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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中央與地方政府功能的劃分，依傳統理論，下列何者較適宜由地方政府執行？ 

經濟穩定 所得重分配 資源配置 外交 

2 丁波（Tiebout）模型對各地區政府的假設近似於經濟學那一種市場模型？ 

完全競爭 獨占性競爭 寡占 獨占 

3 布坎南（J. M. Buchanan）將個人由政府公共支出所獲得的效益與個人租稅負擔間的差額，稱為： 

財政紅利（fiscal dividend） 財政拖累（fiscal drag） 

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 財政餘利（fiscal residuum） 

4 我國現行之統籌分配款制度是屬於： 

條件式的補助（conditional grant） 稅收分享（tax sharing） 

配合式的補助（matching grant） 限額的配合式的補助（matching closed-end grant） 

5 依據我國「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課徵那一種地方稅時

，應指明課徵該稅之目的，並指定用途？ 

特別稅課 臨時稅課 附加稅課 一般稅課 

6 為達到地方政府增加特定項目之支出水準的政策目的，下列那一種補助方式的效果最佳？ 

定額補助 指定用途補助 限額配合補助 無限額配合補助 

7 下列有關印花稅理論與實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印花稅的課徵以屬地主義為原則  

是具有流通稅性質的租稅 

在我國是屬於國稅   

在我國的徵收方式，有從價（定率）與從量（定額）兩種型式 

8 若根據「概括性所得（Comprehensive Income）」的概念來課徵所得稅，則下列那些項目應包括在稅基中？ 

已實現的所得 一時性的所得 未實現的所得 

只有 只有 只有 皆是 

9 卡多爾（N. Kaldor）所主張的支出稅（expenditure tax）（或稱綜合消費稅），不具有下列何種性質？ 

屬於直接稅 採比例稅率 採申報方式 稅負不易轉嫁 

10 有關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配合實施，下列那一種搭配實施的方式較合適？ 

若遺產稅採總遺產稅制，則贈與稅就須採分贈與稅制 

若遺產稅採總遺產稅制，則贈與稅採分贈與稅制或總贈與稅制均可 

若遺產稅採分遺產稅制，則贈與稅就須採分贈與稅制 

若遺產稅採分遺產稅制，則贈與稅採分贈與稅制或總贈與稅制均可 

11 根據我國現行稅法之規定，若一適用加值型營業稅之企業，購進 800 元的貨物，之後以 1,000 元售出，且進

銷過程中不存在免稅或零稅率的問題，則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多少？ 

 50 元  40 元  20 元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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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目前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屬於國稅？ 

營業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娛樂稅 

13 我國現行土地增值稅的稅額計算係採何種累進稅率？ 

土地地價高低為基礎的差額累進稅率 土地地價高低為基礎的全額累進稅率 

土地漲價倍數為基礎的差額累進稅率 土地漲價倍數為基礎的全額累進稅率 

14 財產稅的舊觀點（old view）認為，財產稅課徵後的租稅歸宿是具有： 

累進性 累退性 比例的 先累進後累退的 

15 如果已婚婦女的勞動供給彈性大於未婚婦女的勞動供給彈性，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較多的未婚婦女會在任何稅率下從事工作  

依最適租稅理論，已婚婦女應該比未婚婦女被課徵較高的稅率 

依最適租稅理論，已婚婦女應該比未婚婦女被課徵較低的稅率 

依最適租稅理論，已婚婦女應該比其配偶被課徵較高的稅率；但未必要高於未婚婦女 

16 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是： 

對所得低於零的納稅義務人所課徵的一種租稅  

對所得低於一定水準以下的個人或家庭所給予的一種補貼 

對四十歲以上的單身者所課徵的一種租稅 

對單親或戶長為殘障等家庭所給予的一種補貼 

17 兩人在課稅前的福利水準相同，課稅後的福利水準也相同，稱為： 

水平的公平 水平的不公平 垂直的公平 垂直的不公平 

18 當休閒為劣等財時，針對薪資所得課徵比例薪資所得稅，對於代表性勞動供給者的影響為： 

減少勞動供給 勞動供給不變 增加勞動供給 無法確定 

19 下列何者是供給學派經濟學者的主張？ 

一般情況下，課稅的替代效果會小於所得效果 一般情況下，課稅的所得效果會小於替代效果 

所得為稅率的遞增函數  重稅有利於經濟的成長 

20 累進稅制是指下列何者而言？ 

平均稅率隨著稅基增加而提高 邊際稅率等於平均稅率 

邊際稅率低於平均稅率  高所得者和低所得者繳納相同的稅額 

21 在雷姆西（Ramsey）的租稅課徵法則下，當對多種財貨課稅，如要收取一定稅收，且供給價格彈性相同下，

為了減少課稅的福利成本： 

需求曲線彈性越大者應課越高的稅率 需求曲線彈性越小者應課越高的稅率 

對每一種財貨課徵同樣的稅率 對必需品課徵較小的稅率 

22 我國現行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金制度屬下列何種制度？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充分準備制 隨收隨付制 

23 財政政策的實施，在LM曲線呈下列那一種情況下，不會有排擠效果？ 

LM為正斜率 LM斜率等於 0 LM斜率無限大 LM為負斜率 

24 關於全民健保保費負擔公平性的問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保之保費計算以薪資為標準，符合受益付費原則 

論口計費的保險課徵單位，違反垂直公平 

政府的保費分擔，因被保險人身分不同而不同，有違公平原則 

保險薪資表設置上限，違反負擔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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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政府利用減稅或增加支出的方式，以化解預算盈餘，提升社會福利，此結果稱為： 

財政拖累（fiscal drag）  財政紅利（fiscal dividend） 

充分就業預算赤字  充分就業預算盈餘 

26 若開始實施失業保險政策，會使得投保勞工之平均失業期間比未投保前： 

增長 縮短 不變 不確定 

27 下列何者不是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的假設？ 

談判雙方的協調成本是低的 能明確確定污染源 

一定要有人分配到財產權  一定要受害者分配到財產權 

28 共有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為： 

可供多人自由免費使用 由政府擁有 具有外部性 有些人有使用權 

29 存在外部性成本時，最有效率的污染水準為何？ 

零污染水準  一定要大於零  

可能大於零，也可能等於零 只要視邊際外部成本的大小來決定即可 

30 污染所造成的邊際損失往往是難以正確評估，下列何者不是造成難以評估的主要原因？ 

污染源可能很多，不確定那些污染源會造成傷害 不確定這些污染會造成傷害的程度有多大 

污染造成的傷害大家都會忍受下來 有些污染會造成何種傷害，科學上都尚未有定論 

31 以MBi表示增加公共財消費所帶給個人i的邊際利益，MSC表示增加公共財提供的邊際社會成本，在部分均

衡下決定最適公共財數量的邊際條件是： 

MB1 = MB2=…=MBn = MSC MB1．MB2．…．MB n =MSC 

MB1＋MB2＋…＋MBn = MSC min（MB1 , MB2 , …, MBn）＝MSC 

32 下列何者不是市場價格制度運作具有效率的條件？ 

完全競爭市場 各種財貨具有排他性 充分的供需訊息 財貨不是私有財 

33 公立游泳池是屬於下列何種財貨？ 

純粹公共財 純粹私有財 擁擠性公共財 共同財產 

34 下列何種財貨同時具有非敵對性（non-rivalry）與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的消費特性？ 

國防安全 私有住宅 自用汽車 捷運系統 

35 在求公共財的社會總需求曲線時，「垂直加總」個別消費者需求曲線的意義是指： 

在某一既定的價格之下，每位消費者對公共財需求量的加總 

在某一既定的價格之下，每位消費者對公共財需求量的加總平均 

在某一既定的數量之下，每位消費者願付價格的加總 

在某一既定的數量之下，每位消費者願付價格的加總平均 

36 根據「林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每位消費者在最適公共財數量之下所面對的租稅價格等於： 

所有消費者享受此公共財最後一單位的邊際利益總和 

所有消費者享受此公共財最後一單位的邊際利益平均 

個別消費者享受此公共財最後一單位的邊際利益 

個別消費者享受此公共財的總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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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關於羅斯（Rawls）式的社會福利函數之敘述，何者錯誤？ 

考慮經濟能力的不平等性  社會應使最低福利水準的人，效用極大化 

使社會成員的享受機會均等 假設每個成員的效用函數相同 

38 依據次佳理論（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在已存在扭曲性租稅的情況下，加課另一扭曲性租稅，所產生

社會的整體超額負擔： 

必然增加 必然降低 可能降低 必然完全互相抵銷 

39 我國公共債務法所規定之債務餘額不含下列何者？ 

直轄市公債餘額 直轄市賖借收入 鄉鎮市國內借款 中央銀行發行國庫券 

40 公債依存度係指公債收入占下列何者的比率？ 

國民所得 政府歲入 政府歲出 租稅收入 

41 在Hotelling主張下，依簡單多數決原則，下列何者通常為議案的真正決策者？ 

眾數所得者 中位數所得者 平均數所得者 變異係數所得者 

42 下列何者並非我國目前的規費收入來源？ 

廢棄物清理費 水污染防制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 健康福利捐 

43 三個議案中，每一議案與其他兩議案進行多數決投票，結果都是一勝一敗，無法決定出最佳選擇的現象，

稱為： 

簡單多數決（simple majority voting） 康多賽投票決（Condorcet voting） 

循環多數決（cyclical majority voting） 最高票票決（plurality voting） 

44 關於社會偏好具有不相干選案（irrelevant alternatives）的獨立性，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同時考慮社會選擇的各種結果 應能涵蓋所有可能的個人偏好 

具備多個議案之間的遞移律（transitive law） 社會選擇的各種結果間，應相互獨立 

45 布坎南（J. M. Buchanan）與杜洛克（G. Tullock）認為決定最適投票法則的準則為： 

損失的外部成本為遞增現象 決策成本為遞減現象 

社會成本最低  社會成本等於決策成本減去外部成本 

46 國民所得增加後，對公共財的需求隨之增加；通常公共財需求的所得彈性： 

小於 1 等於 0 大於 1 為負無窮大 

47 在下列何種情況下，影子價格等於市場價格？ 

寡占市場 完全競爭市場 地下經濟市場 自然獨占 

48 下列公共投資計畫中，何者不值得採行？ 

益本比等於 2 益本比等於 5 淨現值小於 0 淨現值大於 0 

49 為比較不同期的現金流入與現金流出之計畫，常採用下列何種方法？ 

比較現金流入總額  比較現金流出總額  

比較現金流入淨額  比較折現後的現金流入淨額 

50 今天政府的一筆 1,000 萬元的支出計畫，明年開始產生 80 萬元的利益直到永遠，稅前市場利率為 10 %，稅

後市場利率為 5 %。若當作支出計畫資金來源之稅收，完全來自消費者支出，則計畫之淨現值是多少？ 

－200 萬元  600 萬元  800 萬元  1,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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