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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李同學固定在禮拜三晚上擔任家教三小時，通常可以淨賺 1200元。這禮拜三他決定不去打工，改幫女朋友

過生日，正好用去原來當家教的三小時。他花了 300元幫女朋友買生日蛋糕，500元買生日禮物。李同學幫

女朋友過生日的機會成本為： 
 500元  800元  1200元  2000元 

2 若一種物品的價格下降，會使另一種物品的需求線左移，則此二種物品為： 
正常財 劣等財 替代品 互補品 

3 當存在膨脹性缺口時，政府可採取那種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 調升存款準備率 調降租稅 調降重貼現率 

4 情人節來臨時，花店紛紛提高花束價格，但是花束交易量不減反增，這是因為： 
需求線右移 需求線左移 供給線右移 供給線左移 

5 需求量的變動，是因為下列何者所引起的？ 
消費者所得的改變  其他相關產品價格的改變 
本產品價格的改變  本產品預期價格的改變 

6 對需求彈性為零之商品課以貨物稅，最後稅額之負擔： 
全部由購買者來負擔  全部由出售者來負擔 
購買者與出售者各負擔一半 購買者負擔 2/3，出售者負擔 1/3 

7 若計程車費提高，計程車司機收入卻維持不變，則表示消費者對計程車服務的需求彈性為： 
等於零 小於一 等於一 大於一 

8 陳同學吃午餐時一次消費三塊炸雞，如果他對第一塊炸雞的願付價格為 100 元，第二塊炸雞的願付價格為

60元，第三塊炸雞的願付價格為 40元，炸雞每塊為 40元，則陳同學從消費三塊炸雞所得到的「消費者剩
餘」為： 
 40元  80元  100元  160元 

9 當廠商求利潤極大時，必須生產那一個產量？ 
總收益等於總成本  邊際收益等於零 
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平均收益等於平均成本 

10 假設資本的邊際產量如下表所示： 

K 8 9 10 11 
MPK 20 16 10 8 

勞動的邊際產量如下表所示： 

L 20 21 22 23 

MPL 12 10 6 4 

現在已知資本一單位的價格為 80，勞動一單位的價格為 20，若廠商使用 9單位資本，則它「成本最小」的
勞動僱用量應有多少單位？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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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圖表示工廠規模 1,2,3,4,5及 6的平均總成本 ATC曲線。長期平均成本曲線不可能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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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長期平均成本是 U字型，因為： 

報酬遞減法則  
平均固定成本隨產量增加而降低 
產量少時有「規模經濟」、產量大時出現「規模不經濟」 
產量少時為「規模不經濟」、產量大時出現「規模經濟」 

13 當總產量下降時，下列那一個敘述為真： 
邊際產量為正 邊際產量為負 平均產量為正 邊際產量為零 

14 在電腦產業中，當整個產業的產量增加時，可以推動相關零組件的供應價格降低。這種整體產業擴張所導

致的成本下降，稱為： 
外部經濟 外部不經濟 規模經濟 規模不經濟 

15 經濟學講「市場機能」的市場，和一般泛稱市場並不相同。下列有關經濟學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是買賣雙方進行交易的地方 須有具體可見的場所 
指的是某種產品的買賣雙方 一個場所僅能存在一個市場 

16 一個完全競爭廠商在長期均衡時，利潤： 
大於零 小於零 不確定 等於零 

17 下列那一個不是寡占市場的特質？ 
廠商數目少 廠商有價格決定能力 廠商進出市場容易 廠商競爭激烈 

18 小明吃消夜時買了兩隻烤雞翅，每隻 30元。如果他對第一隻雞翅的邊際效用為 25單位，願付價格為 50元，
第二隻雞翅的邊際效用為 15單位，則小明從消費兩隻烤雞翅所得到的「消費者剩餘」為： 
 20元  30元  40元  50元 

19 一廠商面對一個完全競爭的勞動市場，在下列何種情形之下，應該減少勞動僱用量？ 
當勞動的平均產出收益遞減時 當工資率低於勞動的平均產出收益時 
當勞動的邊際產出收益大於工資率時 當工資率高於勞動的邊際產出收益時 

20 山坡地開發過程中，林木遭到大量砍伐，影響水土保持，造成颱風季節土石流氾濫，這是因為： 
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造成市場機能自由決定下之產量小於社會福利最大產量 
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造成市場機能自由決定下之產量大於社會福利最大產量 
私人成本大於社會成本，造成市場機能自由決定下之產量小於社會福利最大產量 
私人成本大於社會成本，造成市場機能自由決定下之產量大於社會福利最大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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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民之工資、租金、利息、利潤之加總等於：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淨額 國民所得 可支配所得 

22 下列那項 2008 年的經濟活動，應包含在 2008 年的國內生產毛額之內？ 
賣出 1990 年國泰建設建造的中古屋  2008年豐田汽車製造廠生產線上使用的汽車零件 
 2008 年所買進的台積電股票之總市值  2008年永慶房屋公司仲介中古屋買賣之佣金收入 

23 實質所得的意義為名目所得除以物價水準。若某甲的名目所得為新台幣 10,000 元，而每一單位商品的價格
為 10元新台幣，請問某甲的實質所得可以表示為： 
 1,000元新台幣  10,000元新台幣  1,000單位商品  10,000單位商品 

24 凱因斯的「基本心理法則」（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law）是指： 
人們的消費會隨著所得的增加而減少，且消費的減量高於所得的增量 
人們的消費會隨著所得的增加而減少，且消費的減量低於所得的增量 
人們的消費會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且消費的增量高於所得的增量 
人們的消費會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且消費的增量低於所得的增量 

25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裡，政府支出增加一單位與減稅一單位兩者對於均衡所得之效果： 
兩者都無法提高均衡所得  政府支出增加之效果較大 
減稅之效果較大  兩者的效果一樣大 

26 在其他條件都不改變之下，出口增加會： 
使均衡所得水準降低  不影響均衡所得水準 
使均衡所得水準上升  對均衡所得水準之影響難以確定 

27 國內生產毛額（GDP）平減指數等於： 
名目 GDP除以實質 GDP  名目 GDP減實質 GDP 
名目 GDP除以人口  名目 GDP減人口 

28 在自然失業率下，包含何種失業型態： 
沒有失業存在  摩擦性失業與循環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  

29 林太太為了專心照顧小孩而辭職在家，也不去找工作，這樣會造成： 
失業率上升  失業率下降  
失業率不變  對失業率之影響無法確定 

30 電子產業快速替代傳統產業過程所引起之失業，稱為：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季節性失業 

31 以下何種所得稅可以減輕所得分配的不均度？ 
定額稅 比例稅 累進稅 累退稅 

32 關於匯率制度的說明，以下何者錯誤？ 
匯率是外幣以本國幣表示的價格 
均衡匯率由外匯的供給與需求決定 
匯率固定在某一水準，不輕易變動，稱為固定匯率制度 
外匯可自由買賣，但央行不定時介入影響之制度，稱為純粹浮動匯率制度 

33 台灣的無線電視台比較像： 
獨占性競爭 寡占 獨占 完全競爭 

34 本國利率上升將會導致： 
國外資金流入的數量減少  本國人減少向外借款 
外國幣升值  本國幣升值 

35 台灣慈濟功德會因應非洲飢荒所捐助的糧食，在國際收支帳中應記載於： 
資本帳 金融帳 經常帳 財務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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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據總體經濟模型架構，當中央銀行施行緊縮性貨幣政策後，將使總合需求： 
增加 減少 先增後減 不變 

37 若兩種物品的生產可能線為一直線，則隱含生產此兩物品的： 
邊際機會成本遞增  邊際機會成本遞減 
邊際機會成本為一固定常數 邊際機會成本為零 

38 美美一小時可以做 10個麵包或 20個蛋塔，麗麗一小時可做 5個麵包或 12個蛋塔，則美美對那種商品有比
較利益？ 
麵包 蛋塔 麵包和蛋塔 皆無比較利益 

39 當一國的進口大於出口時，該國有： 
貿易順差 貿易平衡 貿易逆差 貿易優勢 

40 下列對於貨幣所擁有之性質與功能的說明，何者錯誤？ 
貨幣可降低交易成本  貨幣具儲藏價值的功能 
貨幣可提高經濟活動的熱絡程度 貨幣無法充當延遲支付的工具 

41 格萊興法則說明了： 
劣幣與良幣必然共存 劣幣驅逐良幣 良幣驅逐劣幣 商品貨幣必為良幣 

42 依據可貸放資金理論的內容，對可貸放資金的需求者便是債券市場的： 
債券供給者 債券需求者 訂價者 經營者 

43 貨幣的「無限法償」地位，是指： 
金本位制度  中央銀行有十足的發行準備 
人民可以無限制地拿貨幣向中央銀行兌換外匯 強制貨幣 

44 以下對於貨幣需求的說明，何者正確？ 
利率下跌，投資報酬下降，所以對貨幣的需求將下降   
購買交易數量提高，手中財富減少，所以對貨幣的需求將下降 
物價上揚，購買交易金額提高，所以對貨幣的需求將上揚 
貨幣需求的高低與交易制度及習慣無關 

45 當經濟景氣轉好、股市欣欣向榮時，市場對資金需求提高使得利率水準上揚，請問這對公債價格之影響為

何？ 
使公債價格下滑  使公債價格上揚  
公債價格不受影響  視財政部發行公債的數量多寡而定 

46 有關中央銀行政策工具的調整，以下何者屬於寬鬆性貨幣政策？ 
提高法定準備率  提高重貼現率  
提高短期融通利率  增加公開市場買進政府債券 

47 下列關於我國對外貿易現況之敘述，那項是正確的？ 
我國已用「台澎金馬獨立關稅領域」的名義加入WTO 
我國對日貿易一向是順差  
我國對美貿易一向是逆差 
我國之貿易依存度不高 

48 以下何者不屬於中央銀行貨幣政策的範疇？ 
公開市場操作 調整法定準備率 對政府融通 擴大公共建設 

49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製景氣對策信號所採用的貨幣供給數據為： 
M1A M1B M2 M3 

50 根據交易方程式的內容，在貨幣流通速度維持不變之下，貨幣供給的增加將使： 
總合需求下降 物價下跌 名目產出提高 失業人口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