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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那一項符合「供給法則」？ 
當 X物品之價格上漲會引起對 X的供給量增加 當 X物品之價格下跌會引起對 X的供給量增加 
當 Y物品之價格下跌會引起對 X的供給量增加 當 Y物品之價格下跌會引起對 X的供給量減少 

2 下列那些觀念是正確的？①國家使用國有土地建設的成本比較便宜 ②使用自己的資金仍有利息成本 

③公有土地的使用成本為零 ④使用自己的土地並沒有省下租金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3 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禁娼與禁毒基本上都類似於嚴格的數量管制，會造成買方願付價格與賣方要求價格間極大的差距，造成

黑道或不肖執法人員介入牟利的空間；但成交的交易數量也的確會比合法化時要來得低 
有效的最低工資政策會造成勞動市場中有些弱勢族群失業，但沒有失業的人則會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以保證價格收購農民收成的政策，可以調節豐收年與歉收年之價格波動問題，能夠充分地照顧到農民的

權益，對於一般消費者的影響也不大，因為收購價格通常都不會比均衡價格高 
有些政府在民生物資缺乏時，經常會以物價管制的方法來確保所有民眾都能夠用負擔得起的價格來買到

日常用品，但卻常會因此造成大排長龍的現象 
4 假設蘋果市場的需求為 dQ ＝5－2p，供給為 sQ ＝-1＋p，其中 dQ 及 sQ 分別為需求量及供給量，p為價格。

若政府設定價格下限為 2.5，則市場的實際交易價格為： 
 1  1.5  2  2.5 

5 假設地瓜對某消費者而言為劣等財，則當此人所得增加時： 
對地瓜的需求不變 對地瓜的需求增加 對地瓜的需求減少 地瓜的均衡價格上升 

6 若價格上漲 10%，而需求量減少 20%，則需求價格彈性為： 
 0.2  0.5  2.0  5.0 

7 當股票價格連續上漲時，經常發生股票價格上漲，但股票供給減少的情形，這是因為： 
股票為炫耀性物品  供給法則的例外情形 
對股票的需求減少  預期未來股票價格上升 

8 在國際機場銷售的糖果以公斤和新臺幣計算的需求彈性為 3，如果計算基準改為以磅（一磅等於 0.45 公斤）
和美元（一美元等於 31元新臺幣）計算時，糖果的需求彈性等於多少？ 
 0.03  0.3  3  300 

9 「人口以等比級數增加，而糧食卻只能有算術級數的增加」，以上陳述是那一位經濟學家的主要論點？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馬克斯（Karl Marx）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0 「水與鑽石的矛盾」中，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水的邊際效用大於鑽石的邊際效用 水的總效用小於鑽石的總效用 
水的需求線是正斜率  用水的消費者剩餘大，但用鑽石的邊際效用大 

11 今天來參加考試的隱藏成本，會是： 
交通費用  落榜的風險 
在家休息的滿足感  報名費 

12 廠商的經濟利潤等於總收入減去： 
外顯成本（explicit costs） 機會成本 
隱藏成本（implicit costs） 會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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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獨占者若邊際收益為正，則其相對應的需求彈性為： 
大於一 小於一 等於一 並不相關 

14 生產上的「短期」意指： 
一年以下  生產技術固定不變 
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變動  至少有一生產要素固定不變 

15 什麼情況下，廠商容易把租稅轉嫁給消費者？ 
供給彈性小 租稅少 需求彈性小 消費者較窮 

16 以下有關生產活動的描述，何者較不恰當？ 
在同一個產業來說，小廠的經營效率都會比大廠來得高，眾多的小廠所僱用的勞動力通常也會比少數的

大廠所能僱用的要來得多，因此政府應該多多鼓勵小廠的設立 
如果產業的生產技術之長期平均成本遞減的範圍很大，則可以預見小廠商會有擴張或與其他同業合併的誘因 
「規模不經濟」現象所反映的是長期平均成本線上升的階段 
分工與熟能生巧常是生產活動中促成「規模經濟」現象發生的原因 

17 何謂產業長期供給線？ 
它是所有短期供給線經水平加總之後所得到的線 它就是長期邊際成本線 
產業擴張時，把所有長期均衡點連結起來的軌跡 它就是長期平均成本線 

18 介於完全競爭和獨占之間的市場結構，是那兩種市場？ 
寡占、獨買  獨占性競爭、獨買 
雙占、寡占  獨占性競爭、寡占 

19 工資下降，會使得廠商： 
生產產品的邊際成本線上移，且利潤最大的產出水準增加 
生產產品的邊際成本線上移，且利潤最大的產出水準減少 
生產產品的邊際成本線下移，且利潤最大的產出水準增加 
生產產品的邊際成本線下移，且利潤最大的產出水準減少 

20 若完全競爭產業中的廠商經濟利潤為正，則在長期時： 
會有廠商加入該產業，市場供給線會右移 會有廠商加入該產業，市場供給線會左移 
會有廠商退出該產業，市場供給線會左移 會有廠商退出該產業，市場供給線會右移 

21 獨占者在長期均衡時： 
價格較該產業為完全競爭時為高 價格較該產業為完全競爭時為低 
價格與該產業為完全競爭時一樣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22 市區裡的不同理髮廳，構成一個獨占性競爭市場，其產品屬於異質產品。下列何者不可能是產品差異性的

來源？ 
距離 理髮的技術 主觀感受 價格 

23 寡占市場的主要特性為： 
對於其他廠商的決策很敏感 高利潤 
未充分使用產能  很少或沒有進入障礙 

24 下列那一項不是寡占市場型態的特色？ 
廠商有決定價格的能力  沒有進入障礙存在 
廠商作決策時需考慮其他廠商的可能反應 廠商數目不多 

25 若需求線具有彈性，則： 
總收益與價格之間為負相關 總收益與價格之間為正相關 
邊際收益為負  邊際收益為零 

26 假設 2000 年的年利率為 10%，2001 年的年利率為 5%；則 2001 年年底的 100元，在 2000 年的年初約等於

多少？ 
 80元  83元  87元  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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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道路是一種公共財，若政府將道路交由民間廠商提供並在市場上交易，則其產量將： 

高於社會最適數量  等於社會最適數量 
低於社會最適數量  可能高於、等於或低於社會最適數量 

28 純公共財的特徵包括： 
獨享（rival）、可排他性（exclusive） 獨享（rival）、不可排他性（nonexclusive） 
共享（nonrival）、可排他性（exclusive） 共享（nonrival）、不可排他性（nonexclusive） 

29 在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支出面計算中，下列何者正確？（C：民間消費支出，I：國內投資毛額，
G：政府消費支出，X：出口，M：進口） 
 GDP＝C＋I＋G＋X＋M   GDP＝C＋I＋G＋（X－M） 
 GDP＝C＋I＋G＋（M－X）  GDP＝C＋I＋G－X－M 

30 公營事業因虧本而侵蝕國家財政，其最主要原因是： 
市場失靈  資金不足 
員工素質不佳  不受市場優勝劣敗的淘汰制約 

31 以下何者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最大部分？ 
消費 投資 政府支出 出口淨額 

32 若邊際儲蓄傾向（MPS）為 0.2，則邊際消費傾向（MPC）為： 
 5  1.2  0.8  0.2 

33 公共債務融通是指： 
政府收入大於政府支出時，向民間贖回公債 政府以舉債的方式向民間部門借貸 
政府利用中央銀行發行新的貨幣來應付赤字 中央銀行發行新的貨幣購買政府公債 

34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若邊際消費傾向（MPC）為 0.8，則支出乘數為： 
 0.2  0.8  1.25  5 

35 若消費 C＝20＋0.6Y（Y＝所得），投資 I＝15，政府支出 G＝10，出口 X＝10，進口M＝5＋0.1Y，則總合
支出 AE為： 
 AE＝60＋0.7Y  AE＝60＋0.5Y  AE＝50＋0.5Y  AE＝50＋0.7Y 

36 當中央銀行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時，短期均衡的： 
總合供給與物價水準均增加 總合需求與物價水準均下跌 
總合供給與物價水準均下跌 總合需求與總合供給均下跌 

37 由於景氣繁榮而減少之失業，是：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季節性失業 

38 關於名目利率與實質利率之間的關係，以下何者正確？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貨幣供給年增率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通貨膨脹率 
名目利率＝重貼現率＋通貨膨脹率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重貼現率 

39 有關國際收支帳記載，下列何者不屬於經常帳？ 
商品進出口 勞務進出口 資本移轉 經常移轉 

40 下列何者是痛苦指數的定義？ 
通貨膨脹率減去經濟成長率 通貨膨脹率加上就業率 
失業率減去經濟成長率  通貨膨脹率加上失業率 

41 假設 2006 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CPI）為 100，2007 年之 CPI為 110，這表示 2006-2007 年之通貨膨脹率為： 
 4.5%  5.5%  10%  12.5% 

42 下列有關WTO的說明何者錯誤？ 
全名為「世界貿易組織」 
我國已是WTO的會員 
WTO的前身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 
我國可藉WTO訂定更嚴格的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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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增加某進口品的進口配額，將造成： 
進口品價格下跌  政府關稅收入減少 
本國同產品之產量增加  本國同產品之價格上升 

44 下列那項不屬於貨幣的功能？ 
交易媒介 對抗通貨膨脹 價值儲存 計價單位 

45 以下何者為貨幣定義中的M1B？ 
通貨淨額＋支票存款 
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 
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 
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存款 

46 中央銀行若想增加貨幣供給，可以採用下列何種措施？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率  降低重貼現率 
降稅  在公開市場上賣出債券 

47 下列何者屬於強力貨幣（high-powered money）？ 
商業銀行保有的債券  中央銀行未發行的新鈔券 
社會大眾所擁有的通貨  中央銀行持有的外匯存底 

48 當保有貨幣的目的為因應物品及勞務的購買時，則稱此為貨幣需求之： 
預防動機 投機動機 交易動機 儲值動機 

49 下圖為某農場之米與小麥的生產可能線，則增產第 4單位小麥之機會成本為： 
 
 
 
 
 
 
 
 1單位米  3單位米  9單位米  1/9單位米 

50 下圖中，S0, S1, S2為炸雞市場的供給線。請問下列那一原因會使供給線由點 a位置之 S0左移至點 d位置之

S1？ 
 
 
 
 
 
 
廠商家數減少  炸雞價格調降 
雞價下跌  消費者所得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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