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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
s
xQ 為米酒的供給量，Px為米酒價格，Py為原料價格，R為預期三個月後米酒價格上漲的幅度，則下列

那一個供給函數是合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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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罩在供應上有邊際成本遞增的現象，如果SARS造成口罩價格上漲，則口罩的： 
 供給量減少 供給減少 供給量增加 供給增加 

3 以下之論述何者為非？ 
 供給法則指的是市場供給線的斜率是正的  
當商品的價格變動時，消費者的需求量隨之改變，但需求線不變 
兩條相交的需求線或兩條相交的供給線，那條越平坦的，其彈性絕對值越大 
任何商品之市場均衡所顯示的其實就是大家在市面上所可以觀察得到的交易價格與交易數量 

4 某商品的價格為 4 元時，供給量為 60 單位。若價格降為 2 元時，供給量減少成 40 單位。則此商品之供給

彈性為： 

 3
2

  5
3

  5  10 

5 下列何者不會使速食餐飲的需求線移動？ 
失業人數增加 平均國民所得增加 國民便當的問市 速食連鎖店的擴張 

6 一般而言，政府要用「以價制量」的方法來減少吸菸人數，效果往往相當有限，這是因為香菸的： 
供給彈性小 供給彈性大 需求彈性小 需求彈性大 

7 所謂「消費者剩餘」是指在某消費量下，消費者： 
最後一單位願付價格與實付價格之差 願付最高總價款與實付總價款之差 
總效用與邊際效用之差  需求價格與實付價格之差 

8 廠商若為了追求「最大收益」，應該如何訂價？ 
不管彈性大小，應該儘量漲價 有彈性的商品應該漲價，無彈性的商品應該降價 
有彈性的商品應該降價，無彈性的商品應該漲價 有彈性的商品漲價較多，無彈性的商品漲價較少 

9 水比鑽石便宜，但水比鑽石更不可或缺，原因是： 
水的邊際效用比鑽石的邊際效用高 鑽石的需求較大 
水的需求較少  水的總效用比鑽石的總效用大 

10 右圖顯示工廠規模 1, 2, 3, 4, 5 及 6 的平均總成本ATC曲線。 
長期而言，完全競爭廠商生產那一產量最具有經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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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平均成本遞增時： 

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大於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為遞減 本 邊際成本大於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為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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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廠商在生產上有邊際報酬遞減的現象，那麼當規模改變時，規模報酬有何變化？ 
遞增 遞減 不變 無法判斷 

13 市場結構通常區分為以下那四種？ 
完全競爭、寡占、獨占、雙占 完全競爭、獨占性競爭、獨占、不完全競爭 
完全競爭、獨占性競爭、寡占、獨占 完全競爭、不完全競爭、寡占、獨占 

14 在完全競爭市場中，一個追求利潤最大廠商的最適產量必會滿足： 
邊際成本大於平均收益 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收益 邊際成本小於平均收益 總收益大於總成本 

15 劉老師辭去月薪 6 萬元的教職後，改開咖啡館。他一個月咖啡館的收益為 14 萬元，店租 2 萬元，咖啡材料

與水電雜支共 3 萬元，僱用店員的工資為 4 萬元，則由以上資訊可知劉老師： 
有 5 萬元經濟利潤 有 9 萬元經濟利潤 有 1 萬元經濟虧損 有 6 萬元經濟虧損 

16 右圖為生產自行車廠商的總收益線，請問下列敘述何者為錯誤？ 
在點a位置的價格彈性大於一  
在點c位置的價格彈性小於一 
在點b位置，價格彈性等於一 
在點a位置，若廠商漲價，總收益會增加 

17 一家舊書攤的訂價方式為：五本以下每本 60 元，五本至十本每本 55 元，十本以上每本 50 元。這種訂價方

式是： 
分隔市場差別訂價 完全差別訂價 階段訂價法 遏阻訂價法 

18 下列那一項特徵，最能說明獨占性競爭廠商與其他市場結構的不同？ 
價格接受者 生產異質產品 面對市場進入障礙 只有少數幾家 

19 關於獨占性競爭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長期均衡在平均成本最低點生產 長期會有超額利潤 
長期會有產能過剩現象  進出市場困難 

20 拗折需求線之寡占模型，對廠商行為模式的假設為： 
其他廠會有和本廠聯合壟斷市場的誘因  
其他廠會追隨本廠價格的變動而同向變動 
其他廠會追隨本廠價格的提高，但不會追隨本廠價格的下跌 
其他廠不會追隨本廠價格的提高，但會追隨本廠價格的下跌 

21 如果玉米的供給線為水平線，而需求線符合需求法則，且政府原先對玉米課徵一項租稅，則停止課稅將使： 
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社會福利都增加 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增加，而社會福利不變 
消費者剩餘和社會福利增加，而生產者剩餘不變 消費者剩餘不變，而生產者剩餘和社會福利增加 

22 假設一廠商僱用 4 個勞工。第四個勞工的邊際產量為 10、均衡工資為 7 元。若商品市場與勞動市場均為完

全競爭，則當商品的價格為 1 元，廠商將： 
增加勞工僱用量 減少勞工僱用量 增加勞工生產力 提高工資 

23 公權力介入環保問題，如果介入不當，甚至造成官商勾結，這就是所謂的： 
市場失靈 政府失靈 自然獨占 無法排他性 

24 下列情況，何者有外部成本？ 
自家庭園遍植花木，引來隔壁養蜂戶蜜蜂採蜜  
以聖誕燈飾裝飾圍籬，夜間閃閃發亮，引來過往行人，駐足觀賞 
亞當．斯密出版《國富論》 
染整工廠排放污水，污染河川 放污水，污染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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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何種不是間接稅？ 

香菸稅 營利事業所得稅 酒稅 關稅 

26 關於環境污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陽光、空氣和水，取之不盡，用之不竭，可以盡情使用 

面對污染問題，政府應直接管制，以達成零污染 

由於環境污染問題源自市場失靈，因此干預方法無法再利用市場機能 

面對污染問題，可以利用課稅與補貼的方式將外部效果內部化 

27 國民生產毛額（GNP）的定義，是指一國國民在一定期間生產出來透過市場交易的最終商品和勞務的價值

總和。所以下面那一項生產活動應包含在本國的GNP之內？ 

進口汽車總值  電腦公司短期派駐到新加坡之台籍工程師的薪資 

在台工作的菲傭的薪資  外商在台的利潤 

28 公共財有搭便車（free-riding）問題，主要是因為公共財具有： 

共享性（non-rival，或稱非敵對性） 獨享性（rival，或稱敵對性） 

可排他性（excludable）  不可排他性（non-excludable） 

29 就台灣的養豬事業而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豬肉出口日本，表示台灣的飼養技術較日本高  

廢水排入河川，表示養豬的私人成本高於社會成本 

政府要求防治污染，將使養豬成本提高，不利出口 

開放豬肉進口無助於改善養豬污染 

30 下列那一個不是流量（flow）變數？ 

家戶所得 貨幣供給 出口 進口 

31 若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在 2002 年為$10,000，而 2000 年的物價平減指數為 100，2002 年的物價平減指數為 111，

則 2002 年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大約為： 

$8,890 $9,000 $10,000 $11,100 

32 簡單凱因斯模型下的消費與儲蓄關係，下列何者有誤？ 

平均消費傾向加平均儲蓄傾向=1 邊際消費傾向加邊際儲蓄傾向=1 

邊際消費傾向介於 0 與 1 之間 平均儲蓄傾向介於 0 與 1 之間 

33 除了通貨膨脹率之外，下列那個經濟指標也適合衡量景氣波動？ 

最高最低所得倍數 失業率 外匯存底 綠色國民所得 

34 需求拉動的物價膨脹（demand-pull inflation）指： 

產出增加伴隨著物價上揚  產出減少伴隨著物價下跌 

產出增加伴隨著物價下跌  產出減少伴隨著物價上揚 

35 假設 1998 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CPI）為 98.5，1999 年之CPI為 99.1，這表示以相同的金錢： 

 1998 年可購買到的商品較基期少  1998 年可購買到的商品較基期多 

 1998 年可購買到的商品較 1999 年少  1999 年可購買到的商品較基期少 

36 下列何者屬於失業人口？ 

家裡開便利超商，在家看店之美華 美華當兵的哥哥 

美華讀國中的弟弟  美華大學剛畢業正在找工作的姊姊 

37 循環性失業是指何種原因所引起的失業？ 

更換工作 產業結構轉變 景氣衰退 季節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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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吉尼（Gini）係數： 

越小表示所得越不平均 介於 0 與 1 之間 必定大於 1 介於-1 與 1 之間 

39 國人出國觀光住旅館使用了外匯，對本國而言是： 

勞務的進口 勞務的出口 物品的進口 物品的出口 

40 所謂「實質匯率」的意義是指： 

兩國間貨幣的兌換比率關係 兩國間商品與勞務的兌換比率關係 

兩國間股票的兌換比率關係 兩國間工資的兌換比率關係 

41 在固定匯率制度之下，如果經常帳與資本帳的總合為正值時，中央銀行的外匯存底將會： 

損失 沒有變動 增加 變成負值 

42 世界貿易組織（WTO）成立的基本精神，是希望參加的各國透過貿易： 

生產上可以自給自足，追求各國的絕對利益 發揮資源配置效率以及專業生產的比較利益 

建立關稅壁壘，保護國內產業 建立關稅同盟，抵擋經濟帝國主義的侵略 

43 甲國開放紡織品進口之後，將會造成甲國國內紡織品的： 

供給線往右移動 競爭增加，價格上漲 生產數量增加 消費數量減少 

44 下列何者為「貿易依存度」的定義？ 

進口總額／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國民生產毛額 

（出口總額－進口總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國民生產毛額 

45 以下何者是貨幣最主要的功能？ 

計價的單位 價值的儲存 遞延支付的工具 交易的媒介 

46 所謂「貨幣幻覺」的現象是指： 

大眾看不清手中鈔票真偽之現象  

大眾未考慮物價變化使其實質購買力受影響之現象 

由於貨幣被大眾使用過久造成貨幣污損模糊的現象 

銀行體系創造貨幣之神奇現象 

47 所謂的「強力貨幣」（high-powered money）是指：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定期儲蓄存款 通貨 

48 有關交易性貨幣需求的敘述，以下何者錯誤？ 

所得增加將提高交易性貨幣需求  

利率上揚將提高交易性貨幣需求 

提款成本增加將提高交易性貨幣需求  

因所得與交易發生的非同步性，使得大眾有必要持有貨幣 

49 張三 1 小時可以做 10 個麵包或 20 個蛋糕，李四 1 小時可做 5 個麵包或 12 個蛋糕，則張三對那種商品有絕

對利益？ 

麵包 蛋糕 麵包和蛋糕 皆無絕對利益 

50 根據貨幣學派的看法，貨幣數量與物價間關係的說明何者正確？ 

具有反向變化關係  具有同向變化關係  

無一定關係  兩者的關係由政府當局所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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