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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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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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眾卓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71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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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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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瞭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進而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或狀況能以經濟學的角度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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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29 完全競爭市場 張眾卓

2008/3/3 Ch.9 Receivables 黃瓊瑤

2008/3/7 不完全競爭市場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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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14 不完全競爭市場、生產要素市場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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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1 生產要素市場、總體經濟表現測度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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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8 總體經濟表現測度 張眾卓

2008/3/31 midterm examination 1 黃瓊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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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4 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張眾卓

2008/4/7 Ch.12 Partnerships 黃瓊瑤

2008/4/11 金融體系與貨幣政策 張眾卓

2008/4/14 Ch.12 Partnerships 黃瓊瑤

2008/4/18 金融體系與貨幣政策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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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25 期中考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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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2 政府收支與財政政策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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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9 政府收支與財政政策 張眾卓

2008/5/12 Midterm examination 2 黃瓊瑤

2008/5/16 均衡所得決定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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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23 均衡所得決定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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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30 總合供需與總體經濟政策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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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6/6 總合供需與總體經濟政策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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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6/13 失業與通貨膨漲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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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6/20 景氣循環與經濟成長 張眾卓

2008/6/23 Terminal Examination 黃瓊瑤

2008/6/27 期末考 張眾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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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