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保護」議題融入經濟學課程教案示例
授課章節 經濟學 3-6 消費者主權及消費者保護運動
教學對象 二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100 分鐘
課程簡介
（大綱）

設計者

臺南高商 陳坤德
臺南高商 陳雅婷

1.消費者主權的意義。
2.美國消費者權利的發展。
3.我國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發展。
4.消費爭議的案例辯論。

1.學生學過「商業概論」已有商業在社會上應扮演的角色與責任的概念。
學生
2.學生學過「商業概論」落實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已有特種交易之概念。
條件分析

理念特色

教學重點

3.學生上課秩序良好、且互動高宜用討論及辯論式教學。
消費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經濟行為，因此如何讓學生
知道正確消費觀念和自身權益是每個國民都該具備的基本消費常識。本
課程利用實際生活經驗，讓學生覺察、檢視自己的消費行為。
同時利用社會真實的案例來進行辯論，讓學生可以站在廠商及消費
者雙方的立場來思考，最後老師消費爭議處理原則，讓學生未來生活遇
到消費爭議時可以依此原則處理，爭取自身的權益。
最後利用 Warby Parker 眼鏡公司的案例，說明未來企業的趨勢—B
型企業，營造一個業者、消費者、社會、環境等方面皆贏的消費模式。
1.了解消費者的權益。
2.比較「實體商店交易」與「特種交易」的不同。
3.能在案例辯論中，體會廠商及消費者如何創造雙贏。
4.在買賣過程遇到自身權利受損時，知道如何爭取自己權益。
Ⅰ:講述教學、Ⅱ:情境教學、Ⅲ:問答教學、Ⅳ:討論、V：辯論。

教學方法
教學資源 A:教科書 P:POWER-POINT D:簡報器 E:數位講桌 M:耳掛式麥克風。
1.了解消費者
主權的意義
2.理解美國消
費者權利的
認
發展
知
3.了解我國消
費者保護運
動的發展

學習目標

4.知覺特種交
易的風險
情 5.培養理性處
理消費糾紛
意
的勇氣
6.學習保障自
己的消費權
技 7.培養解決消
費糾紛的溝
能
通和協調技
巧的能力

1-1 能說出「消費者主權的意義」的概念
1-2 能舉例消費者主權的社會情況。
2-1 能說出甘迺迪總統所提出 4 大基本權利。
2-2 能分別舉例說出 4 大基本權利的情形。
2-3 能舉例說出消費者第 5 個權利。
3-1 能說出我國消費者保護團體。
3-2 能說出公平交易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之不同。
3-3 能舉例「實體商店交易」與「特種交易」消費
者權益的不同。
4-1 能思考在生活中，特種交易存在有哪些風險。
4-2 知覺風險存在時，如何移轉風險減少損失。
5-1 對於小組討論，遇到意見不合，組員能彼此溝
通協調，解決糾紛。
5-2 在平時生活消費中，遇到權益受損時，能學會
說出自己享有權益。
6-1 權益受損時，能主動尋求協助。
6-2 能上網搜尋相關的資料以保障自身權益。
7-1 能在日常生活中糾紛事件練習協調技巧。
7-2 能在書報雜誌中，找尋相關的案例。

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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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方面
1.課前收集相關資料、準備及製作教材、教具、白板、白板筆
等單元活動及學習單設計。
2.將班上同學分 5 組，每組 7-8 人。
(二)、學生方面
1. 完成學習單討論後並發表討論結果。
2. 每組收集日常生活用品之 2 種商品廣告傳單及實物。
(三)、情境布置
1.教師將單槍、電腦備妥。
2.同學桌上放課本、學習單、2 種商品廣告傳單及實物。
第 1 堂課
二、引起動機
1.教師先檢查學生有無帶課本及規定帶的物品（2 種商品廣
告傳單），若沒帶全組扣十分。
2.學生將帶來的商品放在講桌，上課不需要用到的東西放抽
屜！當有人在台上發言時，請尊重發言人，台上的發言
人也尊重自己，勿太小聲且模糊！
3.教師每組發一個白板，一隻白板筆。
三、發展活動
估價王活動
1.教師說明接下來的活動進行方式：請各組派一人介紹組內帶
來的商品，除了價錢外，可包含所有蒐集到的資訊，如購買
地、何時購買、材質等等。在聽取報告後，請各組討論出你
認為這項產品的價格為多少，寫在白板上。價格最接近的
組，得到一分，若完全符合價錢，得到兩分。估價後得分最
高的組別獲勝，可全組加十分，第二高加五分，第三高加兩
分。
2.各組長抽籤，決定上台介紹的順序。各組介紹自己帶來的東
西，同學有問題可以提問。介紹完有三十秒的時間可以由報
告者拿著，下到各組去做展示。請同學做估價的動作。
3.為了讓各位同學了解別人如何叫賣，以下欣賞目前南台灣最
火紅的叫賣哥的影片，欣賞完立即進行估價王活動。
4.教師回饋並引導學生思考，同學對商品價格的感覺差異甚
大，消費後知道自己買貴之後感受如何？為了避免買貴需要
貨比 3 家？如此做會增加消費交易時間與成本？量販店有實
施買貴退差價，即是在增進消費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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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後，強調消費時應了解自己應有的權益，以免事後抱怨，
不如事先防範，故消費前「停」下來想想，是否真的需要這
樣的消費，多「看」相關資料，
「聽」別人經驗，消費才能安
全又健康。
三、總結活動
1.進行以上的活動後，相信各位同學可以感受到事前知道自己
可以享有的權利是很重要，現在我們就來了解消費者主權和
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發展
2.老師利用投影片說明消費者主權的意義、美國消費者權利的
發展、美國及我國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發展。
3.當消費者發生消費權益受損時，可以利用廠商提供的申訴電
話，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時，再向各地方政府消保官提起申
訴，爭取權益。
4.預告下次角色扮演（一組代表廠商，一組代表消費者）的辯
論活動，並給予情境案例，請同學先找相關資料，下堂課進
行辯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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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堂課
一、引起動機
1.老師再發下「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權
益有關法律條文書面補充資料簡單解說，為讓學生在產生權
益紛爭時，會引用法條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安排辯論活
動。
2.老師請自願的同學發表，課前同學所準備「消費者權益知多
少學習單」中的問題，發表的該組加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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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3.請同學進行角色扮演（一組代表廠商，一組代表消費者）的
辯論活動。教師提供 2 個假設情境的消費爭議案例，請同學
討論（過程中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可以引用哪個法律條文為
自己爭取權益，提出解決之道）
，請第 1-2 組上台進行廠商及
消費者雙方的辯論。
案例 1：八仙樂園塵爆的事件，違反了哪些消費者權益？
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原先只是一次看似單純的遊樂活
動，卻因安全管控上的疏忽和大意而造成嚴重災害，震驚了
台灣社會，也點燃全民對公共安全的重視，更多次召開記者
會，呼籲政府應針對所有具有風險性的活動擴大安檢，以事
先預防類似災害的發生。
《角色一》八仙樂園業者
業者以本身只是出租場地給活動主辦單位為由，認為
自己也是受害者。
《角色二》消費者
因該場地沒有完整的公共安全設備，才會造成如此嚴重
傷亡。
3.每組辯論後，學生間亦可互相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後教師可
引導學生消基會為民眾發揮了哪些功能？特別是團體訟訴！
4.請第 3-4 組上台進行正反方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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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網購標錯價，廠商拒出貨，消費者是否應自認倒楣呢？

《角色一》廠商
因管理人員的疏失才導致標錯價，廠商認為可以拒絕接
受此訂單。
《角色二》消費者
只要完 成 下 訂 ， 不 管 標 價 錯 得 有 多 離 譜 ， 同 業 者
要接受消費者訂單。
5.每組辯論後，學生間亦可互相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結果如
何？最後教師公告：經濟部表示，新版《零售業等網路交易
定型化契約》將於 105 年 7 月 1 日公告，10 月 1 日起未來不
論標價與市場行情落差多大，只要民眾下單，契約就算成立，
業者不能再拒絕客戶，亦即廠商一旦標錯價，也只能認賠出
貨。
三、總結活動
老師用提問的方式回顧這 2 節的課程內容，最後提問：同
學將來有機會開店當老闆，在自己當老闆之後，會考慮如何增
進消費者的權益？如果會是否會影響店營收呢？同學是否能想
到營造一個業者及消費者雙贏的方式？
老師利用 Warby Parker 眼鏡公司的案例，說明未來企業的
趨勢—B 型企業，營造一個業者、消費者、社會、環境等方面皆
贏的消費模式。
最後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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