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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常基於「公平」的原因而執行所得重分配政策，若基於艾吉渥斯（Edgeworth）的所得 適分配論述，

則有關社會所有成員之所得分配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若所有成員之效用函數皆相同，則應完全平均分配 
分配至每個人的所得邊際效用相等為止 
應分配至所有人的效用加總 大為止 
應分配至 低所得者的效用 大為止 

2 採用多數決的投票方式下，下列何種情況可以避免產生多數決的矛盾？ 
投票者均顯示偏好  投票者均為雙峰偏好 
投票者均不表示偏好  投票者均為單峰偏好 

3 若資源配置情形的改變不可能做到不傷害任何人的福利而提高某人的福利時，這種資源配置的狀態稱為： 
席克斯補償 潛在柏瑞圖改善 柏瑞圖 適狀態 柏瑞圖改善 

4 下列關於公共財的敘述何者正確？ 
具備成本有效性  應由私部門提供 
人民對公共財的偏好可能不同 生產成本為零 

5 當使用人數目不多時，需付費的高速公路符合下列何種特性？ 
非排他性與非敵對性 非排他性與敵對性 排他性與敵對性 排他性與非敵對性 

6 波文模型（Bowen model）乃假設社會的所得分配是何種狀態？ 
離散分配 平均分配 常態分配 傾斜分配 

7 政府與民間訂定契約，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案，在興建完成後，民間得以在約定期間內以特許方式

經營該公共設施並取得投資報償，在約定期間屆滿後，再由民間將該資產移轉予政府，此種方式稱為： 
 BT（build-transfer）   BOO（build-operate-own） 
 BOT（build-operate-transfer）  BOOM（build-operate-own-maintain） 

8 純公共財一旦被提供，所有消費者皆可等量消費該財貨，額外增加一位消費者，對於社會所帶來的邊際

成本： 
小於 0  大於 0 
等於 0  可能大於 0 也可能小於 0 

9 下列關於公共財的敘述，何者錯誤？ 
純公共財符合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 
公共財的 適提供條件為邊際替代率等於邊際轉換率（MRS = MRT） 
由私部門提供公共財可能會產生提供不足的問題 
公共財可能造成市場失靈 

10 如果國家機場的保安人員受僱於政府，即身分為公務人員，則國際機場的安全（airport security）屬於何

種公共財？ 
私部門提供（private provision）但公部門生產（public production）的公共財 
私部門提供（private provision）且私部門生產（private production）的公共財 
公部門提供（public provision）且公部門生產（public production）的公共財 
公部門提供（public provision）但私部門生產（private production）的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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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不屬於純粹公共財的性質？ 
會產生坐享其成的心態  會產生擁擠成本的現象 
消費不可拒絕  等量消費 

12 克拉奇租稅（Clarke Tax）主要是為了解決下列何種問題？ 
誘使個人顯示公共財偏好 所得分配的不均 
劣價財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俱樂部財的 適均衡 

13 下列何者較接近興建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的無形效益（intangible benefits）？ 
旅遊服務量增加 貨物進出口量增加 就業機會增加 機場景觀更美 

14 評估公共投資計畫之可行性時，大都利用下列何種分析工具？ 
成本效益分析法 無異曲線分析法 租稅歸宿分析法 反需求彈性分析法 

15 有關中位數投票者定理之假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採用相對多數決  投票者均為凹峰偏好 
採用簡單多數決  每位投票者分攤的公共財成本隨所得增加而遞增 

16 財政學所強調的「經濟效率」是指： 
配置效率 行政效率 組織效率 管理效率 

17 有關選票交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必定會提高社會福利水準 必定會使社會福利水準降低 
民主社會不可能發生  會犧牲未參加勾結者的利益 

18 對製造污染廠商生產產量課污染稅，以提高其污染成本，降低生產數量，以改善污染所造成的市場失靈，

是由那位經濟學家所提出？ 
華格納（A. Wagner）  皮古（A. Pigou） 
柏瑞圖（V. Pareto）  亞羅（K. Arrow） 

19 有關林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的均衡，下列何者正確？ 
此均衡具有循環多數決的特性 此均衡為選票互助的結果 
此均衡具有柏瑞圖改善的空間 此均衡具有柏瑞圖 適的性質 

20 依據布坎南與杜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的 適憲政模型，若通過憲法修正案的門檻調高，則： 
外部成本越高 決策成本越高 社會總成本一定提高 社會總成本一定降低 

21 公共投資的決策法則，使淨社會效益現值等於零的貼現率，稱為： 
權益報酬率 資產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 要素報酬率 

22 公共政策的執行，使經濟體系內的相對價格變動，如果只是出現利益或成本重分配，此現象屬於何種效

果？ 
實質效果 金融效果 位移效果 集中效果 

23 評估公共投資計畫的利益和成本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計算直接利益，不計算間接利益 
只計算直接成本，不計算間接成本 
只計算直接利益和成本，不計算間接利益和成本 
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和成本，都要納入計算 

24 下列何者不影響公共投資計畫的淨現值法評估標準？ 
計畫投入成本的高低 計畫產生利益的時間 選擇的折現率 廠商的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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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計畫本期支出 10,000 元，次期回收 11,000 元，乙計畫本期支出 1,000 元，次期回收 1,200 元，如折現

率為 10%，則： 
在淨現值法下選甲計畫，在內部報酬率法下選甲計畫 
在淨現值法下選甲計畫，在內部報酬率法下選乙計畫 
在淨現值法下選乙計畫，在內部報酬率法下選甲計畫 
在淨現值法下選乙計畫，在內部報酬率法下選乙計畫 

26 下列何者非社會保險所強制投保的內容？ 
醫療 貧窮 年金 失業 

27 年金制度財務處理方式若採確定提撥制，下列何者非其優點？ 
量入為出 財務平衡 定額給付 固定提撥 

28 下列何者為隨收隨付制的優點？ 
較符合世代分配正義  給付水準不易受通貨膨脹影響 
對於工作世代勞動供給影響較小 個人所領給付與所繳保費間有所關連 

29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由勞工、雇主以及政府三方分別負擔，請問民營事業有一定雇主的受僱者，

勞工、雇主以及政府三方負擔比例為： 
 20%，70%，10%  30%，40%，30%  30%，60%，10%  20%，40%，40% 

30 在稅收等於稅基乘上稅率下，稅率上升，稅收卻減少的原因是稅基之稅率彈性絕對值為何？ 
等於 0 小於 1 等於 1 大於 1 

31 在無外部性的完全競爭市場下，X 與 Y 兩財貨具替代性。若 X 財貨已存在扭曲性租稅時，為使社會福利

水準可以上升，則可對 Y 財貨課稅或補貼？ 
課稅 補貼 兩者皆可 兩者皆不可 

32 我國下列何項稅目沒有稅收分成的規定？ 
房屋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33 在不考慮休閒下，關於對所有財貨課徵單一稅率貨物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符租稅中立性  不會產生超額負擔 
對所有財貨課徵相同的從價稅稅率 相同稅收下，與課徵所得稅有相同的效果 

34 對完全競爭市場的財貨課徵從量貨物稅，關於租稅歸宿的敘述，何者正確？ 
經濟歸宿與法定歸宿無關 需求彈性越大，需求者負擔越高 
供給彈性越小，需求者負擔越高 租稅歸宿與供需彈性無關 

35 關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計費方式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同職業身分計費方式有所差異 以個人綜合所得為費基 
論口計費   105 年起費率調整為 4.69% 

36 若休閒是正常財，政府課徵工資所得稅之後，如果發生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的情形，則個人工作時間

的改變為： 
增加 減少 不變 不確定 

37 為了消除所得稅法對投資企業之報酬重複課稅的問題，我國現行的制度是： 
營利事業所得免稅  個人的股利所得免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可抵繳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發放股利可列為所得的減項 

38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現行貨物稅的課徵項目？ 
菸酒 水泥 平板玻璃 橡膠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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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財產稅租稅歸宿的「傳統觀點」認為土地稅由供給者完全負擔是因： 
土地的供給彈性為 0  土地的需求彈性為 0 
土地的供給彈性無窮大  土地的需求彈性無窮大 

40 下列那些項目是所得稅配合物價指數調整所能產生的影響？①降低累進性 ②提升自動穩定功能 ③造

成稅務行政的複雜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41 當公債的利息免稅，貸款的利息支出又可以扣除時，納稅義務人利用此稅制獲得利益的過程，稱為： 
租稅套利 移轉計價 租稅規避 租稅轉嫁 

42 生產者於負擔租稅後，從事生產效率提高、生產成本降低等減輕稅負的行為，此現象稱為： 
租稅資本化（tax capitalization） 租稅讓與（tax concession） 
租稅漏洞（tax loophole） 租稅轉化（tax transformation） 

43 下列有關某一地區財政剩餘（fiscal residuum）的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稅率若不變，每人的公共支出規模增加，則該地區個人的財政剩餘增加 
地方稅率若不變，每人的公共支出規模都相同，則同一地區個人的財政剩餘均相同 
地方稅率若下降，每人的公共支出規模增加，則個人的財政剩餘增加幅度將大於個人公共支出增加的

幅度 
地方稅率若上升，每人的公共支出規模減少，則個人的財政剩餘減少的幅度大於個人公共支出減少的

幅度 
44 在相同補助金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採取何種型態的補助，會使得地方公共財支出水準較高？ 

非條件式補助  無限額的配合型補助 
無配合款的指定用途補助 總額補助 

45 依據我國現行預算制度，中央政府編製中程計畫預算之實施年度期程，除個案可依實際需要編製外，主

要以幾個會計年度為一期？ 
 3  4  5  6 

46 有關配合補助與非配合補助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配合補助下的地方公共財相對價格不變，非配合補助下的地方公共財相對價格下降 
在相同補助金額的前提下，非配合補助比配合補助的效用低 
在相同補助金額的前提下，非配合補助比配合補助的公共支出高 
為確保某地方公共財達到特定支出水準，中央政府採配合補助所需的金額低於非配合補助的金額 

47 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起迄時間為：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5 年 9 月 30 日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48 依我國現行公共債務法，對各級地方政府發行公債有何限制？ 
各級地方政府均不得發行公債 
除直轄市以外之各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公債 
除鄉（鎮、市）以外之各級地方政府均可發行公債 
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均可發行公債 

49 績效預算與設計計畫預算均以成本效益分析衡量計畫之可行性，兩者計畫之一般屬性如何？ 
績效預算著重短期計畫，設計計畫預算著重長期計畫 
績效預算著重長期計畫，設計計畫預算著重短期計畫 
兩種預算制度均著重短期計畫 
兩種預算制度均著重長期計畫 

50 預算中之歲入，包括下列何者在一個會計年度中的收入？ 
出售國有財產收入  發行公債收入 
賒借收入  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