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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2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會資系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81U00103 / A

學分數學分數 3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經濟學(二)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Economics (2)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邱紹群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76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76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5第05節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5第07節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5第06節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4第02節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4第04節 
第1週 / 第18週 / M507 / 星期4第03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希冀學生能夠具備未來以不同層次來思考「企業策略」如何與外部的產業、國家發展連結，並找出
有利於企業發展之可行方向。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Accounting is the language of business. It is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measures business activity,
processes the data into reports, and communicates the results to stakeholders.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The prim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double-entry system of accounting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Other important objectives include: •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decision
making.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2008/2/25 Ch.9 Receivables 黃瓊瑤

2008/2/28 本學期課程內容之基本簡介 邱紹群

2008/3/3 Ch.9 Receivables 黃瓊瑤

2008/3/6 第九章 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分析 邱紹群

2008/3/10 Ch.10 Plant Assets and Intangibles 黃瓊瑤

2008/3/13 第十章 獨佔市場結構分析 邱紹群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08/3/17 Ch.10 Plant Assets and Intangibles 黃瓊瑤

2008/3/20 第十一章 寡佔市場結構分析 邱紹群

2008/3/24 Ch.11 Current Liabilities and Payroll 黃瓊瑤

2008/3/27 第十二章 獨佔性競爭市場結構分析 邱紹群

2008/3/31 midterm examination 1 黃瓊瑤

2008/4/3 第十三章 要素市場 邱紹群

2008/4/7 Ch.12 Partnerships 黃瓊瑤

2008/4/10 第十四章 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 邱紹群

2008/4/14 Ch.12 Partnerships 黃瓊瑤

2008/4/17 第十五章 總體經濟活動的衡量 邱紹群

2008/4/21 Ch.13 Corporations:Paid-In Capital and the Balance Sheet 黃瓊瑤

2008/4/24 期中考 邱紹群

2008/4/28 Ch.13 Corporations:Paid-In Capital and the Balance Sheet 黃瓊瑤

2008/5/1 第二十章 貨幣需求、供給與金融市場 邱紹群

2008/5/5 Ch.14 Corporations:Retained Earnings and the Income
Statement 黃瓊瑤

2008/5/8 第二十一章 通貨膨脹、失業與菲力普曲線 邱紹群

2008/5/12 Midterm examination 2 黃瓊瑤

2008/5/15 第二十二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邱紹群

2008/5/19 Ch.15 Long-Term Liabilities 黃瓊瑤

2008/5/22 第二十三章 國際金融：理論與制度 邱紹群

2008/5/26 Ch.15 Long-Term Liabilities 黃瓊瑤

2008/5/29 第二十四章 經濟成長、景氣循環與經濟發展 邱紹群

2008/6/2 Ch.16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 黃瓊瑤

2008/6/5 第十六章 凱因斯有效需求所得決定理論 邱紹群

2008/6/9 Ch.16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 黃瓊瑤

2008/6/12 第十七章 凱因斯經濟理論其他相關議題 邱紹群

2008/6/16 Ch.17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黃瓊瑤

2008/6/19 第十八章 凱因斯學派經濟理論 邱紹群

2008/6/23 Terminal Examination 黃瓊瑤

2008/6/26 期末考 邱紹群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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