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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背 景

教育局出版本資源套旨在支援經濟課程內課題G的學與教。資源套內容是根據經濟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補充文件編寫。於2013年進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檢討，對課題G的副課題「

短期總供應曲線向右上傾斜的原因」作出微調。由2013/14學年中四級開始，即2016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生只需以「投入及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解釋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的特性。在

2016年前的考試，工資粘性理論、價格粘性理論及錯誤認知理論仍是需要的，本資源套亦有包括

此三個理論。

本資源套除了解說及分析總供應-總需求的模型外，亦應用該模型分析2014-15年財政預算案。

本資源套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供教師瀏覽。如對本資源套有任何意見或

建議，歡迎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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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電郵地址：ccdopshe@edb.gov.hk

i



本資源套是為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內的課題「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

平」而編寫的。

宏觀經濟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是決定產出及價格水平。經濟學家關注此議題的原因

十分明顯。一個經濟的產出水平與其就業水平及人民的福祉關係密切。2008年全球金

融危機引致的經濟下滑正好解釋以上的論點。由2007年第四季至2009年第二季，美

國的產出(即本地生產總值)以實質計算下跌4%而失業率則由2007年5月的4.4%上升至

2009年10月的10.1%。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情況並不局限於美國，

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歐洲都有發生。價格水平的變動在宏觀經濟學也是十分重要。

價格水平在生產要素及物品市場急促上升是住戶及廠商的另一關注事項。原因是前者

的購買力會下降而後者的生產成本會上升，這情況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現，當時的物

價水平每年上升7%。

這教材會先運用總供應-總需求模型分析產出及價格水平的釐定。繼而會解說總需

求及總供應改變如何影響產出及物價水平。在這裡可先直接向學生介紹總需求曲線及

以財富效應、利率效應及匯率效應清楚解釋其向右下傾斜的原因。但無論討論那一個

效應，建議先由價格改變作開始及產出改變作終結。這樣學生便能更具體掌握價格改

變如何影響產出水平。當學生掌握總需求曲線的型態後，有必要讓他們認識到總需求

曲線代表對經濟內所有物品及服務的總需求而非他們在微觀經濟學學到對個別物品的

市場需求曲線。

當解釋垂直的長期總供應曲線時，首先應強調就長期而言一個經濟的產能是受

制於其擁有的資源例如資本、勞工及天然資源；第二，長期而言，價格是可以完全調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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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所以價格對產出是沒有影響。隨後當討論短期總供應曲線向右上傾斜的原因時可

集中以在短期沒有產能限制及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作解釋。不要對工資粘性理

論、價格粘性理論及錯誤認知理論作太詳細的解釋以免嚇怕學生。此三個理論的分別

對某些學生來說比較細微難以掌握，儘管如此，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雖認為這些理論

富挑戰性但仍對此感興趣。

探討總需求及總供應曲線後，可引導學生運用該組曲線決定產出及價格水平。第

28頁內的提示可幫助學生更有系統地學習。多運用不同的真實個案及跟隨提示中的步

驟解說總需求及總供應如何解釋產出及價格水平的改變。

對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來說總供應-總需求模型是其中一個具挑戰性但有用的模型。

當他們對這模型有了確切的理解，便會發現這模型能幫助他們理解很多宏觀經濟議題

及課程其後的課題。努力總有回報的！

鄺志良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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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課題後，學生應能夠

 解釋總需求(AD)曲線向下傾斜的原因，

 辨識和理解決定總需求的因素，

 解釋長期總供應(LRAS)曲線垂直的原因，

 解釋短期總供應(SRAS)曲線向右上傾斜的原因，

 辨識和理解影響長期總供應及短期總供應的因素，

 以總供應－總需求模型決定產出及價格水平，

 解釋及解說由總需求及╱或總供應變動引起的均衡產出及價格水平的變動，及

 分析就業與產出水平之間的關係。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學習成果

課題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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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課題F講述如何編製本地生產總值—量度一個經濟體所有居民生產單位，在一指定的時間內

(通常是一年或一季)，未扣除固定資本消耗的生產總值。根據經驗，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先

進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長期而言呈現上升趨勢。不過，短期而言，我們會發現本地生產

總值會圍繞長期趨勢波動。經濟蓬勃發展期間，消費上升、廠商投資增加、本地生產總值上

升；當經濟衰退時，消費支出下降、廠商投資減少、本地生產總值下跌。本地生產總值的升

降，不單影響生活水平，亦影響一個經濟體的就業水平。

本單元中，我們運用總供應-總需求模型分析決定產出及價格水平的因素。然後，我們將說

明總需求及總供應變動如何影響產出及價格水平。最後，我們將討論產出與就業水平之間的

關係。

 2 總需求

 2.1 甚麼是總需求？

本地生產總值(Y)由四部分組成：消費

(C)、投資(I)、政府支出(G)及淨出口

(NX)，每部分均為總需求的一部分。然

後我們得出以下公式：

Y = C + I + G +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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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2.2 甚麼是總需求曲線？

總需求曲線顯示價格水平與住戶、廠商、政府及外地部門對產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需

求量之間的關係。

 2.3 總需求曲線為何向右下傾斜？ 

圖1中，總需求曲線向下傾斜，表示當其他因素不變，隨著價格水平下降，市場對物品及服

務的需求量增加。相反，當價格水平上升，市場對物品及服務的需求量減少。這表示要理解

總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的原因，我們必須先了解價格水平變動如何影響消費、投資及淨出口。

假設政府支出由是其政策而非價格水平決定，因此，本階段的分析不包括政府支出。

圖1 向下傾斜的總需求曲線

價格水平 

0 
產出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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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財富效應：價格水平及消費

一個住戶的財富是其資產價值與負債價值之間的差額。舉例而言，如果你持有10,000元的

現金資產，且沒有任何債務，則你的財富為10,000元。假設價格水平突然下降20%，隨著

你的購買力增加，你的財富的實質價值會上升20%。價格水平下降，令消費者更加富有，進

而刺激消費。消費支出增加，反映對物品及服務的需求量增加。

II. 利率效應：價格水平及投資

價格水平下降時，住戶購買物品及服務所需的資金減少，他們減少到銀行提款及借貸，向市

場出售的金融資產（例如債券）亦減少。這些因素導致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即資金）增加及

利率下降。

利率下降，鼓勵有意投資新廠房及設備的廠商向銀行借貸。因此，價格水平下降導致利率降

低，刺激投資支出增加，進而對物品及服務的需求量上升。

(註：若學生已掌握貨幣市場的概念，教師可與他們重溫以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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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水平下降時，在一已知數量的交易中所需的貨幣數量會減少。因此，

在每一利率下的貨幣需求量會減少，貨幣需求曲線會向左移（從MD
1
移至

MD
2
），而利率會由r

1
下跌至r

2
。

圖2 貨幣需求下降

價格水平與利率的關係－貨幣市場

利率 (r) 

貨幣數量 

MS 

0 

MD1 

MD2 

r2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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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匯率效應：價格水平及淨出口

如上節所述，價格水平下降使利率降低。假設美國的價格水平下降，令美國的利率降低。美

國的投資者將透過在境外投資而獲得更高回報。隨著美國的資金外流增加，美元在外匯市場

的供應亦隨之增加。美元因此會貶值(即美元價格下降)，以美元計算，美國商品相對較外國

商品便宜。隨著出口上升及進口下降，淨出口增加，從而對美國物品及服務的需求量上升。

(註：若學生對理解以上有關資金流動及匯率的解說感到困難，他們可利用以下的分析解釋

價格水平與淨出口的關係。)

淨出口等於出口值減進口值。假設國家A的價格水平下降並相對低於其他國

家的價格水平。國家A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較低，而外國進口產品的價格相

對較高。外國的消費者將由購買本地產品轉向進口國家A的產品，而國家A

的消費者亦將由購買進口產品轉向購買本地產品。因此，國家A的出口將增

加，而進口會減少，從而令國家A的淨出口增加，即增加對國家A物品及服

務的需求量。

價格水平與淨出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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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需求曲線顯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水平與產出需求量之間

的關係。如上文所述，當價格水平變動時，產出水平因財富效應、利率效應

及匯率效應而變動。這些變動以沿總需求曲線上下變動顯示。然而，當其他

因素（例如政府政策）改變，而價格水平保持不變，整條總需求曲線會向

左或右移動。例如政府增加基建支出時，總需求曲線會由AD
1 
向右移動至 

AD
2
。這種移動是由政府政策而非價格水平變動引起。

切勿
混淆！

切勿
混淆！
切勿
混淆！

圖3 總需求曲線的移動

總需求曲線的移動與沿總需求曲線的變動

價格水平 

0 產出 
  AD1 

P1 

  AD2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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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私人消費支出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私人消費支出增加，會令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反之亦然。私人

消費支出主要由以下因素決定： 

(i) 可支配收入（稅後收入）：如果政府減稅（例如薪俸稅），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

費亦會增加，進而令總需求增加。

(ii) 儲蓄意慾：如果香港市民更關注退休生活而儲蓄，並減少當前消費，總需求會下降。

(iii) 財富（資產價值）：如果香港股市暢旺，市民變得更加富有，消費亦會隨之增加。

(iv) 利率：利率下降時，市民的借貸成本降低，消費借貸相應增加。

II. 投資支出

任何鼓勵廠商增加投資的因素均會令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反之亦然。廠商的投資意向主要

由以下因素決定：

(i) 投入要素的生產力：如果廠商物色到新的工

具及機械（例如速度更快的電腦），能夠在

同等數量的資源下提升產出，廠商會更願

意投資新工具及機械。

(ii) 營商前景：營商前景樂觀有助提升投資回

報，廠商因而會更願意投資。相反，營商

前景暗淡會促使廠商縮減投資開支。

(iii) 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能夠刺激或抑制投

資，例如豁免投資稅項會刺激廠商增加

投資。

 2.4 決定總需求的因素

如上文所述，當價格水平保持不變時，其他因素可能會改變總需求，令總需求曲線左右移

動。這些「其他因素」即是總需求的決定因素。換言之，這些決定因素是在物價保持不變

時，令總需求曲線出現變動的因素。有關因素在下文論述。

：如果廠商物色到新的工

具及機械（例如速度更快的電腦），能夠在

同等數量的資源下提升產出，廠商會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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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iv) 貨幣供應及利率：貨幣供應增加，利率在短期而言會下降，投資支出增加，從而使總需

求上升。

III. 政府支出

當政府增加基建或其他服務（例如教育及醫療服務）支出時，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相反，

當政府支出減少時，總需求曲線則向左移動。

IV.淨出口

淨出口等於出口值減進口值。除受本地經濟收入影響外，淨出口亦由貿易夥伴的經濟狀況及

匯率決定。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總供應-總需求模型 10

 (i) 外國的經濟狀況：當外國（即貿易夥伴）的收入水平增速快於本地經濟時，外國購買本

地經濟的物品會增加，本地經濟的淨出口會隨之上升，總需求曲線會向右移動。反之，

如果本地經濟的收入水平增速快於外國經濟，則本地經濟進口增加，而出口減少，淨出

口因而下降，總需求曲線會向左移動。

 (ii) 匯率：本地貨幣兌外幣的價值上升時，淨出口會下降。舉例而言，假設歐元與美元的匯

率由1歐元兌1.5美元變為1歐元兌1.7美元，則歐元價值上升，在美國出售的歐洲物品

價格亦會隨之上升，從而令歐洲物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下降。歐洲國家的淨出口會下

跌，總需求曲線向左移動。在同樣的分析中，本地貨幣價值下跌，令本地生產的物品在

海外市場更具競爭力，總需求曲線因而向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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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
混淆！

切勿
混淆！
切勿
混淆！

宏觀經濟下的總需求曲線顯示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水平

與產出的總需求量之間的關係。如上文所述，價格水平變動時，受財富效

應、利率效應及匯率效應的影響，產出的總需求量隨之變動。

微觀經濟下的需求曲線亦向下傾斜，但其原因與宏觀經濟下的總需求曲線不

同。在微觀經濟下，某一物品的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的原因是，當該物品的價

格下降時，消費者的購買力上升，消費者願意及有能力購買該物品的數量增

加。這就是收入效應。同時，該物品的價格下降，令其較其他價格保持不變

的物品相對便宜。消費者會增加購買較便宜的物品。這就是替代效應。

微觀經濟下的需求曲線乃就單一產品而言，故在該產品價格改變時能夠出現

替代效應。然而，宏觀經濟下的總需求曲線顯示一般價格水平與總產出水平

（即生產的所有物品及服務）之間的關係。一般價格水平上升，代表所有本

地生產的物品及服務的價格上升。消費者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物品及服務。

宏觀經濟下的總需求曲線是沒有替代效應的。

宏觀經濟下的總需求曲線及微觀經濟下的需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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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總供應

 3.1 甚麼是總供應？

總供應指一經濟體的廠商所供應的物品及服務的總數量。

 3.2 甚麼是總供應曲線？

總供應曲線顯示價格水平與經濟體中廠商願意及有能力供應的產品數量之間的關係。

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價格水平變動對長期與短期的總供應影響懸殊，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

將使用兩種總供應曲線，即短期總供應(SRAS)曲線及長期總供應(LRAS)曲線。我們會首先

研究長期總供應曲線。

 3.3 長期總供應曲線為何是垂直的？

從長期來看，經濟體的物品及服務生產取決於它現有的資源（例如勞動力、資本及天然資

源）及生產技術。換言之，我們的長期的產能受制於現有資源及技術。然後，我們可以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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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長期總供應曲線

步推斷出，長期而言，價格因素對產出水平沒有影響，原因是價格水平變動不會改變經濟體

現有的資源數量及技術水平。由於價格水平沒有影響長期產出的決定因素，故長期總供應曲

線是垂直的。

價格水平 

0 
產出 

LRAS 

充分就業產出/ 
自然產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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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增益知識增益知識增益

 3.4 甚麼因素令長期總供應曲線移動？

長期總供應曲線位於有時被稱為潛在產出或充分就業產出的產出水平。該產出水平反映經濟

體充分利用資源生產（即廠商達到充分生產能力）及處於充分就業水平（即有意就業的人士

均能擁有一份工作的就業水平，當中不包括因結構性及阻滯性失業者帶來的自然失業率
1
）。

這產出水平亦被稱為自然產出率。

1 自然失業率並非本課程的要求。

結構性失業指因工人的技能及特質與工作崗位的要求不相配而引致的失業。

阻滯性失業指為配對求職者與現有工作崗位所需的時間及過程而引致的短期

失業。

請留意當我們說經濟體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運作，並不表示該經濟體的失業

率為零，當中還有結構性及阻滯性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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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推斷，任何改變自然產出率的因素均會令長期總供應曲線移動。以下四個因素能夠

改變經濟體的產能，進而令長期總供應曲線移動。有關因素分析如下：

(i)  勞工：人口增長、移民增加及自然失業率下降，均可令勞工供應增加，長期總供應曲線

因而向右移動。

(ii) 資本：資本包括實物資本及人力資本。經濟體的實物資本存量（例如：廠房、機械及工

具）增加，令生產力提升，長期總供應曲線因而向右移動。人力資本（例如：工人的技

能及知識）增加，亦會令長期總供應曲線向右移動。

(iii) 天然資源：發現新礦物及天然資源令長期總供應增加。相反，天氣模式改變（例如旱災

或水災發生更頻密），令農業耕作更加困難，長期總供應曲線因而向左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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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技術知識：技術變革指能夠改善物品及服務生產方式（即提升物品及服務的生產效率）

的知識發展。例如，電腦的出現讓我們能在固定的資源水平下生產更多物品及服務，令

長期總供應曲線向右移動。

 3.5 短期總供應曲線為何向右上傾斜？ 

長期總供應曲線之所以為垂直，是由於物價水平在長期而言對產出並無影響。然而，短期總

供應曲線向上傾斜，表示整體價格水平的增長會增加經濟體物品及服務的供應量，而整體價

格水平的下降則會減少經濟體物品及服務的供應量。為甚麼就短期而言，物價與產出水平之

間呈正比關係？原因是在短期沒有產能限制及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2。

2  由2013/14學年中四級開始，即2016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只需以「投入及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解

釋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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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沒有產能限制

在圖5中，充分產能的水平為D點。假設在短期經濟體並非生產在充分產能的水平（即D點），

而在較低的產出水平（例如A點）進行生產。意思就是，個別廠商或整個經濟體出現產能過

剩（即沒有產能限制）。經濟體存在一定未使用的資源／投入要素（勞工、資本等等）。當

總需求增加時，產出的增幅可高於價格上升的幅度（由A點移至B點）。當中的原因是廠商

可以聘用原本未被使用而價格沒有太大增幅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該部分的短期總供應曲線

相對平坦。

然而，當產出持續增加，經濟體會移近充分產能水平（D點）。未被使用的投入要素減少，

它們的價格開始急速上漲，導致物價上漲的幅度大於產出上升幅度。該部分的短期總供應曲

線變得非常陡斜（即C點與D點之間的部分）。

3.5.2  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

如上文所述，當經濟體以低於充分產能的水平生產時，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不論是平

坦還是陡斜）。然而，產能過剩本身並無法充分解釋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的原因。試想

一下，投入要素價格與產出價格以同一速度上升，廠商無法賺取額外利潤，因此並無動力增

加生產，短期總供應曲線便會如長期總供應曲線一樣變為垂直。舉例而言，如果產出價格上

升10%，及後立即與生產要素成本10%的增幅互相抵消，廠商賺取的利潤便維持不變，因而

亦無動力提高產出量。

然而在現實中，投入價格的調整永遠落後於產品價格的變動，特別是當工資合約簽訂後，即

使產品價格出現變動，工資水平亦維持不變。資本物品及其他原材料的情況亦一樣，其採購

價於產品價格出現變化前已經妥為商定。在這種情況下，投入要素價格傾向隨整體產出價格

的變動而慢慢調整。當產出價格上升，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會鼓勵廠商加大產出以獲

取更多利潤。這亦適用於產出價格與投入價格不同步下跌的情況，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

整令廠商減少產出，以減少虧損。

簡而言之，產能過剩及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分別構成了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的必

要條件及充分條件。簡單來講，產能過剩令廠商可以擁有更多資源，在自願情況下加大生

產。投入與產出價格不完全調整令廠商有動力於產出價格上升（下跌）時增加（減少）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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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短期總供應曲線

上文概括地闡明了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的原因。然而，以下三個理論有助更具體地解釋

這一關係。

I.工資粘性理論

工人與廠商之間訂有長期合約，因而經濟體中名義工資的調整往往較慢。由於工資並非緊隨

價格水平調整，因此價格水平上升令僱用資源及生產的利潤增加，導致廠商增加物品及服務

的供應量。

  

 
 

價格水平 

0 
產出 

SRA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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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假設廠商事先同意若干金額作工人的工資，但其後價格水平突然上升，這就暗示

廠商現時支付的實際工資（工資／價格水平）較其原本預算的低，其利潤亦隨之增加。因

此，廠商就會聘用較多工人，增加生產物品及服務。

 

II. 價格粘性理論

由於調整價格牽涉成本，稱為菜單成本 (menu costs)，因此部分物品及服務的價格的反應

有時會滯後於經濟變化。菜單成本包括印製新的產品簡介及目錄的成本，以及所花費的時

間。倘若價格水平突然上升，部分廠商便立即上調物品價格，但亦有部分廠商不會迅速調整

其產品價格，原因可能在於這些廠商試圖暫時避開菜單成本。其產品的相對價格較低，因而

令銷售出現盈餘。因此，當銷量增加時，廠商便增加物品及服務的產量。總而言之，由於並

非所有價格都跟隨實際情況而立即調整，因此價格水平突然上升時，部分廠商收取的物品價

格較低，因而刺激了銷售量，並令有關廠商增加產品及服務的供應量。

III. 錯誤認知理論

價格水平的改變可暫時誤導供應商有關其產品市場正發生的狀況。由於這一錯誤認知，供應

商因應價格水平的改變作出行動，從而令短期總供應曲線向上傾斜。

為了更具體地解釋這一理論，假設一般價格水平突然上升。部分廠商錯誤地認為其產品價格

上升，並將之理解為其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廠商可能認為，他們供應產品的回報已經上

僱傭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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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根據價格粘性理論短期總供應

曲線向上傾斜的原因是由於部分供應商

因為暫時避免菜單成本而對一般價格水

平的改變反應遲緩，而錯誤認知理論則

指出由於廠商缺乏資訊導致他們對一般

價格水平改變反應過大。

價格粘性理論與錯誤認知理論

升，因而增加供應量。較高的一般價格水平引致他們對相對價格的錯誤認知。這一錯誤認知

導致廠商因應價格水平的上升而增加產品及服務的供應量。

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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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甚麼因素使短期總供應曲線移動？

可使長期總供應曲線移動的因素同時亦可令短期總供應曲線移動。然而，大眾對價格水平的

預期將影響短期總供應曲線的位置，但對長期總供應曲線並無影響。

較高的預期價格水平將減少物品及服務的供應量，短期總供應曲線會向左移。假設工人及廠

商預期未來價格將會上升，工人或工會將就加薪進行談判，以維持其薪金的購買力。廠商面

對更高的生產要素價格會相應上調物品價格。倘若預期物價上升影響經濟體內所有廠商及工

人，則生產成本將會上升，使SRAS曲線左移。按照同樣的理論分析，較低的預期價格水平

將提升物品及服務的供應量，使SRAS曲線右移。

 3.7 結語

短期而言，並非所有價格（包括要素投入價格，例如工資）的調節速度相若。因此，當價格

水平上升時，由於利潤隨之增多，廠商願意供應更多物品及服務。因此，短期總供應曲線向

上傾斜。然而，長期而言，所有價格（包括要素投入價格）將被全完（或完整）調節。價格

水平變動3%，生產要素價格亦會隨之變動3%。任何增加的利潤被要素投入價格的升幅所抵

消，所以廠商不願意增加物品及服務的供應量。如此，長期而言，價格水平的變動將不會影

響總供應。故此，長期總供應曲線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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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長期均衡產出及價格水平的決定因素

長期均衡出現於總需求曲線與長期總供應曲線的相交點。產出是在自然產出水平。在該點，

預期、要素投入價格及物價已經全面調節，而資源已被充分利用。因此，短期總供應曲線與

長期總供應曲線於潛在（即充份就業）產出水平處相交。

 4 運用總供應-總需求模型決定均衡產出
及價格水平

 

SRAS 

AD 

P* 

價格水平 

0 
產出

LRAS 

充分就業產出(Yf) 

圖6 長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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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均衡價格與產出水平的變動

總需求及短期總供應的任何變動將導致短期價格及產出水平變動。然而，市場的自動調節機

制可以將經濟狀況重新恢復至長期均衡狀態。我們將首先分析總需求的變動。

I. 總需求改變的影響

圖7 總需求曲線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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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住戶與廠商對經濟前景不樂觀，因而減少住戶開支及廠商投資。總需求曲線將左移（由

AD
1
移至AD

2
）。在短期內，均衡點將由A點移向B點。產出及價格水平均下跌。產出減少代

表經濟陷入衰退。

政府為了阻止經濟衰退，往往會加大政府開支。如此一來，總需求曲線重新向右移動。均衡

點將由B點重新移至A點。

然而，即使政府不採取任何措施，經濟狀況仍可能最終重新回復至充分就業產出水平。如圖

7所示，當經濟陷入衰退時，價格水平由P
1
點回落至P

2
點。工人及廠商願意調整其粘性工資

及粘性價格。當產出減少時，失業率亦隨之攀升。此時，工人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廠商

亦願意接受較低的價格。經全面調節後，短期總供應曲線向右移動，由SRAS
1
移至SRAS

2
。

均衡點由B點移至C點，於較低的價格水平點P
3
恢復至充分就業產出水平。這種重新恢復至

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的調節過程稱為自動調節機制。

長期而言，總需求下降導致均衡價格水平下跌，但是產出水平維持不變。所以，總需求變動

的長期影響是名義變動（於價格水平中），並非實質變動（產出水平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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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圖8 短期總供應曲線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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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動調節機制導致

假設廠商的生產成本突然上升 (如石油價格大幅度上升)，令短期總供應曲線左移（如圖8所

示，由SRAS
1
移至SRAS

2
），同時假設對長期總供應並無任何影響。短期而言，產出將會減

少，而價格水平則會上升，這種情況稱為滯脹（即產出減少而物價上漲的時期）。均衡點由

A點移至B點。

II. 短期總供應改變的影響

gracekfwong
圖說
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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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採取任何措施，工資及物

價預期將調整。經濟衰退導致失業率

上升，工人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當

名義工資減少時，生產物品及提供服

務的利潤隨之上升，廠商有能力並願

意增加供應，因此，短期總供應曲線

將重新向右移動。經濟衰退情況逐步

結束，就業率回升。均衡點由B點重新

移至A點（由SRAS
2
移至SRAS

1
）。

然而，假若政府缺乏耐性等待自動調

節機制（政府缺乏耐性可能是因為政

治壓力），政府可以增加開支，令總

需求曲線移動，由AD
1
移至AD

2
（圖9）。經濟衰退將會結束，但是價格水平將永遠停留在P

3

的較高水位。價格水平上升是由於受到政府政策的推動所致。均衡點由A點移至B點，並最

終移至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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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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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圖9 政府增加開支減少滯脹的影響

SRAS2 

AD2 

0 

LRAS 

      Yf 

P3 

SRAS1 

AD1 

 

 

 

C 

A 

B P2 

P1 

Y2 

 

價格水平

產出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總供應-總需求模型 28

提示提示提示

按照以下四個步驟，同學們可以輕易利用總供應-總需求模型來分析價格及產

出水平的短期變化：

1 判斷事件會導致總需求或短期總供應曲線移動。

2 判斷相關曲線向左或向右移動。

3 運用總供應-總需求圖表察看移動如何改變短期產出及價格水平。

4 運用總供應-總需求圖表察看經濟如何從新的短期均衡移至新的長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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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5.1 預算案重點

 預測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3–4%。

 預測全年整體通脹率平均為4.6%。

 預期政府開支於2014–15年度達4,112億元，預期政

府總收入為4,301億元。

 主要的政策範疇包括提升競爭力、人力資源及增加土地

供應等。

 有關詳情，請參閱http://www.budget.gov.hk/2014/

chi/highlights.html。

 5 總供應-總需求模型的應用：
  以2014-15年度財政預算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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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財政預算對宏觀經濟有何影響？

就總供應及總需求的影響而言，預算案中的開支項目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第一類包括對總供應及總需求沒有太顯著影響的開支項目，原因是此類開支的金額相對

較小。本預算案中的醫療開支屬於此類，其對總需求的影響相對較輕。

 第二類開支項目對物價及產出的短期影響較為顯著，但是對長期影響較輕。社會福利及

紓困措施屬於此類。此類開支項目本質上屬於數額巨大的消耗性項目，意思是短期內可

增加總需求，但是長期而言影響不大。此類政策令總需求曲線右移，而價格及產出水平

則於短期內上升。由於開支不會改變可供應的要素投入及對產能影響不大，因此對長期

總供應的影響有限。

 第三類包括對物價及產出的長短期影響均較為顯著的開支項目。教育及土地供應的增加

屬於此類的兩大主要政策。

I. 教育

以教育為例。參見圖10。假設原來的產出水平低於充分就業產出水平及原來的均衡點為A

點，增加教育開支將令AD
1
移至AD。新的均衡點為B點，而經濟將達至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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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圖10 增加教育開支的影響

然而，假設原來的均衡點已為充分就業水平（B點），增加教育開支將令AD移至AD
2
。產出

由Y
f
增加至Y

2
。物價上升至P

2
，工人將要求加薪以維持其購買力。短期總供應曲線將左移至

均衡點D，令價格水平更為高企，但亦令產出水平回復至Y
f
。

儘管如此，教育將提升人力資本，從而增加經濟的產能。長期總供應曲線將右移。如果長期

產出可增加至Y
2
，則價格水平將回落至P

2
。在此，我們得到了重要的結論︰總需求的任何

右移將推動物價於短期內上漲，但是如果產出水平長期而言有所增加（即長期總供應曲線右

移），則物價上漲的幅度將較小。（見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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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土地供應

可以圖11解說增加土地供應的情況。土地供應增加，將提升經濟的產能。長期總供應曲線

由LRAS
2014
移至LRAS

2016
。如果總需求維持在AD

2014
，物價將大幅下滑。然而，總需求並非

固定，會隨時間上升。雖然價格水平上升，但相比在長期產出水平固定的情況下，其上升幅

度較小。

圖11 土地供應增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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