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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某一完全競爭市場，每一家生產廠商成本結構都相同。每一家個別廠商的邊際成本

為 202qMC i −= （其中 iq 為個別廠商的產量）。每一家個別廠商的平均成本（AC）、
變動成本（AVC）及邊際成本（MC）的圖形如下圖。此一完全競爭廠商所生產的

商品，潛在需求者非常眾多，每一位潛在需求者的需求函數為 2P50qD
i −= ，其中 D

iq
代表每一個需求者的需求量，P 為市場價格。每一位潛在的需求者，若其需求不能

符合此一需求函數，就不進入市場購買。商品的最小單位為一件。 

 
假設目前有 10 家廠商已購置完成生產此一商品的機器設備。請回答下列各題： 
（每小題 10 分，共 30 分） 
短期下，此一商品市場存在的最低價格為何？在這個最低價格下，此一市場均衡

時最低的總交易量為多少件？在這個最低價格與最低總交易量下，實際生產廠商

家數及歇業廠商家數各為多少？此外，在這個最低價格與最低總交易量下，實際

購買的需求者人數又是多少？ 
短期下，假設市場上只有 10 位上述的需求者。廠商若要符合這 10 位需求者的需

求，市場均衡時的最低價格為多少？每一家廠商的供給量又等於多少？ 
長期均衡下，此一市場的交易價格為多少？每家廠商的生產量為多少？若長期

下，市場共有 100 位需求者，市場交易量為多少件？生產廠商家數又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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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當時美國的短期利率趨近於零，但中長期利率卻居高

不下。為挽救經濟，美國聯準會執行了多次的非傳統貨幣政策。請回答下列問題： 
請分別說明傳統貨幣政策及非傳統貨幣政策。（8 分） 
請運用 IS/LM 模型，繪圖並說明美國發生次貸危機時的經濟情勢。又請運用

IS/LM 模型，繪圖說明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後傳統貨幣政策的效果。最後請說明非

傳統貨幣政策的可能效果。（12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707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如果橘子的需求函數為： )(ln3 pmq −= ，p 為橘子的價格（元），q 為橘子的數量（公斤），則橘子價格

與其需求價格彈性（以絕對值表示）之關係為何？ 

當價格上升，彈性變大   

當價格上升，彈性變小  

當價格變化，彈性不變   

當價格非常高時，彈性非常小；當價格非常低時，彈性非常大 

2 當市場需求線為負斜率的直線時，下列何者錯誤？ 

需求線中點之價格彈性等於一  

數量截距點上之價格彈性趨近零，價格截距點上之價格彈性趨近無窮大  

需求線高於中點之上半段富於價格彈性  

使用弧彈性公式比點彈性公式更為精確 

3 小張的效用函數為 2121 20),( xxxxu = ，並分別消費 10 單位 x1 與 6 單位 x2；小李的效用函數為

2121 1010),( xxxxu += ，並分別消費 6 單位 x1與 10 單位 x2，則下列何者正確？ 

小李認為自己的消費組合和小張的一樣好 小張認為小李的消費組合比自己的好  

兩人都認為自己的消費組合比對方好 因為兩人效用函數不同因此無法比較 

4 假設廠商的短期總成本函數 32 3.01.03300 QQQTC +−+= ，則下列何者是廠商的平均變動成本？ 


Q

300   23.01.03300 QQ
Q

+−+   29.02.03 QQ +−   23.01.03 QQ +−  

5 一完全競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 lq = ，若產品（q）的單位價格為 20，要素（l）的單位價格為 5，則其極

大之利潤為： 

10 20 30 40 

6 二家生產同質商品的廠商在市場上進行價格競爭，領導廠商（dominant firm）的成本函數為 104 11 += qTC ，

跟隨廠商（fringe firm）的成本函數為 13035.1 2
2
22 ++= qqTC 。如果領導廠商訂定價格為 21 元，則跟隨

廠商會生產多少數量？ 

 02 =q   62 =q   72 =q   8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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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行 Cournot 數量競爭的雙占廠商面對的市場需求函數為 21 5.05.0110 qqP −−= ，其中廠商 1 的邊際生產

成本等於 10，廠商 2 的邊際生產成本等於 30。如果這二家廠商勾結，則產量各會是多少？ 

 501 =q ， 02 =q   601 =q ， 202 =q   751 =q ， 252 =q   1001 =q ， 02 =q  

8 一廠商面對的需求函數為 5.0242 AQP +−= ，總成本函數為 AQQ ++ 22 ，其中 A 為廣告量。今此一廠商

選擇廣告量及產量以追求利潤極大，其 適產量為何？ 

20 30 40 60 

9 二家生產同質商品的廠商在市場上進行 Stackelberg 數量競爭，市場需求函數是 PQ −=110 。令領導廠商

（廠商 l）的成本函數是 2
11 3)( qqTC = ，跟隨廠商（廠商 2）的成本函數是 2

22 5.1)( qqTC = ，則跟隨廠商的

反應函數是： 

 12 2qq =   12 )21( qq =   12 2.022 qq −=   12 4.022 qq −=  

10 假設你一星期之可支配時間為 40 小時，市場薪資為每一小時＄100，則預算限制可以寫成下列何式？ 

消費 = $100×(40 − 工作時間) 所得+$100×(休閒時間) = $4,000  

所得 = $100×(40 − 工作時間) 所得 = $100×(40 − 休閒時間) 

11 依據李嘉圖（Ricardo）之地租理論，穀價與地租的因果關係為何？ 

穀價先漲，引起地租上漲 地租先漲，引起穀價上漲  

地價先漲，引起穀價上漲 地租與穀價沒有因果關係 

12 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若商品的邊際替代率不等於邊際技術轉換率，我們可以知道： 

經濟體在一個 佳可能狀態下運行  

有可能生產較多的產品  

經濟在生產可能線上運作  

有可能藉由重新配置資源與改變產出組合來提高消費者的福利 

13 當廠商生產商品造成污染的外部成本，若要藉由稅收達到資源有效的配置，稅收必須等於： 

邊際私人成本 邊際外部成本 邊際社會成本 污染邊際效益 

14 若一國之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1,000 億元，國民生產毛額（GNP）為 800 億元，則下列何者正確？ 

本國出口大於進口   

本國出口小於進口  

本國國民生產要素參與國外生產報酬大於外國國民生產要素參與國內生產報酬  

本國國民生產要素參與國外生產報酬小於外國國民生產要素參與國內生產報酬 

15 假設某一經濟體系之「犧牲比率」（sacrifice ratio）為 3，當通貨膨脹率下降 3%時，實質 GDP： 

增加 9% 減少 9% 增加 1% 減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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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設菲力普曲線為： )05.0(21 −⋅−= − uππ ，其中π 為當期通貨膨脹率， 1−π 為前一期通貨膨脹率，u 為實際

失業率。則「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為： 

0 0.05 0.1 0.5 

17 當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中買進政府公債，銀行體系中的準備與貨幣供給量各會有何改變？ 

減少，減少 減少，增加 增加，減少 增加，增加 

18 假設湯姆每小時可以賺的所得為 10 美元，薪資所得都先進銀行帳戶，帳戶的利率為 6%。他每年消費為 1,500

美元，每次去銀行領錢均須花費 30 分鐘，則根據 Baumol-Tobin 模型，湯姆到銀行 適的提款次數應為： 

1 次 3 次 4 次 6 次 

19 根據李嘉圖均等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政府採取赤字預算減稅措施對消費的影響為何？ 

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皆不變 當期消費增加而未來消費減少  

當期消費與未來消費皆增加 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皆減少 

20 有關古典學派（classical schoo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合需求產生的波動並不會導致產出的波動  

總合需求產生的波動並不會導致價格的波動  

當產出水準超過充分就業水準時，廠商將會提高工資作為因應  

當產出水準超過充分就業水準時，廠商將會提高商品價格作為因應 

21 實質景氣循環理論假設短期產出與就業的波動肇因於： 

總合需求的波動 技術變動 政府支出的變動 貨幣供給的變動 

22 根據新興凱因斯理論（new Keynesian economics），短期產出波動的原因為何？ 

總合需求的變動  總合供給的變動  

產出的自然率水準的變動 總合需求和總合供給皆變動 

23 假如個人儲蓄傾向為 0.1 且所得稅邊際稅率為 0.33。當所得增加一單位使進口增加 0.25，則乘數約為： 

2.5 1.55 1.51 1.47 

24 假如 IS 曲線為 ry 100700,1 −= ，其中 y 為所得，r 為利率。貨幣需求函數為 rypm d 100)( −= ，其中貨幣

供給為 1,000，物價水準為 2。假設貨幣供給增為 1,200，則均衡所得會增加多少？均衡利率會下降多少？ 

200；2% 150；1.5% 100；l% 50；0.5% 

25 因國外某車廠發表新型車款，使消費者喜歡購買國外的汽車多於國內汽車，根據 Mundell-Fleming 模型在

固定匯率下，將造成： 

所得和淨出口下降 所得和淨出口不變 所得下降但淨出口不變 所得不變但淨出口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