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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滿足盤理需求的(民生)搭髒品，而及設滿足心理轉求的舒過品，位蠹杜絕滿

民圈屆十一年聽叢生薦佔醬民強盛毛額的比黨為一二十一…姑，交部的
••

邊八﹒九%;每人聽聽生產看棋自民聽四十一
論個廠濟觀念與公民教會

1 的不及← 00 美元，提高為民盟七十年的一一五七。站。
年

…閻王

讀七十年臨時為七%;一聞工黨生產比盤在同期則起五十一一%升為五…銘。踐民盟閥十二年這七十年，實實經攬成長率平均籠年窩

三十餘年後的台轉地區，巴也農藥經濟轉器為工黨盤磁們

中華民鸝政蔚由民國三十八年播瘤，來會役，在禮贊民主義的指導原則下，力求經濟成義與經擠公的海衛發展。

心V車緝峙經濟成載

神與物質援盤)的時藩。

J 數蠱、鏽民追求當稽的金語，後者蠶捕撈、選議質、獨民追求健康〈精
是經擺開發展的最路目的;詢者一線別在 前者蠶物質、 蠶

a轉
m
灘程而霞。提靄全民的生活水準、改盤帶全民的生活素質，才
轍擺開發展閥混一一褲子說，線指一輛產量的增加與聽濟結縷的

以結社會需求的奢侈品(指浪費海灣問，切一路蟻枉過正)。

濟發展的農就興醫民攪得水讓間還次提升

「富」但在求增加生產，「均」在求合瓏分配，「海窩」之主聽話的船在求豬是全民的請賽。全民措黨的層次是攘攘國家經

工作。

民生主議以養品為目前，醫在滿足全民衣食住行興奮槃六項需求，謹以締造一個「均富」的社會，為當龍敢府施蔽的蠶點

目。

為燙發譽教第七期(七十二年六月〉

說訝得分配隔一苔，全盤家庭所得聲距還年緝令，最高興最倡一一
Q% 細細層訝得之比，自民國五十 年之
圈六十九年之四﹒二(龍)。(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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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的觀濟龍愈

…mm問

〈倍〉降為

N
抽樣市為抵;憫人的的經濟話聽範闢漸次擴火，攝入與社會的群已關係阻擋嚮妞，館人行為對社會所發

台灣地阻雖然由續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發展成為以繭欒鑄的艘潛製籬，樹鸝業社會蛻變其工嵩業社會，生活
亦樹饑村為議擴議議

生的影響日議廳涯。聽議建議，關闊的觀愈與行為轉盟轉代與耀攝的棋攤孺昆在擁護，但是由於思想替慣與符為模式耶路故灘
，所以翻民對經濟問聽與專蠱的處瓏餾慶典方式，但停滯在傳統的蟲業社會艾先階段。

-m窺離。

前者指典皇己右轉係的人為對象，以五告作為行為的規範'其待人接物龍度熱誠而親切

農業社會文化以經濟活豔(請農)與社會結構(家族)比較簡單的傳競社會第背景，其特徵為
偏重人聽聞保、忽轟群己關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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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禪體的錯用多建立在對人的龍舟上，無論

鸝除精神，致使我聽罷濟發鐵連受不少的阻力。
主偏軍人情感性、忽聽法律余平

次﹒.

、過止奢侈浪費、節的儲蓄資本

體悴的心情，鶴不勞禪讓，或少勝多獵有強蕪的期 AI
蟻，而對有意識無蠶蠱審鑼家與社會公共利麓，裝不觀心。炫列舉說明於

、或未予重艇的諧蹺，設社會缺乏闢民紀律、公共道德、艦濟秩序。國民主力菌鄙觀財富的海議與物質萃受;一方面普遍存有

我國民以傳兢農業註會的思想，享受現代工業註會的生活，對於其一防科知其構的經濟觀念與行為，血肉在鐘韓不足、認識不夠

矗工讀料、粗製濫造、鼓冒商標、竊掠專利，或某種形式的貪污，罔顧公益，貧撞在莉，即是基於以上能理由。

的及一切槽利義轟醫藥;郵使侵害或損及龍入撞益，只要對方為陌生者或非確定的第三者，亦不以為件，是以我國制制造業者以

私利翁，當免考慮入岫闖關係'…冉考慮蜓
AA

對他人購余有的財盧興權和亦不知尊盤。游傍工聽業者叢叢以獵族為本位，只顧小說利益，缺乏
獻與報酬分際觀念摸麟，一瞬 MM

由於農業社會多樣「家賠共有財遲制」'是以在財藩關保上，鱷濟調體在共持生蘆、持有、享用黨制鄉下，對本身工作的貢

;接者指個人與其飽陌生者的轉係而霄，由於索婊平生，相互態度多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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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丫晶晶革最國民擠得儡低
問

影響及提極投贅，周而復始。〈註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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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有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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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形成值儲讓

i

道其

台灣地區是一個經濟賀諒貧乏的地缸，無論作為陸然資額的能源草還要觀聞工聽料，都需依賴井崗、進口;乃至作為人道糞頓
的贊木，亦不甚先番 。

i

…闊的叮貧鶴的惡性種讓三〈
低投質

「品 MM
最有聽之逸，以曉收外資;」〈誼

-zγ'一方祖具有佛聽聞屁幫約浪費，提高儲蓄水準以形成糞來。

如何才能典故…這種「貧窮的惡性循釀」'一方面耳聽聽外縷的資本與技櫥，正如儲安裝「賞業針對鑼」中，一阱拇一涼的關發
自原財之一

MM
增茄翼本財;閱覽金的籌措，胥賴國民館的儲番，是

MM必
N須加違資本形處，用以克提故掃各種經

在培養國民正確的體濟觀傘，躍聽重合民教育施敬，教育國民便有良好的滑費態度，生活有計
••

黨、廢物、噪音及黨獨骯髒站成公害。
論經濟觀念與公民數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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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器禪踐是指空氣、水、體地的污東爾一一一筒，聽由於攘輪明增扭曲護農錯過自然界具有的融化〈吸皈〉能力所構成，接水、跟

一一、防止污染公害、維護生存環境

儲蓄有收結為賞、種定物價、灌集質末、支離麗蓮等功能，是以加強儲審為使通緝擠成長及安定盟品生活之基礎。

瓷、閱或知節制，不受稱贊「…恭聽教果」的影薯。

構或投入資本甫壤。 治 本 方 法

為使留昆盤成犧藩的習慣，油標方法;在健全報麓及費本形成鋪展，亦即創請者和的攘攘，使擱搗騙議將儲蓄存入金融機

聽播施或見聞企業投資，使國內部只本轉入盈鑫之舟，以提高勢動生麗力，改善組麗的蠶蠱，費現工業升毅的理想。

嚨大的資金投入生廳 專 業 ，

我國正區臨由興發中歸家道向己關發菌家的經濟結構調敵對轉型期，田間臨勞力標集發展至資本或接衛禮麓的工業那一錯，有輯

對的，近年來閻麗旗果，黨除已不還於船來晶〈…飪芷〉，出出站可晃一涯。

相關相
民屆七十一年為樹，單單蘋果進口，即連軒台幣一 O 犧 -Z;
立，無怪乎并鸝入辦講我為「美食的能族，虛榮的…性會」。 MM

額過軒台幣十七萬一沌。〈謊由〉而其所購日用品結大多數，臨內廳窩皆能接遲。其次以餐飲浪費為載，冷熱飲、大 φ 鑫商韓林

報載:發盤觀光客每年在日本花費額約在辦台幣一一一二。聽一沌，其中大部前克山山為搶購古賀信用品上，平持每人在日本的指掛咒發

三十餘年來，我國由於關民所得蠶年增加，雖然國民學活水準普通提高，也生活方式封惡現奢侈浪費，崇尚盛靜的風氣。

••

踐中念簽發晶體第七踴〈七十二像六污〉

……慵發展經濟必賓發展棠，發展工黨脫離彈不會連受的污染

…閥六

簣，臘、讀場等為趨成搗污攘的最大來源。
AA

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工廠、礦柵欄導對醫家經濟發巖興地方經濟撤榮的貢獻，個我們也不能忽襲制約如紙螺廳、染藍廠、種嚴工

廠、皮革蔥、石油化學工業、及大畜牧場等未種處理論路建不善情形下排放的工業廢氣如組織接外洩、屆科戴抖盤帶造成空氣拘染

，或會審議閥、重金廳、擺皺皺住等工業讓水流入灌羈擺攤、前即等污染水囊，達成員黨及水廠的損害及對人議金蓮、心理的
障擾。

關家在工業發騰的智誨，為增加生庭審的制潤，以激動其投資意嶼，豁然傾舟較容忍相當程度之污染，於是公、民營工廠

閻薩接或

、礦喝咖殼立榜巔，對訪範潛染處理設備闖關蛻變，聞工之怯懦，單有對其排放之腰藥、廢水、農矗馨的處理及其對自然環境與關
民生活的影髓，作過庸諱的海路與許佑。

事先對韻境對蠻不周，事後必然過處環境污弟。台灣地區地族人欄目抖農業發鐘，對工業污染容忍提到，寓，報載

如指縫護河川、水游及沿海地獻自然嚴謹的清潔與安全，如何勿讓蟬
wmo

性持黨之艦槳，靂巖訂設都點數治污染聽器設備之法令，還轍蠣執行及取鶴立。浩本方法

在於培養盟員正醋的經濟觀念，蠹藉

，係以「污染程度懿」為政黨上導引的方艷，則對聽其嚴黨性持接一階難以廳還之產黨，不准其投資讀罷制設獻;後鬢如對一般

為使讀民瞭解訪鵲企害的蠶攘，治標方法，.在於放血的散官兒靜的工業改策及立說，前者招目前我盟互種種議廳欒略性工冀

家鐘建斌說為持染損害一前揖鋪，議屆民有…個良好的生活濃據與生存空囂，媽說當前重要觀聽臼

間接灑覺工業污染的聽間達六萬公頃，的總面積一圈

••

健康真島、捕物生撞得加保，為維護岳濃濃攤、韓全國民強緝的第一步。

業財務受損、甚或翻醋，海本如攝曹先改善韓黨議備、
AI

……一、抑制人口膨脹、確保生活水準
人旦為形成鋪家軍要實灑之…，亦揖努力供給的來頭，對較一鶴的經濟發展作用甚鐘。說開

缺乏與市場誤，小的現顱，無法充分利用自聽資頭:人口溜多，聽造成性活空島戰小與黨灑不足等問題;

~以一一鑽入凹的增加寧

，人口過少，會發生人力

埋說潛水放流管、及議少機碘轉動聲或噸會響，使工嚴、礦囑鄰近或下游、下農培區的膺品、自鞋、魚桶喘不讓其害:使人體

調識枯萎，護區按釀成妥害，損失更大。與其事後受劉萬鱉償，致使其

囂公民教育搗敬，教育盟員使此對社會有責任蟻，使企業者體器工黨污染造成獨攝的惡化，如果對勤、植樹吱聲、發育進其失

••

保健等發鏈，使人口的死 -F
蘊L
，聽障，山山麓麓，增拙，生命期鑒鑼延長，是以人口的
m

、素質及其教育京舉響，都將影響關載的經濟發展。說賀龍霄，人口素質鋪麓，將組審盤濟發展與社會過步。
三十餘年來，台灣地區取於醫攤、籲瓷、

自鑄成最截，提高，要不是說國的經濟成最蘊，錯過人口成裝寧，〈一一%〉擋不可能聳人平均所得囂年提誦。

MM
教給新增人口搗龍活與生存，便可換聞發經濟之拇指張嘴滅少

舉雖經濟理說，覽本形成可使生聾增拐，如果人口增加小於生盧增加，對儲蓄就可能會增加，話致一則使攏黨本形成的增品
;如果人口增加大投生產增加，翩翩關家必讀種輯大葷的資暉，

i

出生率民劉京十一年為二.自蜓，民圈六

，使設實無法增加，益嚴無法攏窩，攝民佳話無法改善，因比無語擺脫「食臨的題住擺擺」。
台灣地嵐可供艇濟價甭提可輯土捕盟環與自然贅聽均極有限，人臼封不醋增加

一方醋政府可讓揖法令部「獲益保健法」、「加強強行

十五年為一了六誨，民國七十年為一了一二菇，聽現居高不下現象，據有人口壓力遲顯增大鱷勢。(內鼓館林都覺洋站在民攝七
十二年「學授人口敬 宵 研 討 會 」 指 出 。 〉
為使盟員暸解人口增站及其對觀濟發展講成不利影蘊，治標方法

i

續審他人財麗蟬，其犯揮手設在

NM
篤聲的觀念，以代替縛繞的讀男驢女、男控繼廳、多子多孫(以保持存話醋，〉的觀急，才能撞到人口

論經濟觀念與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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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犯轉為聽濟發展的興態，在接雜的現代盤濟社會中，任何揭家都有經濟犯彈的存在，說躍正值蘊濟發展的轉聾期，信

生軒困難，鼓損害及於門就會公益時，部灑向觀濟犯難。

科用法令囑洞，以群款方式，獲取不法制益。背梧許歎並非聳部為經濟犯擇，唯其犯捧一行為一間一影響攝家雖濟發展及諸多商品

經濟組罪很難界定，狹義的僅指蘊濟聾輸而言，廣義的知白，包括所有的民舉「財若把鼻」

四、消強經濟犯罪、保障財鹿權鑫

黨賣聲湛提高，人口數蠹會瓏成長，以鑼操餾民生游資料的充分供艙，與生活水準的持攝改善。

建立鵲民對人口灑增引

的嚴蠶盤及家庭射聾的單要性，聽器人口增加錯過經濟成長嘍，將使所得讀盔，不但影響家庭幸福，議將捨敵鸝家盤潛處長，

治本方法;在於培聲圈民正確的經濟觀傘，聽聽蠶公民教育施敵，灌輸盟民節育知器及重質不﹒蠶蠱的思想，強蹋人口問題

，控一館人口遍轍。

拍
摺麓，;一方茁故府可配合以財鋪酷鎮黨如限舖結婚、生菁、子女教育餐、擠得稅扶籠子女寬最誠為一一人M
響攝
，甜推行節育齡聾

拍攝但人口增
人口數策方案」'推行人口政黨，事教推廣、家庭對麓，降位有備及育齡婦女生帶率，以獎做那代替憊擒，館制生會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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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態亦不劑外。
輕濟犯難抒發姆大致可類
為:經濟詐黨、難擠貪污、套單外糖、梅空走私、盤棋盤棋、破聽器彈、講稅犯罪、護法兢業、
AH

指日配額舞弊、備攤鑽過黨幣或有個難縛，違反經濟管發法令之犯彈嚀。經濟犯彈行為對國家一社會寫廣泣不良影響
輸反麟，對工商業者，其容器導性作誨，擴害國家費學及形象。

引起運

NM
增加個

由於就會價值觀愈的故攤，財富當代讚憫人對社會的對獻〈身能性所得分配〉興地位，一阱 MM
油去盤脅之嚮攤者重觀當舟，

巍代人重麗的輯:為追求最大和縛，常從事授權往大、或白話財力難以支麗的經擠行為，莘莘心不惜利局盤濟犯揮學段

人攤檔。回復正當經營學業，一昆灑遍接話，稱存感念，即步入轍濟器彈。

翼辦或擴大企業為蓄意都難手
民糊糊宮發生的聽愷攝脅、倒債(買十、實七、賠忠、賺四)、空頭交額等案鈍，關係嫌起 MM

一方直在於迅遠嚴厲的法律緝捕鱗，與積極轉播嫌犯歸案，潘跨過止其真錯特險儕倖取

肢，舟叫社會叫做收游寶:向娘行黨取貸款，於飲得誼賽鐘或於岫慨激藹遴過國外，觀其獨時定難據一如議之λ
貨'
幣大
投於其罪行照或
付之代價支出，故籠得冒險以身試法。
為防止及曲，飽經濟犯彈，誰標方法

治本方旅

途經 ilAA句
-法
-「蠶甜甜」及「叢叢」解數程序，結束營斃。'最重要的是饗讓關民普遍聽解友黨為「支持工具」'高非可八僧用工

為賞矗立一昆虫

具」，在接受支黨之前品袋搬出累人作好徵僧欄壺， NM
議少糾紛與擴失。雄本上，透過合民教育的攝歌，提誨醫民的榮譽感
債權入不貪攤前間料，接聽人…鶴千金，金融機槽從黨人員不食輾枉法，才是正議。

五、自由經濟基費、經濟計盧導引

國內獲擠去十餘年來，在各界不歡努力下，糊糊民生產毛額大輯成長，岫祖國民擠得及消費求讓大幅提高，續
議中民生主義識「均」、求「富」的種想，我們已攏到三個階授自標。〈註六)

i

在接培養闢民正碟的種價觀念，聽藉薑公民教育雄獸，溝輪盤聽黨用的財經知擒，使中小會業報體制婦在黨黨之

的法令說聾，以保障輯家與餾間的財產權誨，維護說接濟繁娃的篇苗。

得不掛利益的意圖.，…方擋在於加強攤檔惘，又話，在不增加行脫手讀及不紡幣工商業發正常經濟活動竄鬧下，研醬各撰易心情與縷

••

智麗婪籌資金，龍海財務結構，充好掌握市場聽態與擺開求，每使經惜不善，生意虧損，議銀根緊俏以致屑轉失靈，本攏揉合法

••

ii

「針續性自由經擠」的特性為

••

承認取有財產槽， 尊
m 重館人經營企議之自由，重視簡搖擺寵，彈和生廳與分臨之功能，也油度

雖饒關民充分享受一一一民主義的實雄成果，悍是指卻很少錯民聽解民生主載的體濟鐵皮
「白白艷濟」為革磁
心UMM

政府前定鞭建對章，以有系輯、有許葷的方式推動經濟麓設，避免無針蠹掛通成的浪費。位調

1故府不茄子涉。為使經建計聲有數執行，政府選用財會敢策，數勵民間投資投盤種對蠹研故發展的方悔

當懿擺鑑基本屆 擺 在 於

民營企業聽會，以民離國內叫什情勢彈化:提高物
AA

適當的物質種定?持續的經攪成長，攔穎的產黨發展，亮分的臨業機會，會寵的研得分眩，平艇

黨與精轉生活，作為對大陸間朧的有力號召，能起蠹興建設中聽眾經驗，作提光復大陸，建設新中蟬的籃擂。

現糟農民生主議的社會極價擺設嬴強化「辭聲控白白經濟」體蟬，摺強

的最高指導軍則進行，難持一個「計聾陸的自由經濟」'…向攝政府所措績的盤濟放策。〈註如〉

台灣地攝黨撞經建齡聾始自民圈閱十二年，迄今日連融數搗六期「四年計寵」與一期「六年計聾」。各期皆秉持昆虫主鶴

蜘組建計置之目的，班加混在關盤慎獨代化，徒進經濟的種定與成長，以及提萬國民組活水車與黨賞。

，還使民聽企藥緝…紳充分發揮，矗然間丹「自由經濟」興「對讀罷擠」之畏。

民投資者完分的自由

口以「盤攪計蠹 」 露 嘟 嘟 引

節舖寶來一所有權的議分集中，但不限個資本的黨中使用。

••
••

治本方法

在於培轉圈民正確的經濟觀念，聽藉蠶公民教育的指數，灑轅關民密關民生主義的革本琨誨，使其體制鵬在「計

利潤誘間，以教創海力與金聽力揖間溫低薄，混成「均貧」睦會，均以饗分聽說界限。

，能體韓國民的霸業精耕與獲取心，提傑證勤奮工作者品能得勢合法合理報償。悶在共產車義的統制蘊濟制度下，糊糊民間缺乏

為使餾民撩髒民生主輯經辦餾麗的優點，指標方法;在按部強及其關策及政命的控導，說明在「計蠹按自由經濟」制度下

接道， NM
增道裝起一 輔 誼 。 〈 詮 八 〉

的軍擴建設，和諧的社會金話。器使監牆社會在穩定中求成長，在成是中求均富，在均當中求和一體;經濟發展與社會聽設

••

SA
請問
論經濟數念儡閻公民教育

一間丸

蠹性白白經濟」體制下的盤濟計聾，在本糞上是輔導我攝經濟發展道冉真正的自由觀擠，總仲寶路機艷亮分發縛，經濟饗聽得以

••

讓致最清調配興利用。〈註九〉

結

民主義學教鑄命揚(七十二年六月〉

村普及值濟知鱗
人類自有兜以來，醫講求龍海及謀故著龍活揖過間從事經濟活動;生產、交換、

…哀。

AH
昆、梅費嚀。位是通於經擠驚諒

動，雖繞不…寫錯個人蕃黨解棍濟學的內語，但鋸捕入諂經濟行為一定會議攝「雄本經濟原悶」||最小、最適、較大竄點i

轍，另擾。
治本方法

醫、行為標車與道聽競臨。

不費犯他人財產、權利，尤其意蠹含有財物、

U草樹的約旦阿拉屑。可

gOMgv

XT
蠶巍小說和攏，不講同情少敵人的科利益而擴響躍

誠實續有群己或個人興盛裝社會闊的繪制鐘頭關係'議守法律與公平聽粥，合私利鑫旁蹺，請求

MM
培插嘴財艇法律專才縛，皆為治

AM
理m
甫正確的價攤興

在於藉童教育的功能，MM
顯議油公品教育的誰敢方式，普遍簿攪餾民財經想議及有關財盤挂令競蟻，從提高喝艷

濟寧麓，或主動還積極地誘導接濟活動趨於熟路，護祖大專院校有轉發系增設財盤法律課程，

解決經濟筒題起讀探用經濟手設與方法、品價酒釀本黨拾，鼓蔚籠事敬轉崗蠱、金融的立法、噶廈、戰策、鼓令宣導 IL
蠅瓏經

龍事。

MM

自魚

社會科學是研究 λ 的行為與入的擁蜓的科學，數濟學研處琨的是人類的經濟話巔，話任何人每天都在為生活需繞事經樹活

講是攝入及瞳聾最大怒蟬的一門社會科轍。

、人力、人遺賢輯有限，摺人縷的物質籐婆姨窮，所以經擠學是研究如何圳利用囑少資頓，位鑫商品，並將其母配蛤消費審，

••

i也唯有韓會上述原蟬的行為，始為合理之經橫行為。無論攝入與社會盤常務會遭遇配儷訣離上的問題，「還轉」|i知一前取
CZO鼠叫朽的
措，可融是盤濟活動的本質，龍鐘濟學實為一「選擇的科學」(胃口

去十鹼年來，我雖也突破蔚輯「黨騁的惡性循讓心，進入良像攝嚷，卸正頭臨罷濟發展的轉型巔，我們必須從遠建立工業

耽會文化，才樹禪臨時代與社會的體求。
聽攏舞人財康、構和

工業設會文化，以經濟游動與社會結禮讓雄的現代社會為背難，其特鐵站
l

••

工合作、 AA
平競爭以追求會級利潤，九涉及游民法令巍章，誡對不磕得投寰的行聾，單便攜為關且聽取籠額財暉，亦不胃魚
AH

乏真有遵守誰樺的觀念

家社會利益;有鐘聲大學諧的撞負，不以親期和益為彌足。

••
••

的財經知鸝求章，使關民暸解財經聽策、播諧與企業界投鱉抒寫的因果關帳，建立其對財難問趣與事鼎鼎有

••

。加疆位民教育

AA 教育為國家教其國路成寫「健全的么民」的教育，亦可轟社會訓釀其成成為「儷全的公民何的手段，所以余民

教宵誰教的對鼎鼎，包括臼成年且寧有參敢蟬的關底，及宋心連法定年齡，仿在接求學的小當民在內。

發揮潛在的能力，使其發展館全人繕，緯將來為國家社會服跨那馨聽其鑽入的

民黨佳的教礎。狹義
AA

民
公民歌糟的意蟻，就廣義甫一一一一口，在培灑吋獨「A
麓A
盔」
的為人處世的道理，待人接物等蠹布的態度、行寫及在社會生活
中的話備均誠、技能

ii

亦即經濟學的知議，才態適聽社會的興蟬，增攏群己關樣的體誨。

與接高攝民共識意鑽的 具 體 辦 法 。

合民教育不疆是一一幢知融蟬授敬禱，更是…種生活教育與愛露教會。我欄陸民以農業社會的思想觀念，遍現代工業社會的

生活方式，當然格格不入;很多錯誤的經濟行為，留係由投欠缺現代擺擺闊知誠與正確經濟觀念研制呻致引

器對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相對的宗教、權威、道禱式徽，一聽諸多法令難與瑰賞續況配合，法律扭轉鑽研朱樹立，騙人守

一方菌試想葾教會為主，使盟民聽都三民主義的本質及民生主義組濟體麗的壤點，使而鑫並鑄心、建立共同還伸

法習慣仍未養成之藤，說們不妨嘗試稅率民教育著芋，普遍接訪問知議水車層次，建立磁畏的經濟共織與認知，使反戰於歸闊的
經濟生活中

的體認。
輪經濟鐵企典公踐致富問

li

公民歌菁所欲渴求的磁盤揖坡，而為我們應賽

豆豆

蹈，於是騙家社會賀禮於咬定而聽諧，正是一鶴繁榮均富的民生主義社會

長期接覺不同報麗、內容的經濟知攏的公民教育，必然暸解都己關棒，醋、心盤濟蘊竅，嚴守自私以增進公鴉，不為審公論之竄

d

問題事觀插盤的鱉瓣，講過而對錯擠搗翩翩或事鼎鼎有解釋、分析、現瀾的能力，喃喃韓攝家當前經濟情勢，實為擴大醫民知識倡議

AA
潛能廣龍鐘傳授翱民一般麓濟知議，使胡民具有盤濟概念，能與劉計民生
防教育具有灌輸知識與導正行為的功能，所 MM

經濟騰蕪的學問

人典人在竄來愈被鶴的經濟性語動遍程中，所農聳的經濟瞬僚，隨著時間的演灘，愈來撤錯藤;設現代公員必贊其儷彙善處親

任何人都不能離群索居，公民生活在群體中，今日社會人際關係嚮妞，…在現代最闊的人胺羈棋中，當包雖有經濟關保嚀。

作為一個「儸全的公聽」清掃描調具備的，也可說是膜義企民教育的聲礎與核心。〈註十〉

一富之，翩係指我關各融學輯中有瞬「爪晶晶」諜報所講授的各種社會、政治、體濟、道穗與法律等草率知韻。一道路一知韻，一句說是

••••••

'激發盟民的愛國鶴情換與民接感情;另一方醋我蠅似肯定建能聽導叭叭人類舟醬、向上，增強自我約束的力護;當攝良種小學起，

•••

註二

龍一

注

掛中山

社論

機關
b
••

中央文物供應社，悶悶翻四十六年版〉'第… 0 六一泉。

一或二

賞。

月二十八自

R 十一日〉，第……賊。
接濟日報駝，島國七十二年了一月

h 「聯會報」〈會主;聯合報祉，島國七十二年

行數院接會旬，民國，您十年個月)，第四至在賞。

符敢說經建樹籬印，民盟七十年十二月)，第四

六寞。

擺攤旁

U'

揖代經金丹丹社，民鐘六十六年六丹〉，第十一叫一頁。

行歧臨經建會暉，民躍七十年，七月〉，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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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的發展描繪舟」〈 AM
北
「 蹺代 AA

革中書局印行，民國六十九年〉，第間

綺孽，旬到監編峙，民國七十年八月 v，第一寞。

「中華民擂台灣經建問年計盤觀要」〈台北

••

「建投民生主雛社會〕〈台北

點九

經建會

h 「巍代經濟金融月向」〈會在

「故國經濟發展的廳程興農望」〈台北

釋

『蟬麗水果講囂恥，「中央認報」〈台北 中央日報社，民國七十二年國月二日〉，攝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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