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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計算的結果，發現產品 x 和產品 y 的交叉彈性是正值，而產品 x 的所得彈性也是正值。請問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產品 x 和產品 y 是替代品，產品 x 是劣等財 產品 x 和產品 y 是互補品，產品 x 是劣等財 
產品 x 和產品 y 是替代品，產品 x 是正常財 產品 x 和產品 y 是互補品，產品 x 是正常財 

2 下面那幾組商品或服務為消費上的互補品？①騎機車與騎腳踏車 ②咖啡與糖 ③至便利商店購物與大賣

場購物 ④汽車與汽油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3 假設麥當勞面對的是彈性小於 1 的需求線。若麥當勞想要增加營收，則應： 
 提高售價 維持售價不變 降低售價 減少廣告支出 

4 如果臺北捷運提高票價，但是搭乘捷運的人數不減反增，比較可能的理由是： 
需求法則的例外 捷運為奢侈品 公車票價提高 計程車車資調降 

5 若蘋果的邊際效用為 40，價格為 20；西瓜的邊際效用為 20，價格為 8；香蕉的邊際效用為 8，價格為 4。

根據上述資訊，選用水果時，會先選擇何者？ 
蘋果 西瓜 香蕉  3 種都一樣 

6 其他條件不變下，財貨之生產成本下降時，消費者剩餘會如何變動？ 
減少 維持不變 增加 先增後減 

7 下列何者是違反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下的行為？ 
購買正常財  購買劣等財  
在邊際效用為負的情況下購買 在邊際效用遞減的情況下購買 

8 已知當廠商產量為 100 單位時，平均成本（AC）與平均變動成本（AVC）之間相差 30 元，則當產量為 200
單位時，推論平均成本和平均變動成本之間相差多少元？ 
 60 元  30 元  15 元 無法計算 

9 假設廠商生產只有使用勞動和資本設備，現因改善管理技術，使得廠商在未改變資本設備的情況下，總產

量線往上移動，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平均成本曲線也會往上移動 
平均變動成本曲線會往下移動 
邊際成本曲線會往左移動 
並不會改變各成本曲線的位置 

10 下圖中，MC、AVC 與 ATC 為某一完全競爭廠商之邊際成本線、平均變動成本線與平均總成本線。廠商的

短期供給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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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雖然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但每個廠商生產的都是與其他廠商稍有不同的異質產品，這是什麼市場？ 
獨占 寡占 獨占性競爭 完全競爭 

12 趙先生是一個蒜農，目前大蒜屬於一種完全競爭市場，則利潤極大時，價格等於： 
總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 總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 

13 下列何種情況下，獨占廠商不可能生產？ 
需求線的彈性小於 1 的部分 需求線的彈性大於 1 的部分 
供給線的彈性小於 1 的部分 供給線的彈性大於 1 的部分 

14 已知商品 X 與商品 Y 的價格均為 1，小丁用他的所得買了 5 個 X 與 3 個 Y。若 X 效用極大的邊際效用固定

為 20，Y 的邊際效用固定為 18，則小丁在效用極大下應該買多少單位的 X？ 
 0  4  8  20 

15 丁丁和悠悠各有一塊地種植鳳梨和釋迦，若生產可能線為直線（縱軸：釋迦，橫軸：鳳梨），且 2 人生產

可能線的斜率分別為，丁丁是-5/3、悠悠是-3/4，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丁丁種植釋迦的機會成本比悠悠大 
悠悠種植鳳梨的機會成本比丁丁小 
丁丁的比較利益是種鳳梨 
悠悠的比較利益是種釋迦 

16 根據比較利益法則，下列結論何者正確？ 
某些國家對所有物品均具比較利益 
一國應進口其具有比較利益的商品 
一國應出口其具有比較利益的商品 
落後國家對所有物品均不具比較利益 

17 有關法律在人類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下列何者錯誤？ 
經濟與法律是不同的體制，通常不會互相影響 
自願性交易必須建立在當事雙方相互尊重對方之私有財產權才行 
任何社會都必須要有成熟的法律制度支持，才有可能產生進步的市場經濟體系 
如何排解經濟糾紛、確保社會中各項合作關係得以超越潛在糾紛的困擾而不斷地被開發出來，這是法律

在人類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 
18 陳先生固定在禮拜六下午打工 4 小時，通常可以淨賺 600 元。這禮拜六他決定不去打工，改去基隆釣魚，正

好用去原來打工的 4 小時。他花了 200 元在交通費上，100 元買釣餌，釣具因為釣魚產生的折耗為 300 元，一

共釣到兩條魚，每條魚的市價為 100 元。陳先生釣這兩條魚的機會成本為： 
 900 元  1,100 元  1,200 元  1,300 元 

19 下列何種狀況會導致邊際效用的降低？ 
消費數量增加 替代性財貨稀少 生產成本上升 供給量下降 

20 負的外部性存在時，若政府所訂之污染稅率過低，則： 
污染稅會減少社會福利  污染維持在最適的水準  
廠商的產量高於最適的水準 廠商的產量低於最適的水準 

21 在本季，幻影公司生產 2,000 萬片 DVD，但僅售出 1,500 萬片，剩餘未售出的 500 萬片乃被列為庫存。根據

以上資訊，這些被列為庫存的 DVD 價值： 
不計入當季國內生產毛額（GDP） 
計入當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投資項下 
計入當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消費項下 
被列為當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統計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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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英跟小娟說：「我跟男朋友小強最近常常吵架，但是看在已經交往那麼久的份上，我想再過一陣子看看，

情況沒有好轉的話，就要跟他分手。」小英的這段話可以用那種經濟概念解釋？ 
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ies） 
邊際報酬遞增（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s） 
套牢成本（sunk costs）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23 個人所得與可支配所得的差距為： 
個人儲蓄 個人直接稅 移轉支出 股利收入 

24 假設臺灣對法國的出口總值為 500 億美元，同年法國對臺灣的出口總值為 350 億美元。這表示臺灣對法國有： 
絕對利益 相對利益 貿易順差 貿易逆差 

25 從事「完全差別訂價」之獨占者，其產量較此產業為完全競爭時，為： 
多 少 相同 不一定 

26 正的外部性存在時，廠商生產之產量與產品價格會出現： 
產量過低，價格過高  產量過高，價格過低 
產量過低，價格過低  產量過高，價格過高 

27 凱因斯交叉圖中，當消費線位在 45 度線上方的部分時，凱因斯模型表示： 
儲蓄大於 0 儲蓄小於 0 消費等於儲蓄 投資等於消費 

PPS 24)( += PPD 240)( −=28 假設臺灣對咖啡豆的供需狀況分別為 ， 。若國際價格為 7 元，政府對進口課徵

從價關稅 3 元，請問下列結果何者正確？ 
政府的關稅收入增加  國內價格提高為 10 元  
咖啡豆進口量為零  對進口咖啡豆的需求增加 

29 凱因斯認為在尚未達到充分就業水準階段時，總供給線應為水平線，此時國民所得決定於： 
總供給 總需求 物價水準 國際經濟 

30 社會福利制度不包括下列何者？ 
國民年金制度 全民健康保險 失業保險與貧窮救濟 退休撫卹制度 

31 站在提升經濟效率的觀點，下列何者為公營企業存在的正當理由？ 
穩定物價 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改善市場失靈問題 平均社會財富 

32 假設考慮進口與出口，而且政府消費支出與稅收淨額為外生決定，且邊際消費傾向為 0.75，邊際進口傾向

為 0.25，若政府消費支出與稅收淨額同時增加 100，將使均衡所得增加多少？ 
 50  75  100  400 

33 下列那一項因素會使名目貨幣需求增加？ 
國民所得減少 債券利率下跌 物價水準降低 預期物價上漲率上升 

34 計算需求的價格彈性時，是將： 
需求數量的改變除以價格的改變 
價格改變百分比除以需求數量改變百分比 
需求數量改變百分比除以價格改變百分比 
需求數量改變百分比除以所得改變百分比 

35 若政府支出增加，造成國內排擠效果，是指： 
稅收減少 企業投資減少 民間消費減少 出口減少 

36 下列那一項非市場財貨或服務（nonmarket goods or services）已被計算在國內生產毛額（GDP）內？ 
家庭主婦家務的估算價值 個人在家休閒的估算價值 
自有住宅所估算的租金價值 毒販買賣毒品之勞務的估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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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針對凱因斯的消費理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平均消費傾向大於邊際消費傾向 邊際消費傾向大於平均消費傾向 
 平均消費傾向等於邊際消費傾向 邊際消費傾向加邊際儲蓄傾向一定大於 1 

38 下列那一項政府支出會同時影響總需求與總供給？ 
軍公教人員薪資支出 社會福利支出 發放消費券 公共投資支出 

39 因就業資訊不足而產生的失業，稱之為：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自願性失業 

40 失業率為： 
（失業人口／就業人口）×100% （失業人口／勞動力）×100% 
（失業人口／15 歲以上人口）×100% （失業人口／非勞動力）×100% 

41 洛侖士（Lorenz）曲線愈靠近對角線，表示所得分配： 
大於 1 小於 1 愈平均 愈不平均 

42 中央銀行的角色不包括以下那項？ 
訂定法定準備率  控制貨幣供給量  
提供私人企業的資金借貸需求 管理外匯市場，調節國際收支 

43 貨幣需求的減少會造成： 
利率下跌 利率上升 貨幣供給增加 貨幣供給減少 

44 下列何者不屬於一般物價的衡量指標？ 
消費者物價指數 國內生產毛額平減指數 躉售物價指數 加權股價指數 

45 下列有關投資風險之敘述，何者錯誤？ 
將錢投資幾種不同的股票比投資在單一股票的風險低 
資產組合中，固定收益和非固定收益的比例須視個人風險的承受度而定 
開發中國家股票的預期報酬率較已開發中國家股票的預期報酬率低 
開發中國家股票的風險較已開發中國家股票的風險高 

da bYCC +=46 凱因斯理論的消費函數若表示為： ，其中 表示消費， 表示可支配所得，則下列何者必然正

確？ 
dYC

    10 << aC 10 << dbY 0<aC    0>C

47 國際收支帳裡的「金融帳」，主要記載下列何項紀錄？ 
商品與服務進出口的交易 中央銀行外匯資產的變動 
國際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的交易 國際債務免除與資本設備贈與的紀錄 

48 若一國中央銀行同時採取固定匯率制度與沖銷政策，當本國有大量貿易順差時，則中央銀行應如何操作？ 
在外匯市場買進外幣，在公開市場買進債券 
在外匯市場買進外幣，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在外匯市場賣出外幣，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在外匯市場賣出外幣，在公開市場買進債券 

49 若臺灣麥當勞一個麥香堡售價新臺幣 65 元，美國各城市麥香堡售價平均為美元 2.2 元，新臺幣對美元匯率

為 31.5，則： 
新臺幣對美元高估 新臺幣對美元低估 利率平價說成立 購買力平價說成立 

50 「不乾淨的浮動匯率」（dirty floating exchange rate）指的是何種匯率制度？ 
管理浮動匯率制度 自由浮動匯率制度 固定匯率制度 釘住匯率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