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總合產業指標與市場變動的長跨期論析

本章將以更宏觀或總體觀點, 來看全部的市場或者總合的部門, 除了包括全體廠商總
合, 與搭配全體家戶總合, 所建置民間部門之總合支出分析之外, 尚需包括政府與國
外兩總合部門, 此四個部門乃構成整個總體經濟或者下表 「財貨市場」 的總合支出部
門。 我們若以此四總合支出部門為核心領域 (即為四類複合模型之核心模型), 即本宏
觀市場分析的核心為 「財貨市場」, 若再搭配 「貨幣市場」 與 「要素市場」 兩大市場, 即
為其關聯性更大的關係市場大架構分析。 以下另採兩兩比較之概念做表列型架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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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粗略陳述四類複合模型之繁簡內容, 或者產業總合分析的三種市場分析;
其中的貨幣市場與財貨市場 (即由上表家戶、 廠商、 政府、 以及國外等四項總合支出
所組成), 乃構成整個市場活動的需求面總合需求曲線 (aggregate demand curve 或
AD 曲線), 上表最後一欄的要素 (投入) 市場, 則為所有市場活動所稱的供給面之供

應來源, 短期主要由勞動市場所供應, 搭配外加的特色生產函數, 即可推得總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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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 (aggregate supply curve 或 AS 曲線)。 再計入五項指標, 搭配上述 「市場」、 「模
型」、 以及 「核心關係分析」 等之概念, 乃新建置得 「所得 Y 為核心的總合市場關聯圖
像」 如下:
法則
Okun’s Law

Verdoorn’s Law

Taylor Rule(a)

指標
所得 Y
利率 R
價格 P
就業 N
生產力ρ
備註:

Í

Í

OkunVerdoorn’s Law

本章總合供需
(AS/AD)(b)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Í

(a) 所謂的 Taylor 法則者, 以價格波動為監控因素, 當Y>Y  之時, 若過大之價格波動
或P>P  , 則以更強烈之貨幣法則因應之, 以維持實質利率 (r 大於零 (r R  π>0)

之操作準則。
(b) 最簡單的總合需求 (AD) 內涵項, 僅以所得 Y 或者以前表 (在上頁) 之前面四欄總計
(即以C  I  G  N X 之總合支出做分析即可; 若加計入前表 (在上頁) 之貨幣市場
或加計所代表指標的利率 R 指標, 重予建置後, 乃為有貨幣概念的 AD 內涵項; 若再
加計入價格 P 的可變動行為做進階建置時, 乃為完整的 AD 內涵項研究範圍。

學習目標:
1. 核心 / 關係的跨市場分析法
2. 總合供需曲線與個別供需曲線之差別
3. 總合供給曲線 (或需求曲線) 的移動
4. 古典與凱因斯理論下的總合供給曲線型態
5. 歷代以來總合供需的溯源、 變化、 以及其間的遞嬗過程
6. 新知識經濟現況的總合供給型態新變革
7. 持續人力資本投資的總合供給長演化型態
8. 上章資本形成與生產力成長概念圖像的進階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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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總合需求與總合供給
在從事總體經濟分析之時, 最基本的分析圖像, 為圖 3.1 之總合需求 (AD) 和總合供
給 (AS) 等兩條曲線。 就好似在某個別市場裏, 所面臨的是個人需求與個人供給一般,
本章的分析軸心為以宏觀視角做總合面的市場分析, 同樣的也是研究市場的價、 量變
化, 與讓我們瞭解一國的 GNP (加總之量) 是如何決定的, 同時, 也讓我們瞭解一般物
價水準 (平均價) 之變動狀況。 相對上, 與個人需求與個人供給之分析圖像架構不同
者, 乃圖 3.1總合供需之縱座標線, 為平均之後的價格水準 (或者以 GNP 的價格平減
值表之), 而非指為相對價格; 至於橫座標的部分, 亦非代表個別項或某在地市場的產
出, 而是由各個產出類項所總合而成的附加價值內涵, 或者如圖所示之 GNP 指標。
AS(總合供給曲線)
平均物價水準

P

P0

AD(總合需求曲線)

C

A

B
GNP*

GNP

圖 3.1: 總合需求曲線與相搭配的某特定總
合供給曲線

圖 3.1 的 AD 為總合需求曲線, 為在不同的平均價格水準下, 整個社會的總合需
求量高低。 由負斜率的總合需求曲線可知, 當平均價格下跌時, 總合需求量將會增加。
整個社會的總合需求若採用最狹義的概念, 等於是由民間消費、 民間投資、 政府購買、
以及淨出口等四個部門之支出加總而成, 然而, 較為進階或者周延的 AD 建置過程, 應
該含貨幣市場, 易言之應該包括有利率變動之因素, 或者利率對於支出之影響等為分
析範圍。
圖 3.1 的 AS 為適用在某一長期情境的總合供給曲線, 此一曲線係在於說明各個
不同之發展階段, 其平均價格與總合供給量會存在不同正向反應程度的關係。 一般
而言, 當價格愈高之時, 總合供給量就愈多, 但仍須在要素投入成本不變的情況下, 上
述說法方成立; 採個體化分析, 表示此時要素的投入成本, 包括員工的工資、 機械和廠
房等投入所形成折耗與利息等, 均須假設在短期間維持不變。 當平均價格上升時,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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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短期分析之角度, 表示成本未隨價格上升而調高, 此時的利潤呈明顯上升之勢, 自
然有 「增產誘因」 出現, 此時的總合供給曲線亦轉化為圖3.1 之正斜率階段。 當價格再
持續上升之時, 若上述這些要素市場的各項成本, 亦開始或者同步向上調整 (例如上
圖隨著 GNP 之愈來愈接近 GNP , 顯示上述閒置資源已逐漸用罄), 此時若市場需求


再增, 反而利潤卻未變下, 總合供給量在沒有 「增產誘因」 下, 乃維持持穩不變之狀態。
此階段由於衰退缺口指標之數字已瀕於零, 使得 AS 曲線呈現如圖 3.1 之 C 點以上垂
直線區段部分。 總結本特定總合供給曲線與個人供給曲線之圖像比較, 大致上的相異
之處, 為本總合供給曲線多了水平階段 (價格僵固區段) 與垂直階段 (現況產出近潛在
GNP 區段) 之分成長階段別比較部分。

〈關鍵提要〉
• 多樣化的短期總合供給曲線: 依圖 3.1 之階段別分析, 所謂長期總合供給曲

線, 是指 AS 曲線在 C 點以上之垂直線部分。 此特定 AS 曲線在 C 點以下之
正斜率、 近水平、 以及水平等部分, 稱為短期的總合供給曲線。 此外, 另有一
種特定的 AS 曲線, 其正斜率曲線部分穿過了 C 點, 此時的近水平以及水平
區段可能會消失, 此類型亦稱為短期的總合供給曲線。
圖 3.1 之均衡點為 AS 和 AD 相交之點 A 處, 若實際價格高於此均衡價格時, 總
合供給量大過總合需求量, 顯示整個社會所增產之財貨, 將無法完全地銷售出去, 此
時, 將會降低價格並以減少生產做因應。 反之, 當實際價格較之均衡價格為低時, 表
示總合需求量會大過總合供給量, 我們會察覺到社會的存貨開始減少, 故在總合策略
上, 會提高價格與計畫增加生產, 以因應此較靜態的市場狀況。

3.1.1 總合需求曲線
總合需求曲線可表達為當平均價格下跌時, 與總合需求量增加之間的關係, 其與個別
需求曲線之形狀看似相同, 其實不然。 所謂的個別需求法則, 是指此某單項財貨之相
對價格下跌時, 透過 「此」 財貨 (更便宜了) 替代 「彼」 財貨與實質所得增加等兩效果,
正常狀況下, 將使個別需求量增加。 然而, 就總合需求曲線而言, 其平均價格水準是指
所有的價格水準以相同的百分率下降, 致其相對價格是不變的。 由於平均價調降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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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個單項產品價格均下降, 已不存在替代效果, 另平均價跌的範圍涵括所有的產出
價與投入價, 表示工資 (價格) 亦跌, 換句話說, 表示大眾的貨幣所得亦減少了, 此時在
工資價格與產品價格同步下跌下, 個經分析的所得效果, 就宏觀視角於總合各面向觀
察, 將是一無法形成的效果。
少了個體需求分析之兩效果, 何以總合需求曲線仍為負斜率呢? 可能的理由如
下: 若全體社會資產之名目價值為固定不變, 當所有價格水準均下跌時, 表示整個社
會資產之 「實質」 價值更高了, 由於全民更加的富有, 當然, 也會增加更多的需求量出
來; 此因一般化平均物價水準較低而增加的總合需求量, 稱為實質財富效果或實質餘
額效果。 此外, 一般化平均物價的下跌, 對於貨幣巿場也會產生影響; 例如平均價格
由100 元降至 90 元, 人們對於貨幣需求也將由想持有 100 元, 今則降至 90 元即可現貨
成交, 造成貨幣巿場的供過於求, 透過利率之下跌, 更進一步刺激到民間消費、 民間投
資等的支出意願, 此亦是讓總合需求量增加的利率效果發揮。 最後, 總合面向須跨區
或者與境外做比較, 此時的境內平均價格趨跌下, 表示的是國內價格相對於國外價格
更為便宜, 此境內貿易條件的改善有效果下, 也會增加外國人或境外的跨國 (或區域)
替代效果, 表示對本國 (或境內) 財貨之需求量亦相應新增衍生出來。

3.1.2 總合供給曲線
一般來說, 要素投入成本相對於其產品的價格水準, 有變動或調整上較緩慢之特性。
經濟分析常指出工資具有黏著性 (sticky), 乃因很多的工資是由長期契約訂定, 使得
工資的調整需要一段時間。 因此在短期間, 即使所生產產品的價格已明確上升, 要素
投入之成本通常不會即時改變。 在此種短期間的市場氛圍裏, 較高的平均價格水準,
意謂著廠商有較多的利潤, 在此存有 「短期」 利潤之誘因下, 自然而然地, 會想要生產
得更多, 故總合供給曲線在 「短期」 維持著正斜率之關係, 即愈為有 「短期」 之氛圍出
現時, 愈為有長長水平區段之 AS 型態。
總合供給曲線在圖 3.1 B 點之前, 為近平坦之水平線, 若此時的 GNP 現況, 仍遠
低於其 GNP , 較大的衰退缺口下, 顯示現有的可用資源裏, 仍有大量的未充分利用


之閒置資源與未有效運用之閒散資源存在, 在目前可供應之投入資源 (含潛在部分)
不缺乏下, 一旦訂單驟來或增產後, 較可保證其單位產出成本仍可維持不變, 準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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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市場氛圍與經營之情境, 廠商將會繼續採行 「增加生產」 之策略。 接著, 當景氣持
續為溫、 訂單可持續下, 表示衰退缺口減少或資源稀少性的程度更明顯後, 此時包括
工資的單位成本將逐漸調升, 各行各業職位溢酬 (jobs premium) 明顯下, 亦表示著其
總合供給曲線將會愈來愈陡, 水平的總合供給曲線轉化至上圖之由 B 到 C 點的生產
階段。 最後, 當愈接近於產能極限之潛在 GNP 時, 將如圖 3.1 之 C 點以上垂直線; 此
時, 產能已完全發揮, 即面臨了實際 GNP 潛在 GNP 之新的經營情境, 表示此時的總
合供給曲線又轉呈為垂直線, 也就是說此時無論價格如何地再提高, 產出都已無法再
增加了; 上述各開發區段的演化過程, 有些區域體歷時一甲子以上。 總括上述依階段
別之論述, 當總合供給曲線在 「水平」 階段之時, 因為 GNP 仍遠小於 GNP , 為較像


是落後國家的表徵, 且此一階段的價格具有僵固性, 也可以說明多數落後國家僵固性
的法令、 契約、 以及制度等特質; 此一階段亦稱為凱因斯 (Keynes) 階段。 另總合供給
曲線處在 「垂直」 階段, 亦有以古典 (Classical) 階段相稱之, 乃在於此階段的價格為
最具高伸縮性 (flexible) 或者低黏著性之特質, 與產出也處於 GNP GNP 之新充分


就業狀態或市場情境 (已較無資源閒置、 閒散等問題), 為先進區域發展之表徵其一。
〈關鍵提要〉
• AS 水平階體系: 有些經濟體系在觀測的期間, 其價格指數的變幅不大, 反之,

此體系內的所得指數 (下圖之橫軸部分), 其上下變幅就頗大, 如下圖像所顯
示, 於觀測六年之間的價量變化趨勢, 顯示本 AS 水平階之體系, 較屬於 AD
變異大而 AS 變異小之市場本質, 或者屬於支出異常波動型 (fluctuation) 之
市場本質, 易言之, 此體系由市場自我調整 (self-correcting) 之功能較差, 因
此常會要求多用積極的政策方案 (target), 去處理市場的 「短期波動」 (shortrun fluctuation), 達成讓變異 GNP 有緩解功能, 與立下長遠目標去輔正其長

期成長 (long-run growth); 例如下圖若以 t5 為該觀測期間的所得目標 (例如
五年建設規劃), 因此落入 t0 時間愈久, 表示將有漫長的衰退缺口須忍受, 此
時激勵型政策 (stimulus policy) 之呼聲將勝出, 類此的應用積極型政策, 打
著抗衰退 (anti-recession)、 行擴張 (expansionary)、 以及取穩定 (stabilization) 市場之旗號, 甚至形成短暫赤字之財政措施 (government’s measure of
budget deficit), 亦進取前行。 至於形成此類 AS 水平階, 其市場也近水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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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待開發體系, 深究其主要肇因, 古早時期歸因於生產體系的僵固化所肇致,
近期 (2008 年) 金融海嘯之後, 有謂過度的槓桿投資、 放大消費信貸、 以及多
胎不動產信用膨脹之後, 在物極必反之市場氛圍下, 所肇致需求行為由積極
進取, 而向消極保守 「大幅」 萎縮, 形成落入偏低觀測年或 t0 之致因。
P

t1

t2
t5

t4

t0
t3

GNP

3.2 總合供需的曲線移動
3.2.1 總合需求曲線移動
1. AD 右移

總合需求增加之影響價量狀況, 可由圖3.2 的原 AD 曲線, 外移到更高總合需
求水準之 AD 曲線得知。 首先, 當假設價格水準為固定不變之時, 此時,總合


需求曲線的增加, 表示人們 (本國人或外國人) 想購買的本國貨更多 (遠大於
如圖3.2 所 「規劃」 的 R 量到 S 量); 此極端狀況或非為規劃之成長路徑, 譬如
在相配的利率亦不變 (或因而下跌下), 而導致了消費者購買慾更形增加、 廠
商想投資更多的資本財、 以及政府擴大公共投資更沒壓力, 或者, 因利率下
跌、 匯率亦跌, 而造成淨輸出增加, 類此因素所造成 AD 右移, 都會使得 「一
時」 的 (過渡) 量超過 S (規劃) 量等效果。 由圖 3.2 的均衡點來看, 係由 E 移
至 F 點, GNP 水準由 R 到 S 之量水準, 平均價格水準亦由 A 上調至 B 價格
水準, 準此, 依規劃係平均價格和 GNP 量都呈現一致增加之趨勢。 至於價量

3.2 總合供需的曲線移動

各調整的幅度, 則由 AS 曲線的形狀決定之。 當資源的閒置愈多, 依上述也就
是表示衰退愈明顯時 ( GNP 愈遠離 GNP 或 Y ), 此時之 AD 曲線若驟然




增加 (如上圖由 t0 之需求驟升至 t5 之需求),1 以生產單位設備仍有閒置的當
下窘況, 當然會把回復產能、 增加生產放在第一順位 (設不考慮存貨之有無
問題), 幾乎不會考慮去調整價格。 復甦路緩慢但若是表現穩健, 易言之, 若
AD 右移仍穩當持續著, 且愈來愈接近其 (十足) 產能時, 成長至此時, 表示

欲再增產下的購入成本, 其成本遞增也會愈趨於明顯 (即可替代資源之稀少
性愈來愈明顯)。 為了維持 「單位增產量」 相同的利潤, 乃不得不大幅調整價
格, 以資維繫 「單位利潤」 不變, 造成此較成熟成長區段的訂單再增、 AD 更
為右移下, 其價格上漲速度, 會大於產出增加速度 (如圖 AS 已轉為由 F 點以
後與近垂直之間正向曲線階段) 之理由。
AS
平均物價水準

AD'

P

AD

B

A

F
E

R S Y*

GNP

圖 3.2: AD 增加之影響效果

2. AD 左移

反之, 當 AD 曲線為向左移動時, 表示價格和 GNP 皆同步減少, 價格的回
跌, 是大眾所高興的, 然而衰退之後的 GNP 減少, 若形成失業的增加, 卻是
大眾所須承擔的。 或者, 若 AD 一路地的持續左移下形成之市場氛圍, 將會
面臨更嚴重的經濟面失業與社會面承擔等問題 (可另參考上章之酷型痛苦
指數變化)。

1 上圖之市場供需變動氛圍,

推斷較符合圖3.2 E 點以前之成長區段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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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提要〉
• AD 增減的經濟意義: AD 移動的探討, 至少代表著兩種意義: 其一為價量同

步增減, 表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為負向關係。 當 AD 上升, 價格上升,GNP 亦
增, 即就業機會亦增, 失業將會減少。 反之, 當 AD 減少時, 會造成價格下降
與失業卻增加之結果; 其二, 則是當 GNP 愈小於 GNP* 時, 表示產能過剩愈
嚴重, 若以 GNP 除以 GNP 之值表其產能利用率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則一國在短期內, 其產能利用率會有高低上下波動之現象, 實乃此國 AD 變
動之富變異特質, 而讓其產能利用率呈現了時高時低的波動特質。
• AS 水平階的 AD 增減措施: AS 若為水平階明顯的某市場體系, 宛如上章之

水平狀的痛苦指數演進與轉化, 經濟體系若為此形體, 表示去除此痛苦指數
之政府反衰退措施, 其成效最高 (乃可達成失業遽降而無損及物價之穩定)。
準此以觀, 若某區域成長面臨著為 AS 的水平階體系, 表示去執行需求面管
理政策 (demand-managed policy) 最具有效性, 因此, 依衰退缺口指標之
大小, 可積極使用更權宜 (contingency) 之策, 也就是說, 不必拘泥於蕭 「規
(則)」 (rule) 曹隨之延用 「固定」 法則。

3.2.2 總合供給曲線移動
1. AS 右移

短期 AS 曲線增加之效果見圖 3.3, 一般或平均價格由 A 降至 D 之價格水準,
GNP 則由 N 增至 O 之總合量水準。 圖中之均衡點由 E 到 K 點, 表示著價

格下跌與產出增加之符合規劃路徑。 值得一提者, 乃 AS 右移在諸 「移動」 議
題或事件 (events) 之中, 所代表意義尤其重大; 此種之移動方向, 不僅使通貨
膨脹緩和下來, 而且解決了失業問題, 即同時解決兩個重要的總體經濟兩難
取捨 (dilemma trade-offs) 問題。 反之, 若採用 AD 左移之措施, 僅解決其一
的問題, 如上 (一) 所述解決了物價問題, 卻帶來了失業問題。 有鑑於此, 如
何提升創新學習 (innovative learning) 的生產力, 如何去拓展潛在或可運用

3.2 總合供需的曲線移動

的經濟資源, 與如何持續性降低產業組織的經營成本, 以促使 AS 更明確地
右移, 乃一國或整合區域 (長期) 施政績效的主要效標之一。2
AS
P

AS'

E

A

K

D

AD

N O

GNP

圖 3.3: AS 增加之影響效果

〈關鍵提要〉
• AS 右移的有感復甦: 當企業獲利強勁帶動勞動市場有感, 就業增加與每
人勞動生產力上升, 雖然員工的加薪讓最終的 AS, 右移地狀況不顯著, 此
仍為有感的 AS 右移。 反之, 當企業獲利強勁帶動的是海外而非在國內
(就業) 擴張, 且在國內仍持續裁員或從裁剩或留存的人力榨出更多生產

力, 國內外之投資經營有別, 例如國外以積極進取、 國內採保守消極, 顯示
國內就業市場未如跨國之同步成長 (在景氣衰退階段卻大方裁員之就業
市場氛圍), 最終的 AS 呈現顯著右移, 卻是無感的復甦。
2. AS 左移

譬如突發性的國際油價暴漲 (事件), 會使 AS 曲線向左上角移動, 當某區域
處在此價格上漲和 GNP 減少之新情況, 我們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 (stagflation) 情況, 此種通貨膨脹兼帶來市場衰退的現象, 係由 AS 左移或者乃由成

本推動所引起, 它與上述之 AD 右移所帶來通貨膨脹, 即由需求拉動所引起
的非停滯性通貨膨脹, 是不相同的。 另總合供需曲線同時移動的效果, 與個
別市場供與需之同時移動, 其表面的效果是相同是, 即兼採用生產力升級措
施與擴張性方案等, 可促成其 AS 與 AD 為同步右移走向, 此種的 GNP 成
長效果, 最為明確與可掌握。 同理, 兼採用 AS 右移與 AD 左移之策, 所肇致
2 此雙重 LP 效果之 「快樂」 (指數) 改善是加倍的, 主要乃勞動生產力 (LP) 或者勞動 (生產) 績效上升, 藉由 AS 右移, 會帶來
低價 (Low Price, LP) 與低失業率等之痛苦指數大幅下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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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價 「確定」 回穩下滑效果, 亦為最佳; 與個別供需同時移動的效果不同之
處, 為各年代、 各國之 「政策」 品質不同, 因此同一套的政策 (搭配) 措施, 可
能其顯現之結果、 成效等也都不同。3
〈關鍵提要〉
• AD 左移與 AS 左移同時出現之事件例證: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所造成的總
合衝擊, 是供需雙方面移動所形成; 首先, 地震造成橋樑損傷、 港埠等公共
設施損壞、 以及產業界之廠房機具等損耗, 造成總合資本存量下降與 AS
左移; 其次, 地震也因住宅、 汽車等財產損失、 固定性資產使用年數下滑
折耗程度加速, 使財富存量與消費購買力都同步下滑, 加上在金融市場的
風險亦提高 (包括賑災之政府要求寬限受災戶房貸本息、 銀行壞賬率上
升等), 宏觀視角觀察類此的需求面衝擊, 都會造成 AD 的左移。 由此供
需雙面向的衝擊下, 肇致 「明顯」、 「確定」 的衰退缺口。 鑑於此可知, 欲弭
平此衰退缺口的政府 「災後重建」 方案, 唯有 「總合」 面、 政策搭配等考量,
方更具成效, 即政府主動去刺激有效需求, 亦須搭配 AS 之中長期升級措
施 (設更權宜之引進外勞專案、 大宗物資專案進口等難採行下), 方更具
有上圖之物價僅持穩波動、 卻就業 「明確」 增加之影響效果。
• 經濟市場的演化論: 整個跨長世代的體系變遷, 也是由 AS 與 AD 隨時間
演進而連動轉化而成, 有時有成長問題、 沒有波動問題, 另有些時候, 沒
有了成長問題、 卻有高度不穩定之問題; 或者, 在承平時期, 享受 「高成
長、 低度不穩定」 等發展果實, 在非承平時期, 又面臨 「低成長、 高度不
穩定」 之挑戰。 各種經濟統計指標在不同之跨代期間, 做正逆向的變動運
轉, 簡言之, 回歸到掌控市場之人的行為上, 乃自私 (selfishness) 與利他
(altruism) 行為互有消長, 或者反射在市場的變化上, 乃人在競爭與合作

之間有不同演化之故。 宏觀來說, 儘管市場演化的型態有很多, 最終顯現
在不同的成長與波動之現象上: 型 (1) 所謂的偏成長模型, 表示隨時間而
維持持續向上的成長路徑, 一體系向上的推力, 靠的是勞動、 資本、 以及
3 宏觀的市場長期轉化 ( a
b c) 分析, 有時是經調適過程方達 c 點之較佳狀態, 然而有些個體企業卻善用在短期的獲利
(a b條件, 例如持續做產品創新, 以防不時有競爭者進入而很快就達長期均衡之 c 點, 企業的混搭、 搭銷乃著重於其持續地
短期之策略運用。

3.3 再論長期的總合供給概念

技術等持續投入所助成; 型 (2) 所謂的偏波動模型, 表示在型 (1) 偏 「長
期」 成長模型之成長 「過程」 中, 可以分成很多形形色色的 「短期」 上下波
動時期, 易言之, 本型 (2) 之偏波動模型, 都以上型 (1) 之代表指標 (潛在
GDP ) 為軸心, 所做的循環波動型態。 理論上, 這些脫離軸心的波動現象,

都是暫時的 (temporary), 花上一點時間, 藉由緩慢的價格與工資 (自發)
調整, 終會回到原潛在 GDP 水準或型 (1) 之持穩成長狀態; 或者, 貨幣政
策較會採用 「法則」 政策, 表示當繁榮期或者有通膨壓力, 且實際 GDP >
潛在 GDP 之時期, 以維持實質利率不變之 「固定法則」 型貨幣措施。 目
前實際的狀況較不利於型 (1) 偏成長模型之演進見解, 乃在繁榮之時期,
過度氾濫的金融衍生商品創設, 貨幣信用亦太大、 太快延生之現況下, 乃
種下 2008 年金融風暴下, 更為大波段與大反轉之型 (2) 偏波動模型出現。

3.3 再論長期的總合供給概念
在一些屬於開發中的國家, 或許擴張性方案可能是真正可落實的有效措施, 然而, 較
具長期概念的生產力升級措施, 其成效卻相反, 可能造成既有體系 (總合) 成本不降反
升之結果, 即 AD 雖因有形措施而右移, 而 AS 卻發生無形壓力而接著左移之後果, 使
得長期而言, 這些開發中國家之 AS, 走的仍為近水平往垂直線之演進型態。 或者, 由
衰退以來的所謂長期間, 所指的是經濟在歷經短期的調整過程後, 終能使閒置散資源
獲得充分又有效之運用, 易言之, 當為長期間分析, 乃表示所有的要素投入, 皆可調整
至充分就業的均衡水準狀態。 準此之狀態下, 將使得 GNP=GNP 或者 U=U , 也就是




說, 此時的 AS 呈現一垂直線型態。 此時, 無論價格如何地呈現上下伸縮的變動,GNP
都會在 GNP 之水準上, 的確也是, 當產能利用率等於一的狀態時, 若此時的訂單再


增加, 將會全數反映至價格的調整上面。 易言之, 當經濟到達充分就業之水準時, 若
依然採用讓 AD 右移或反衰退之擴張措施時, 顯然已無法產生 GNP 增加之效果了。
換句話說, 當 AS 曲線已為垂直狀態之後, 唯有採用能讓 AS 右移的供給面措施, 方能
帶來讓潛在 GNP 再增加, 或者我們稱之為讓市場確有 「實質」 效果之 AS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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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當 AS 處在水平階之時, 此時的價格原賦上就具有黏著的特質, 或者調價之
體系上較為僵固條件, 此時, 已不必對價格有所預期 (或者有漲幅亦年年為固定之漲
幅, 何須預測呢?), 或者對價格縱有預期, 亦設定為外生的, 即屬於靜態的預期 (static
expectation)。 隨著經濟已達到充分就業水準之後, 價格已為完全伸縮的特性, 表示經

濟體系已經由 AS 水平階, 轉化至 AS 垂直階之型態, 此時人們隨時都感受到價格會
或者將變動的氣氛, 因此也開始針對下一階段的價格水準高低做預測。 一般說來, 若
價格為偶發性上揚, 人們可能較為不經意, 但此一價格上揚若有持續現象, 則為有通
貨膨脹之徵兆, 此通膨比率也會被預測將上升, 當下的大眾都有如此之預期心理, 此
種的社會預期氛圍下, 將造成生產者的延後出貨行為, 與消費者事前儘先有搶購補貨
等動作, 也就是說, 會造成上圖 AS 左移與 AD 右移之持續現象。 一旦此兩曲線呈現
相互影響 (interdependence), 且如市場推拉因素與互動下去, 將使得各均衡點之軌跡
形成動態連結(dynamic linkages), 若呈現了如螺旋式垂直上移之連結形成, 所謂的惡
性通貨膨脹形態將成型。4
因此就長期間做總體分析, 全民會由靜態而轉化為有動態的預期反應, 或者當有
遞延性的預期行為產生時, 將使得總合供需產生自發性的交錯移動, 乃形成價格會有
持續地如螺旋狀上移之進階理由。5 最後, 一旦預期是理性的且搭配為不存有貨幣幻覺
做分析時,6 表示將形成即刻且飛躍式的價格垂直上調結果。
〈關鍵提要〉
• 一般對於可議的外界惑事, 有以理性敘事以對, 或以感性抒情表達, 當不可預

料之惑事愈多, 表示著決策之憾事將愈高。 以多重身分工作者或述過之 (a)
類就業勞工為例, 設某一群組為某部門 (sector) 的受雇員工, 於工作的職場,
當然扮演的是生產者角色; 他們的另一重身分, 為下班之後或者在正常的週
休二日 (非指無薪週休之部分) 時刻, 為具購買力之消費者角色:

4 下篇為由簡單模型進階至完整模型之探討, 加入預期通膨率 (π e ) 變項, 乃佈建得一完整糢型之要件, 人們預期調整、 持續
下去終而達到 π e π (達垂直之長期總合供給) 狀態, 與其長預測期間產生偶發的 π e x π 所肇致之波動現象 (可能與人們持續
地嘗試錯誤行為而同向波動), 亦可以陳述此螺旋式價漲之其間調整過程。
5 以往交叉上移的理由, 是多元複雜的因素交錯而成, 漲到後來, 更難解源頭為何, 例如1970 年代之案例, 除了油價衝擊、 民間
消費及民間投資等自發性減少之外, 失當的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也被列為理由之一。
6 若經營者沒有錯覺時, 就不會出現短期或正斜率之AS 部分, 也就是說, AS 曲線僅有長期或垂直之 AS 部分。

3.3 再論長期的總合供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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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以貨幣幻覺存在與否表示的 AS/AD 架構

Y(所得)

準此可知, 此群組內也自成一競局系統, 如下表所示, 例如於 b 點之狀況, 乃


表示存在生產者之錯覺行為, 與其消費行為又存在貨幣幻覺之情況, 發生了
b 均衡狀況之中介時期:


有幻覺

沒幻覺

有錯覺

b' 點

a點

沒錯覺

c點

a點

• 近期之新興古典論述: 此派之論述見解, 乃認為其垂直 AS 形態的所以形成,

除了時代演進, 價格僵固型 (price-sticky model) 的時代背景已不再 (或者換
句話說,1940-50 年代之偏水平的失業與通膨關係已不復見) 之外, 更多以個
體化分析之見解乃認為, 隨著時代的變遷, 廠商更多元的價格策略、 價格調
整、 以及人們更進階先進的訊息搜尋 (工具) 與有知識累積的預期形成等, 都
是近垂直 AS (型) 形成之主要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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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從垂直 AS 到水平 AS 階之體系遞嬗過程
由傳統的總合巿場分析可知, 總合需求曲線移動之後的價、 量成效, 與總合供給曲線
的形態為何有關; 一般的總合供給曲線可粗分為三個區段; 其中的第一個階段為水平
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中間之正向階段, 第三個階段為垂直階段。 仍依宏觀視角做市場
探討, 水平的總合供給曲線表示為價格僵固與產出為完全伸縮性的區段, 因為與凱因
斯學派的觀點較為吻合, 我們另稱之為凱因斯區段。 至於垂直的總合供給曲線部分,
表示產出已達充分就業與價格符合完全伸縮性的性質, 此與古典學派的觀點較吻合,
我們另稱之為古典區段。 依傳統的分析見解, 此三個階段或者區段是跨代可分割的,
不會有交叉或即刻轉化之可能:

3.4.1 古典理論
吾人俱知古典論的鼻祖為亞當．斯密 (Adam Smith,1723-1790),7 生於社會轉型頗鉅的
十八世紀, 當時的封建制度正瀕於瓦解, 教會與 「階級」 力量也逐漸消退, 整個社會呈
現個人自由主義初發時期的混沌局面。 在亞氏國富論 (1776) 的大作中, 即首度以較抽
象的經濟原理, 說明在混沌局面中自有一股社會穩定之力量, 此一自然力的發揮, 融
合社會大眾的自利行為, 就能夠使得社會維持 (或回復) 一個穩定的狀態。 易言之, 透
過競爭的過程, 價格會等於生產成本, 人人按照其生產面所提供貢獻, 而得到公平應
得的工資。 為追求生產面的更有效率, 勞工的分工也愈來愈細, 準此以推, 富裕社會終
將會到來。 根據亞氏的看法, 巿場中有一隻無形的手 (invisible hand), 在巿場中扮演
著自動調整的機能, 它能將巿場所有生產資源都作妥善的配置, 進而言可使社會產出
達成充分就業產出的理想境界 (GNP GNP )。


在 19 世紀的後期, 針對此種巿場本身具有的自動調整機能, 另有一些學者加入更
具體化之見解後, 並進一步推廣開來, 我們把這一派稱為新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的
說辭更為具體有料, 他們認為, 巿場中有時會由於天災人禍等外在干擾, 會使整個經
濟脫離了穩定狀態, 但這些新古典學派卻認為, 此種脫軌現象乃暫時的, 透過數百年
來公認之巿場機能 (即價格機能) 的發揮, 巿場將會很快地回到一般的均衡狀態; 易
言之, 乃依循 GNP GNP 之走勢, 包括勞動巿場在內的所有巿場供給, 終而恆等於


7 亞當．斯密, 為英國經濟學家, 其1776 年的名著 《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公認為第一本有系統的經濟學論著, 其學說更奠定了古典學派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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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需求, 在各巿場可充分替代下 (例如此物高價時會有替代品代替之), 經濟將會很快
地又回復到充分就業之常態軌道上。 由上節知總合供給曲線終為垂直線, 這時若採用
總合需求增加之擴張政策, 會使其 AD 曲線右移, 其結果表示政府有形的手介入市場
將徒勞無功、 為完全沒有實質效果的。 欲創造出實質效果, 唯有提升供給面之市場誘
因、 促成總合供給曲線右移的策略, 方能奏效, 後人因此把此派的見解, 貼上供給面經
濟學的標籤。
新古典經濟學的中心人物為賽伊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8 他的 「供給創造
本身的需求」, 更明顯點出那個年代的供給不足背景, 與殷求於巿場自我結清之概念。
當然, 所有巿場均能達到供需結清的前提, 自然與價格、 工資、 以及利率等伸縮性功
能發揮與否都有關係, 也就是說, 在短期間內, 縱然有此巿場的超額供給與彼巿場超
額需求的不均狀態, 透過此 (品) 物價的下跌與彼 (品) 物價的上升等之自發伸縮調整
下, 而終會趨於結清。
(新) 古典學派都相信經濟的巿場, 自能夠發揮自動調節的力量, 使經濟體系終達

到破除不均、 回到 GNP GNP 之成長路徑。 換言之, 基於此派認為的產出, 為完全


無伸縮的特性, 使得他們更加相信貨幣與物價的絕對正向關係, 與物價問題的本源其
實是頗為單純的貨幣問題而已。 該派早就考慮貨幣的角色 (貨幣功能尚僅為單純的
功能), 也提出 「貨幣數量說」, 併入上述之價、 量效果探討, 茲列如以下之公式, 由此簡
化貨幣 (功能) 的關係式, 可略窺貨幣、 通膨、 以及所得增長等關係之大體端倪:
MV=PGNP



M: 貨幣供給
V: 設為固定的貨幣流動速度
P: 價格
GNP : 設為充分就業產出


從以上之敘述可知, 在古典學派的心目中, 社會是不必要有衰退指標或生產力指
標等之查視機制的, 乃在常態上, 市場是不會發生景氣循環或存在 GNPxGNP 等


之現象, 大體來說,政府採權衡性貨幣寬鬆政策以刺激景氣, 是沒有必要的, 這祗會造
成如上式之通貨膨脹壓力而已。 因此, 政府的任務應該是制訂各種典章制度 (或者是
8 賽伊, 法國經濟學家, 他的著作受亞當．斯密之影響極深。 賽伊在 《政治經濟學泛論》 一書下結論道:「生產、 生產, 這就是全
部的問題」, 只要有某些產品生產過剩, 必定有其他產品會生產不足, 故可由增加生產不足之產品來消除生產過剩。 見: 于宗先
主編, 《經濟學百科全書2》(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頁 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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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交易的遊戲規則), 使整個經濟社會在公平競爭下運行下去, 其他想要去振興景
氣的政策, 都應該避免, 此派認為市場採自由放任, 是最好的施政 (策) 觀念。

3.4.2 凱因斯理論
到了1930年代之後, 持穩的、 常態的經濟狀態, 也產生了極大的轉變。 不僅產生了 GNP
遠遠低於 GNP 之大蕭條情況, 而且還持續經年, 各巿場都無法有效結清, 某些巿場


產品大量滯銷, 也不知何年能解脫, 勞動巿場也出現大量的失業, 且不可理解地持續
了好多年, 原古典學派標榜的市場富自動調節機能, 似乎整個都失靈了。 1936 年英國
經濟學家凱因斯出版了 「就業、 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一書, 完全否定了價格會伸
縮性、 巿場替代性高等的說法, 反而持現實面、 制度面的價格僵固性看法, 即設定了
總合供給曲線如上節所述之為水平區段或為僵固型模式。 由於此兩派見解互異, 後
人謂此為 「凱因斯革命」。 由於凱氏否定了價格機能, 也就是認為經濟的真實本質, 是
波動、 不定的, 市場為繁榮與衰退相互更替, 方為常態現象。 為了使人們有穩定的環
境, 與解決短期因 GNPxGNP 所產生的失業與通膨更替問題, 政府以有形的手介入


規則化或去干預巿場的活動, 實有其必要性。
設以總合供給曲線水平範圍有限之倒 「L」 型 AS 做範例說明, 此時的充分就業
產出在水平線右方之極限處, 唯有經由總合需求持續右移, 方能儘早達成充分就業目
標, 與減低太過失業之時間。 此一讓 AD 曲線能夠持續右移的工作, 在景氣十分看淡
的時期, 不可能由民間支出來推動, 因此當為市況十分看淡之時期, 由政府適時與主
動的增加支出, 或者不惜以赤字預算支出, 以更主動態度去提振總合需求, 成為久嘗
蕭條之苦民眾的深盼殷求。9
延續凱因斯之後的分支派別主要有二大支派, 其一的新興凱因斯學派 (new Keynesian), 依然認為經濟的本質是不穩定的, 唯已經接受長期間的市場, 仍有自動調整

機能的看法。 另有所謂的後凱因斯學派 (post Keynesian) 者, 此支派不僅是延續著凱
因斯所認為的經濟市場為不穩定本質的看法, 尚且根本否定巿場機能的存在, 特別提
到由於現代經濟體系中, 由於強力工會與大財團的存在, 巿場力更是難發揮與無立足
的空間。
9 此套凱氏觀點, 其盛世足足跨了三十餘年, 至1960 年代後期, 凱氏模型受到重視程度方遞減下來, 主要為 (1) 無法解釋又趨
明顯的通膨問題以及供給面衝擊問題, 與 (2) 以個體化之市場結清主張, 又再度抬頭。

3.4 從垂直 AS 到水平 AS 階之體系遞嬗過程

3.4.3 現況分析
上 3.4.2 凱因斯學派的觀點, 一直延續至 1970 年代石油危機所產生的停滯性通貨膨脹
(即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 與加速型通貨膨脹 (即預期形成內生化) 時方受挫, 乃1930

年代以來, 以 「外生型」 預期假說, 與原以解決 「需求拉動」 通貨膨脹為主的經濟手段,
本來在處理失業問題之效果頗佳, 但當在物價為持續上漲之社會氛圍裏, 或如 1970 年
代起之高物價波動背景, 若仍然是一本以 「需要管理」 之策略施為, 其處理已力有未
逮, 乃有貨幣學派與理性預期 (rational expectations) 等新學派出現。10 公元2000 年
以來之十數年間, 全世界普遍有金融危機等大事件發生, 市場則有持續衰退現象與預
期、 憂慮二次衰退之看法, 對凱因斯的重新詮解與研討熱潮又醞釀之中. . . . . . 。 茲以宏
觀角度, 觀察歷代以來的供需溯源與轉折變化, 最後, 總括成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1. 各總體學派或理論見解的彼此遞嬗演進, 總的來說, 與該時代總合供給暨其

總合需求之跟進腳步有關, 總合供需愈不協調的成長時期, 代表其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走勢不穩, 原新興、 盛行的理論, 可能又落入傳統、

不合時宜之論述。 但是, 今日的傳統理論, 若能改良不合時宜之見解後, 可能
成為明日的另一新興理論而廣為採用。
2. 大致上以對總合需求曲線之共識性較高 (相對上, 產業鏈較前端所呈現者,

乃是較多元繁複的 「總合」 供應鏈系統):11 其 AD 為負斜率的價量關係, 主要
仍依總體層面之利率效果、 貿易條件改善之效果、 以及財富效果等加以探
討。
3. 總合供給曲線出現折衷的正斜率區段部分: 依價格的特性所區分成水平、 正

斜率、 以及垂直等三階段, 另可依 GDP GDP 的相對指標大小, 表達出價


格彈性之程度; 總合供給為正斜率的型態, 可以由各學派的折衷見解強度, 例
如短期政策仍具有效性否, 長期仍有不均衡之可能等, 可窺得其近水平或近
垂直等之正斜率型態。
4. 測度政策有效性的圖像判斷: 不論是採用供給面政策來移動供給曲線, 或者

是採用需求面政策來移動需求曲線, 其政策是否帶來國民所得增加之效果
10 理性預期者 (廠商、 民眾等) 會隨時對財金政策衝擊做評估, 其預期的形成符合高度的理性, 已會把政府作為 (或不作為) 列
為主要因素, 而且會盡其可能去搜尋一切可用、 可得的資訊。
11 早在數百年前亞當斯密 《國富論》 裏, 就已提過 「所有生產之唯一目的乃是消費」, 當時他對消費的一致性頗為認同, 即很少
提及消費思想部分, 且如人之階級可區分般, 他認為消費者的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 也是可以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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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實質效果), 端視於原來的總合供給曲線 (正斜率) 型態為何, 以及其當時

所處的 GDP 水準在何處而定。
目前的現況是, 有時候, 當螺旋式價漲 (或上章較陡之失業與通膨關係) 正要成
形時, 或者眾人正在盤算如何處理失業問題之高昂代價之時, 此時的經濟現況可能已
轉化成另一種體系, 例如快速遞嬗成為非螺旋式價漲之關係體系 (或上章較平之曲線
左移以 「實線」 相交),12 當前類此的動態轉化, 表示讓同力道去應付失業之政策, 其有
效性驟增許多。 目前的 3.4.1 與 3.4.2 狀態或原差異性很大之經濟條件, 可能在短時期
內 (約一年) 即彼此交錯出現, 與以往須跨長世代做分階區隔等之 「長演化」 分析, 背
景 (古今背景本身的動態化程度不同了) 已然不同了;13 當前的市場成長現況與按先例
演進與發展, 部分相異之理由, 多數人認為乃現階段已為知識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 之新式學習背景, 與新數位通訊、e 化搜尋更便捷等, 形成更強力的知識分

享 (knowledge sharing) 氛圍、 更彈性的市場設計式樣等所助成 (facilitating)。
應用分析例 3-1

防收斂演化之產業區域發展與市場設計-以圖像法論述
以下設某國總合供給的成長模式 (growth formula) 符合 「長演化」 型態, 不受新變革
(事件) 現況所影響。 首先, 按先例成長論說建置得如下之由三個分項要素所貢獻的總

合成長關係式:
∆Y ~Y

∆A~A  0.7∆N ~N  0.3∆K ~K

接著, 改以相對成長率 (q̇) 表示, 上式可以簡化成如下式 (此式更重視隨時間的
演化變遷):
q̇

Ȧ  0.3 k̇

當勞動生產力年增率為 q̇

3%與(每人) 資本深化率為 k̇

4%之時, 可得技術變

遷率為 Ȧ 1.8%。 由此各分項要素之成長數據, 以下提出百字內概要分析:
「某國某波的勞動生產力為 3% 之成長過程中, 約六成為技術進步所貢獻, 剩餘之
四成, 或者1.2/3.0 部分, 為靠持續的資本深化所促成」。
12 嚴格的轉化過程,

可能讓上章圖2.1 之規律型景氣循環圖示之波動幅度擴大, 即實線之趨勢線轉而成虛線或者消失。
先編排短期波動模型 (即本節3.4.2 之凱因斯概念衍生), 再加入勞動市場、 生產力指標等分析 (即本
節 3.4.1 之古典概念衍生)。 最後, 進階至長期成長模型的分析。
13 下篇仍循此編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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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做國際之間的成長比較, 首先設 L 、 M 兩國之 q 起始狀態相同, 進入轉化
期之後, L 國堅持走外生 (Solow) 型, 按以上數據即 L 國之 q̇ 1.2% (乃 Ȧ 0。
反之, M 國面臨轉型期之後, 就致力於人才培育與人力投資, 改走內生型, 則儘管
起始條件與 L 國相同, 如下圖 3.5 所示, 於邁進 t0 期之後, 相較於 L 國, 顯然地, M 國
維持著有較高的 q 成長: (1) 設 M 國有知識型人力 (資本) 累積 (Ṅ k
0);(2) 設 Nk 與技術進步維持直線關係 Ȧ

耗攤提問題 (δ

4%與沒有折

cN k ;(3) 設 M 國投產之

轉化係數固定為 0.5。
最後, 可得 M 國之 q̇ 3.2%
實質產出

M國
L國
L國＝M國

t0

t(時間)

圖 3.5: (例) 以人力資本投資轉型之成長趨勢

很顯然地, 就 L 國內產業所執行的跨國發展強度 (是否採分區策略、 是否其國際
化產品為不齊一策略等), 是會影響他們的人才培育與人力投資績效的, 當這些人力
資本累積方向確與世界同步之時,14 產業發展 「防收斂」 之成長趨勢, 或將會具體成型,
以下擬出架構圖做進階說明:
(1) 首先, 設某國的防收斂成長模式如下式所示:
q̇

a  bq  s, n k , n, δ   d

其中b @ 0
n k 表與世界同步之 N k 投資
d 表各國不同的地理與制度因素
14 有些學者以教育與訓練之蛻變轉型、 在學學生對不斷變動的社會之適應力、 以及各職訓中心適應技能轉型與產業轉型等
程度, 作為人力資本累積總合表現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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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著, 可佈建得防收斂走勢之區域產業發展如圖 3.6 所示:
實質產出

分工細緻之跨國發展方式
與世界經濟發展同步
不與世界經濟
發展同步

轉型前
L國發展

t0

t(時間)

圖 3.6: (例) 防收斂走勢之區域發展設計

我們引用民國 96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報告做說明, 該年我國的主要競爭對
手南韓競爭力, 一舉大幅躍升, 由 23 名升至 11 名, 頗有上圖加速型、 內生成長之架勢,
該年不僅首度超越了港台, 且首度擠下台灣; 那一年的台灣, 由 13 名降了一名, 變成第
14 名, 當時產學各界一度有國內產業將落入減速型之外生成長顧慮。15

在此, 我們設生產力指標可以代表大部分的國際競爭力內容, 且對資本財的投資,
依國際資本統計分項, 可以概分成硬體投資效率 (原e0  與軟體投資效率 (n k,0  等兩
部分, 則台韓兩國在該年的競爭力表現, 我們可以藉由曾述過之前圖 2.6 「資本形成與
生產力成長」 為參考架構, 重擬得新的修正架構如下:
kp(e1，nk1)

勞動生產力

q

y
x

k0

m

k1

kp(e0，nk0)

k(資本深度化)

圖3.7: (例) 不計廠商進入 (障礙) 的資本
形成與生產力成長

長期以來, 在台韓之間的經濟大戰, 乃當今世界市場裏之 「競爭大於合作」, 很喜
歡採用之範例, 尤以近十年來台韓兩國之表現, 更為解析各國成長 (cross-country growth)
15 南韓民國九十年代以來,

產業轉型加速, 由傳統文化外銷、 城市行銷、 人文創意、 乃至科技產業等等, 那幾年南韓的跨國發
展企圖, 受到各國矚目, 例如 (1) 當年南韓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達新台幣 4.5 萬元, 有些類別所提供優渥條件倍於台灣 (2) 南韓之
人均所得已超越台灣兩千多美元 (十年之前僅台灣一半) (3) 當年僅三星電子的利潤, 即超過日本電子業的利潤總合,「大長今」
等戲劇外銷更造成其國內旅遊人數劇增。

3.4 從垂直 AS 到水平 AS 階之體系遞嬗過程

之對照例證; 談起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 南韓經濟曾受到重創, 台灣則因內外部因
素而表現頗佳,16 然而, 十年的觀測期間 (1997 年至 2007 年), 南韓的全產業競爭表現
(圖 3.8 之三角符號É所示), 似有呈現發散現象 (divergence), 反觀台灣的全產業競爭

表現 (如圖 3.8 之正方符號Ì所示), 已在顧慮是否會 「限速 (speed limit) 成長」, 或如圖
正方衰退排列, 全民感受 「持續滑落」 之痛苦指數氛圍 (以民國 96 年所發表世界經濟
論壇的競爭力報告做觀測年度), 如何加速產業創新轉型與維持技術進步自力且內化
成長, 乃能翻轉現況之成長劣勢, 且不畏境外強敵鄰伺, 讓今後台灣維持反收斂發展,
須正視的課題:
國際競爭力

y
x

m

k(1997) k(2006) k(2007) k(資本深化度)

圖 3.8: (例) 資本形成與生產力成長的進階架構

16 當年南韓經濟受到重創, 除了金融措施之外部誘因不佳外, 其內部產業結構以超大集團、 大財團化為主, 大企業佔全體企業
比重偏大, 不如當時台灣之中小企業多、 營運彈性靈活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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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
1. 何謂以所得為核心的總經關聯?
2. 請比較總合供需曲線與個別供需曲線之異同?
3. 當 AS 為水平階體系或者為垂直階體系之時, 其各自形成之背景為何?
4. 舉例當何種總體條件改善 (供、 需雙面向), 可以帶來物價穩定且國民所得確

定會增加?
5. 若把高成長率與低度波動視如 「明星級」 成長體系, 請針對其他三種體系加

以說明, 並分別說明各體系如何朝此 「明星級」 體系學習與邁進之可行措施。
6. 請以 AS 與 AD 的增減移動, 說明何謂成長模型、 波動模型、 以及何謂兼有

成長波動模型?
7. 請以 AS 與 AD 的增減移動, 說明何謂物價的螺旋式垂直上移?
8. 請由各派別之立場, 敘述與描繪總供給曲線之形態, 與其政策的有效性 (即

政策有實質效果)?
9. 1930 年代以前的大時代環境是 AS 遠小於 AD, 如何增加供給是當時 (朝野)

努力的目標; 反之,1930 年代以後, 大環境逆轉, 變成 AD 遠小於 AS 之市場
氛圍, 提升有效需求是當時的共識。 請製作一比較表說明之。
10. 請由古典學派立場提出三項對凱氏學派折衷的見解。 與由凱氏學派提出三

項對古典學派妥協的見解。
11. 近期總體學派之中, 後凱之學派持價格僵固性看法, 新興凱之學派持價格會

緩緩變動看法, 貨幣學派卻認為是伸縮之特質, 最後, 新興古典學派更持極
伸縮之價格變動。 請由其他面向 (時間、 背景、 預期、 政治立場等) 做此四派
別之差異比較。
12. 九二一大震災事件以來, 國內接續發生不少的類似重大事件 (mega-events),

請舉出三例, 並分別陳述其對供給面與需求面之衝擊各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