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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晉宇整理
攝影／黃國恩
我們繳的稅去哪裡了？為什麼年輕人會月領
22K？什麼原因造成國家的負債一直增加？若
具備經濟學基礎的知識，會更容易找出這些問
題的答案。本書作者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週日
報》經濟版主編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夫，
彙整經濟學中基礎且重要的概念，用經濟的角
度說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如何運作。
為讓讀者對基礎經濟學有更深入淺出的理
解，本刊特邀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會計系副
教授韓幸紋，針對本書提及的經濟學概念與部
分章節進行對談。兩人更以自身學術專長解構
臺灣當前的財政政策、舉出諸多臺灣在地例子
與書中國外案例相互呼應，並提及經濟學在生
活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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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副教授

經濟關我什麼事？
不想自己揉麵團，
所以開公司
歡迎來到22K的世界
錢永遠都不夠用
國家是個收銀員
世界是座大金庫
我的國家有錢嗎？

記者：書中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經
濟學基本概念，請問兩位教授，我們
有這些知識後，如何應用於生活中？
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以下簡稱林）：我
同意作者在書中的論述，經濟學與生活密不可
分。「經濟不等於金錢」，不是只有與金錢有
關如商品打折、財務規劃等才稱之為經濟，只
要和「選擇」有關的事情皆為經濟學範疇。人
們面對人生中每一次選擇時，便是以經濟學的
邏輯做抉擇。選擇就會有成本與利益，例如若
選擇就讀淡江大學就得放棄去其他大學的選
項，這就是「機會成本」。進淡江大學後能認
識我，這就是「利潤」，再者，將來畢業是否
結婚？要不要生小孩？何時退休？退休生活如
何安排？也都將面臨成本、利益的抉擇。可以
發現一路以來，生老病死皆與經濟學有關。
會計系副教授韓幸紋（以下簡稱韓）：我
贊成林老師的觀點，經濟學廣泛存在社會各角
落，即便是未從事相關行業，人生的所有事情
皆受經濟學影響。我本身講授財政學（公共經
濟學），本書後半段談到國家經濟正是和財
政學相關。以往在課堂中，有許多同學疑惑
財政學與自己有何關聯？但事實不然，政府
運用收入面、支出面執行政策，深深影響每
個人，例如常見的年金制度改革議題正是如
此，軍、公、教、勞四大年金已快破產，若不
改革，將來恐怕大家都領不到退休金，這之中
錢到哪去了？又為何會變成如此情況？我認為
這些不僅和大眾相關，更是大家要積極了解的
課題，唯有投入更多關注，才能促使國家以最
有利的政策保障大眾權益。

記者：書中第一章「經濟學關我什麼
事」中，提及小賈斯汀演唱會門票訂

林：關於演唱會門票定價，清楚說明經濟學
的「供給」與「需求」問題。前陣子的江蕙告
別歌壇演唱會，恰好是能讓大家感到貼近生
活的好例子。演唱會能容納的人數有限，但江
蕙在歌壇大有名氣，加上是告別作，想進場的
人數遠大於場地可容納的人數，造成供給不
足，市場產生「超額需求」，在此情況下，黃
牛票出現的機會，市場價格自然被提高；反言
之，若今天是我在小巨蛋開演唱會，不是歌手
的我勢必無法有好的票房，門票降價求售的
結果，反應出供給量太多、需求量太少的情
況，市場價格自然會被拉低。
同樣的案例也出現在農產品市場，市場上每
年吃橘子的人差不多，但因每年天候狀況不
同，橘子的產量不固定，常常出現供給過多或
需求過多的情況，所以每年的橘子價格就會呈
現波動。相信透過這些生活化的舉例，能讓同
學更清楚供需概念。
韓：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解釋何為「需求彈
性」。需求彈性是用來衡量需求數量隨商品價
格變動而變動的情況。需求彈性小代表可接
受價格變化程度高，若需求彈性大則反之。我
以財政學角度切入談此問題。若今天臺灣效仿
日本，將營業稅提高，大家會擔心物價上漲的
問題，但漲價幅度會取決於消費者的需求彈
性，廠商漲價時民眾消費量會遽減的商品，則
需求彈性較大，也就是廠商較無轉嫁到消費者
身上的空間。而像小賈斯汀門票就是反例，儘
管黃牛加乘訂價之外的額外金額，但許多人依
然買帳，這稱之為需求彈性較小。其他像民生
必需品，例如：衛生紙。就算價格飆漲，大眾
不可能不使用衛生紙，依然得被迫消費，這類
商品同樣需求彈性較小。

記者：書中第一章「經濟學關我什麼
事」中，以微軟作業系統為例，請兩
位教授談壟斷型企業在臺灣的案例？
林：壟斷在經濟學稱為「獨占」，因為一手
包辦市場需求，而成為經濟學裡利潤最高的
狀況。在過去，相當多臺灣國營企業都是獨
占。當市場出現幾家經營項目相同的公司，則
此種情況稱為「寡占」，寡占如同字面意
思，市場不只一家公司，但也沒很多家，正因
如此，方便彼此相互串通聯合漲價。油品市場
是臺灣最常見的例子，過去中油是獨占，在開
放市場後，礙於石化產業經營的高資金、設備
門檻，也僅有台塑一家廠商加入市場，兩家公
司形成寡占，在2004、2005年時，曾聯合調漲
油價。
諸如此類的行為皆是不被允許的，國際上制
定有反托拉斯法，國內亦設有公平交易委員
會，以規範壟斷行為。而中油、台塑，當時也
因違反相關規定，成為臺灣第一宗勾結聯合漲
價被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為公平會）裁罰的
案例。除了油品市場，臺灣過去很多國營企業
在開放民營化的初期，也都是寡占的情況，聯
合漲價之事時有所聞，有賴公平會確實發揮作

校友動態
◎微軟大中華區前總裁黃存義 創業一堂課
電算系校友（今資工系）黃存義，為台灣資
訊業專業經理人，現為光寶集團策略長，曾任
東元資訊德國分公司總經理、台灣惠普科技行
銷專案經理及業務經理、微軟大中華地區總
裁。黃存義擅長擬定大公司的事業經營策略，
日前受訪提到創業，黃存義表示必須掌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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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彥伶 VS. 韓幸紋
經濟學關我的事

價與黃牛票的出現。請兩位教授談臺
灣生活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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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第一、喜歡從失敗中學到東西；第二、
從裡到外不了解這個產業，別說你要創業。第
三、你學得多快？且，一定要拒絕賺錢的誘
惑，選擇累積能力的路，也就是每件事都要同
時考慮賺錢和累積能力，這樣事業才會擴大。
上述為黃存義給欲規模化擴張的新創團隊寶貴
建議。（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用，為消費者權益把關。
韓：我認為獨占型企業未必全然都是負面
的，早期臺灣國營事業多處於獨占市場地
位，但國營事業往往也扮演提供偏鄉資源的角
色。例如台電在偏遠地區接電線、深山中依
然有中油等。我在此補充其他例子。例如錢
櫃、好樂迪合併一案，因兩家業者在臺灣KTV
市場擁有高市占率，合併恐會造成市場趨於獨
占，所以屢遭公平會駁回。最近火熱的半導體
封裝大廠日月光集團併購同產業的矽品精密工
業案例，也因有壟斷之嫌而引發外界討論。獨
占、寡占的情況可說是很難靠經濟學運作來解
決，因為它是利益之所在，追求最大利潤正是
經濟學不變的金科玉律，但在廠商獲得極大化
利潤的同時，也就是消費者花費最多錢、被剝
削最多的時候了。

記者：書中第三章「歡迎來到22K的
世界」，以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月領
22K的原因，兩位教授對此議題的看
法是如何？又有無造成臺灣當前低薪
的其他原因？
林：年輕人低薪是全球性的問題，但在個別
市場仍有差異表現。臺灣經濟現在仍依賴電
子業為主，尚未有完整的產業升級、轉型計
畫，因而加深此問題。我歸納出以下3點造成
臺灣年輕人低薪的原因，首先是高等教育擴充
太快，這也是經濟學的「供需」問題，過去大
學畢業是高技術勞工，但現在幾乎成為國民教
育，在供給大於需求的情況，市場價值自然降
低，這是從大市場的角度分析的結果。
第二，若從勞動力個人的角度著眼，會發現
如今大學因強調學以致用，而有高等教育技
職化現象，導致年輕人僅能從事技術性的工
作，較缺乏思考、創造力人才的培養。
另外，社會充斥過多負面能量，讓年輕人不
敢勇於築夢追求更高薪資、普遍缺乏第二專長
的培養等，也都和現在的低薪環境有著密切關
連。既然低薪已是事實，短時間內也較難有改
變，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年輕人要耐得住
低薪，並把握學習機會，將來才有更多翻轉自
己的可能。
韓：在過去，低薪現象的確比較集中在年輕
人（20至30歲）區塊。這些初投入職場的年輕
人在30歲起平均薪資便會有顯著的成長。但在
最近臺灣各年齡層平均薪資統計資料中，以民
國95年和102年進行比較發現，在這7年間，20
至29歲族群的平均薪資僅有2千元的微小漲
幅，連30至39歲族群也沒有顯著成長，甚至與
20至29歲族群的薪資差距在縮小中。
換言之，低薪的問題已擴及30至39歲，年輕
人處在低薪的時間拉長，直接導致年輕人不敢
結婚、養育小孩，進而導致少子化等，眾多社
會問題便由此衍伸。但年輕人也不致於過度悲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無糖 unsweetened 或 sugar-free
2.豆漿 bean milk
3.淡而無味 bland
4.糖尿病 diabetes
5.飲食控制 diet control
6.節食 be on a diet
7.油膩的 greasy
8.鹹的 salty
9.味精 MSG
10.蔥 scallion 或 green onion
11.薑 ginger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觀，薪資可說是經驗累積的反應，思考如何讓
自己累積扎實工作經驗、跳脫平均值，是大家
可以多加努力的方向。

記者：書中第五章「國家是個收銀
員」第五節「政府不只花你的錢，還
欠債」，談及國家在經濟學中扮演的
角色，請兩位教授談臺灣相關案例？
林：我認為所有從開發中進入已開發的國
家，政府需要面對舉債的過程。因為開發中國
家追求經濟發展，在過程中伴隨的是高經濟成
長率、人民逐漸地富有起來，但當進入已開發
國家後，將轉變為以社會福利為主的型態，社
會福利需要龐大的開支，從賺錢到拿出錢的過
程往往令人民難以適應，政府在花錢如流水卻
面臨課稅困難的情況下，多走上舉債一途。
臺灣舉債相當高的原因，我認為有3點，首
先是進入已開發國家時間短，人民對繳稅支撐
社會福利的觀念尚未完全接受。再者，社會福
利在臺灣往往被拿來做為選舉籌碼，不斷討好
選民的後果便是鉅額的舉債。第三點是人口結
構少子高齡化，繳稅的人越來越少，但是需要
用到社會福利的人卻越來越多，綜合起來造成
臺灣非得舉債不可的窘境。
韓：臺灣這幾年存在的是結構性赤字的問
題，許多用於社會福利等債務沒有自償能
力。據主計處資料顯示，中央與地方政府合
計之未償還債務餘額，在民國97年呈現急遽增
長，至民國103已累積逾7兆1千多億元，潛藏
債務餘額更高達18兆之多，若不改革，勞保基
金更預計將在2027年破產，好消息是相較於希
臘等瀕臨破產國家，臺灣現狀相對單純。
如同林老師所說，亂開選舉支票的確是個問
題，在實務上也發現，臺灣每選舉一次，國家
的支出就又提高、稅收則是又往下降，且是
沒有政黨之分。像近來頻頻因財政赤字躍上
媒體版面的苗栗縣政府，過度舉債導致連縣

本書簡介
作者將此書定位為經濟學入門書籍，旨在希
望讓一般大眾，特別是年輕人都能看懂。許多
人總認為經濟學很難，但其實每天的生活都與
其相關，舉凡購買日常用品、上班工作、儲
蓄、投資，甚至購買演唱會門票等，經濟學離
我們並不遙遠。
書中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大量採用貼近生活
的案例，例如：小賈斯汀演唱會門票定價、平
價服飾H&M折扣方式等。解釋經濟學名詞、
概念，循序漸進地讓初接觸經濟學的讀者，也
能感受到經濟學與自身的息息相關，並完備相
關基礎知識。

府員工薪水無
法發放，這是值得探
討、省思的例子，若政治人物
都只一味地討好選民，那麼臺灣的
財政勢必更加惡化，縱使我們現在不是希
臘，10年後不是希臘，也難保20年後不會步上
希臘後塵。

記者：書中第七章「我的國家有錢
嗎？」提到許多具有思考的議題，議
題範圍相當廣泛，請問兩位教授的看
法?
林：我覺得書中在第七章有兩個議題非常
有趣，首先是「私人財產的重要」（P.179~
P.181），這說明為什麼圖書館的書總是比較
破舊，因為書不是自己的，我自然不會像自己
的書一樣去保護它。放大到國家的層次，每個
人民都能擁有私有財產權，便會好好利用它發
揮最大價值，這對一個國家運作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
另外，推薦「教育是窮人的翻身方法」
（P.186~ P.188），書中以肯定的方式說這句
話，但我認為臺灣現階段因為高等教育的過度
擴張，導致市場供過於求，所以受過高等教育
者貢獻給社會的也逐漸減少，這在經濟學稱
為邊際效用遞減，究竟教育還能否替窮人翻
身，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議題。
韓：我針對教育的議題做補充，雖然「錢是
靠教育賺來的」這句話現在有可異議之處，大
學畢業後低薪也普遍現象，但高等教育依舊存
在它的價值。人本身就是商品，盼同學們都能
在大學中透過思考了解自己，為自己這項商品
培養出專長、做出差異化，將來在市場上才能
獲得青睞。另外，我也推薦第五章對希臘面臨
的財政問題有相關說明（P.141~ P.144），大
家可透過了解希臘作為臺灣借鏡，反思許多目
前會造成財政持續惡化的現狀。

對談人回應書中話語
推薦原因：
經濟學不只是門學科，更是可以一套思考
問題的邏輯。林彥伶與韓幸紋推薦初接觸
經濟學的同學能閱讀此書，書中從個體市
場、總體市場到國家，整個經濟學的架構相
當完整，大量貼近生活例子的運用，適合大
眾閱讀也適合作為入門教科書使用。
延伸思考：
林彥伶與韓幸紋認為更重要的是，希望大
家能透過對經濟學的了解，進而對國家的公
共財政政策能有更多關心，因為要關注這些
公共政策必須要有相當的經濟學基礎，才能
言之有物，而非人云亦云。公共政策對大眾
的影響是巨大的，唯有透過大家一同努力，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12.蒜 garlic
13.芫荽coriander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我喜歡喝不加糖的飲料
I prefer _______________ drinks.
2.不加糖的豆漿和無糖紅茶多沒味道!
__________ ______ or black tea are _______!
3.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得糖尿病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got _______!
4.飲食控制是必要的!
_______ controls are necessary!
5.許多菜都太油太鹹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才能增加足夠壓力促使政府盡快做出正向的財
政變革。以年金改革為例，越早改革，所要增
加繳納的稅額才會緩慢增加，越不願面對，只
會造就日後更加難以接受的改革陣痛。
此外，了解經濟學能讓人在選舉中變得理
性、透徹，對於候選人沒有財政來源的社會福
利政見有判斷力，在這當中，自然也就不會產
生政黨意識形態的糾葛，所考慮得會是單純的
哪個政策最符合大眾利益。學會經濟學，在小
地方能替個人更有系統地去分析所面臨的抉
擇；擴大至國家層次，能審視公共政策，為公
眾利益把關。這些都是推薦同學們閱讀此書的
原因，盼大家都能以輕鬆的態度，讀懂基礎經
濟學，這門與生活密不可分的學問。
Lots of foods are too ______ and too _____.
6.我比較喜歡清淡的菜，也不喜歡菜裡加味精
I ________ _________ foods, and I don't
eat ______ either.
7.蔥、薑、蒜、芫荽給菜加味
____ _____, ______ and_____ add _____ to
dishes.
三、答案
1.unsweetened
2.Unsweetened ;bean milk ;bland
3.diabetes
4.Diet
5.greasy ;salty
6.prefer ;light ;MSG
7.Scallion; ginger ;garlic; coriander; flav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