間之前上傳作業, 逾時系統自動關閉, 不會補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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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3zrUSo3EjnsmXcRwvNVa4uEMNzvkb4pLdO5oVptcy_lWRA/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3zrUSo3EjnsmXcRwvNVa4uEMNzvkb4pLdO5oVptcy_lWRA/viewform?usp=pp_url
https://reurl.cc/0xO176
https://reurl.cc/0xO176


小組報告

按組別報告 Factfulness 前10章,1 第 i 組報告第 i 章, 每組報告時間為10分鐘,

報告時程為:

組別 日期 組別 日期 組別 日期 組別 日期 組別 日期

1 10/25 3 11/8 5 11/29 7 12/13 9 12/27

2 11/1 4 11/22 6 12/6 8 12/20 10 1/3

Factfulness這本書在討論什麼樣的問題呢? 請先按以下連結簡答Google表

單上的幾個問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zd2P7CB63aC1P0_22m6RvIlZenT3DPksPC7Ye0jcr

viewform?usp=pp_url

遠距教學

• 課程

– 因疫情需要遠距教學時, 請至 NTU Cool 看教學影片。

– 備分存在 Google 的教育雲端, 連結公布在我的個人網頁, 你必須利

用台大的 G Suite 帳號 (***@g.ntu.edu.tw) 登入。

• 實習

– 請與助教 Google meet: meet.google.com/ymb-yead-bpa

若使用手機, 代碼為: ymb-yead-bpa

– 助教事先公布解題同學名單; 並解答學生問題。

加簽

第三週遠距手動加簽10名同學, 詳見: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申請教師同意

加簽流程.pdf

syllabus.ctx
1Hans Rosling ; with Ola Rosling and Anna Rosling Rönnlund (2018), Factfulness :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New
York : Flatir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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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zd2P7CB63aC1P0_22m6RvIlZenT3DPksPC7Ye0jcrF7bR6w/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zd2P7CB63aC1P0_22m6RvIlZenT3DPksPC7Ye0jcrF7bR6w/viewform?usp=pp_url
meet.google.com/ymb-yead-b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