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到一百歲的經濟學讀物書單
台大經濟系教授林明仁 2016/1/12
Note: 這是一份極端偏頗的書單，自由市場意識型態是唯一的選擇標準。為什麼
要公開承認陰謀，而不以公正客觀的學者面貌出現? Because I believe this
ideology is the best for mankind，即便在目前的打倒1%氛圍之下。
By Milton Friedman
《資本主義與自由》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why market is good, and why government is bad,
is in here. 芝加哥學派經典必讀。不過得小心，讀通了對「良好的自我感覺」是
有害的--- 因為你就再也不能 「心中充滿同情，滿口公平正義」的訂出傷害你
最想幫助的人的政策了！
《選擇的自由》 經濟新潮社
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公共電視版(網路上也可找到阿諾代言的影音檔) 。
《兩個幸運的人》 先覺出版社
Friedman 和老婆 Rose(兩人是碩班同學)的自傳: I wish I had an exciting life like
this one! (當然有關老婆的那一部分已經有了XD)
By Gary Becker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With
Richard Posner) 》
Becker and Posner blog 討論內容集結成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成吉思汗 vs.
法律經濟學界的才子—兩個加起來超過150 歲的人無所不談，掀起另一陣部落格
旋風！
《The Economics of Life》
商業週刊專欄集結而成。Its main theme: the Power of Incentives.--其實網路就有
全文http://home.uchicago.edu/~gbecker/Businessweek/bw.html.

By Steven Levitt and Steve Dubner
《蘋果橘子經濟學》 大塊文化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時報出版、
《蘋果橘子思考術》 《蘋果橘子創意百科》 大塊文化
雖然討論的問題都很日常生活也很有趣，但內容其實都是頂級學術期刊的文章精
簡而成。論証推導過程絕對經得起天性多疑，喜歡test alternative hypothesis的經
濟學家的考驗!再加上導讀也是棒很大:D 還不快小跑步去買?!!
By Steven Landsburg
《生命中的經濟遊戲：反常理思考24 問》、《反常識經濟學》（以上皆為時報
出版）與《公平賽局: 經濟學家與女兒互談經濟學、價值, 以及人生意義》 經
濟新潮社
An Economist specializes in everyday economics. 擅長以說故事的方式， 先
以日常生活為背景鋪陳出事件，再從經濟學角度加以詮釋，算是台灣最早出名的
經普讀物作者。
More on Everyday Economics:
《傅利曼的生活經濟學-從換車道、吃爆米花和踢姊姊談起》 大衛．傅利曼 先
覺
Milton Friedman 之子。雖然拿的是物理學博士，最後還是回到了社會科學。I
guess it is all in the blood….
《經濟自然學: 為什麼經濟學可以解釋幾乎所有的事物》 羅伯．法蘭克 大塊文
化
有些人覺得書中有些論點有些牽強，不過重點是練習用經濟學去詮釋所有的事物
(我去掉了幾乎兩個字!) And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新競爭時代》 約翰麥克米蘭 時報出版
Winston Churchill: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Market, too!
《誰賺走了你的咖啡錢: 一個臥底經濟學家, 完美破解商業檔案》(早安財經)

與《誰賺走了你的薪水: 找經濟學家幫你加薪》 (知識流) 提姆．哈福特
Financial Times 記者介紹經濟學最新進展，裏頭有介紹駱明慶喔!
《發現你的經濟天才: 如何善用誘因來敲定工作、談戀愛, 心想事成》 泰勒．
科文
經濟新潮社。著名marginal revolution blog 作者。萬一讀了沒有心想事成,
write him for a refund.
《巧克力經濟學》 安德列．傅頌 知識流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eets the real world.
《百辯經濟學：為娼妓、皮條客、毒販、吸毒者、誹謗者、偽造貨幣者、高利貸
業者、為富不仁的資本家……這些「背德者」辯護》 瓦特．布拉克 經濟新潮社
自願性交易(你要怎麼斷詞都可以)萬歲!
《價格的秘密》 羅素羅柏茲 經濟新潮
There is a price on everything in life,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ther you
can afford it or not.
A Little Bit More Academic:
《經濟學與法律的對話》 大衛．傅利曼 先覺
法律經濟學簡介。
《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 陶德‧桑德勒 先覺
把經濟學各個領域的重要議題作了仔細的介紹，與經原或個經一起服用，效果更
好。
《俗世哲學家:改變歷史的經濟學家》 海爾布魯諾 商周
好吧，我承認選這本是因為我的名字出現在封面上…不過對這些偉大經濟學家的
生平八卦與學說的流暢介紹，至今恐怕無人能出其右。
Behavior Economics
雖然(至少到現在)仍不是我的菜，至少讀起來還是相當有趣的。
《誰說人是理性的! 》 丹．艾瑞利 天下文化

不理性到底可以解釋多少百分比的人類行為呢？To behave or not to behave,
that is an empirical question!
《推力(Nudge) 》 Richard Thaler and Case Sunstein 時報出版
主張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自由還是得需要爸媽…..!#$%? 其中一位作者曾是
我的鄰居…
《國家為什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衛城出版-empirical political economy goes popular, 衛城出版，先讀我寫的序！
《一切都是誘因的問題(the why axis) 》 John List and Uri Gneezy 天下出版
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 一樣先讀我的序, yours experimentally
《身為人（How Adam Smith can change your life）》Russ Roberts 臉譜出版
市場機能與道德情操如何調和？讓化身心靈雞湯導師的 Adam Smith 告訴你
again, 一樣先讀我的序。
《窮人的經濟學 （Poor Economics）》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群學
出版。瞭解窮人，就瞭解經濟學!一樣先讀我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