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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 x、y 兩物為互補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 x 價格上升，y 的供給線左移 當 x 價格上升，y 的需求線不變 
當 x 價格上升，y 的需求線左移 當 x 價格上升，y 的需求線右移 

2 政府全面開放民營公司經營長途客運，使得平均票價下跌 40%，乘客增加 25%，由此可知長途客運的： 
需求彈性為 1.6 供給彈性為 1.6 需求彈性為 0.625 供給彈性為 0.625 

3 當廠商宣布新型車款即將上市後，舊車款的價格很快便下降。下列供需理論何者可以合理解釋舊車款市

場的降價現象？ 
需求不變，供給增加 需求增加，供給增加 需求減少，供給增加 需求減少，供給不變 

4 「穀貴傷民」的問題根源在於農產品的： 
供給彈性小 供給彈性大 需求彈性小 需求彈性大 

5 關於「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在一定期間內  偏好不能有改變 
邊際效用隨消費量增加而遞減 不可能發生邊際效用遞增的情形 

6 消費者之選擇原則為： 
以最小的支出，求最小的效用 以最大的支出，求最小的效用 
以最大的支出，求最大的效用 以可能的支出，求最大的效用 

7 水對人的重要性高於鑽石，但鑽石的價格卻比水高。這表示： 
水的總效用與邊際效用都比鑽石高 鑽石的總效用與邊際效用都比水高 
水的總效用較高但邊際效用較低 水的總效用較低但邊際效用較高 

8 若持有 1 元的效用固定為 2，已知 X 財的價格是 10 元，則下列何者滿足消費者效用極大的條件？ 
將所有的錢都花在 X 財上 消費 X 財至其邊際效用為 5 時 
消費 X 財至其邊際效用為 10 時 消費 X 財至其邊際效用為 20 時 

9 若長期平均成本遞增，代表： 
規模不經濟 規模報酬遞增 邊際成本固定不變 規模經濟 

10 王太太有一間店面，若開理髮店的話，每個月可以淨賺 7 萬元，若開服飾店的話，每個月可以淨賺 5 萬

元，若出租的話，每個月可以收取 6 萬元租金。假設王太太選擇了出租，則其經濟利潤為： 
 6 萬元  1 萬元 虧損 6 萬元 虧損 1 萬元 

11 平均固定成本會隨著產量的增加而： 
增加 減少 不變 先增加再減少 

12 某公司原本僱用 3 位員工，每日總產量為 12,000 單位，如果在僱用了第 4 位員工之後，每日總產量增加

為 15,000 單位。則下列推論何者正確？ 
僱用了第 4 位員工之後，每日平均產量減少了 250 單位  
僱用了第 4 位員工之後，每日平均產量減少為 3,000 單位 
第 4 位員工的邊際產量為 3,750 單位 
第 4 位員工的邊際產量高於原本 3 位員工的平均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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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固定生產要素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短期下可以改變投入的數量 短期下會影響變動成本 
短期下會影響邊際成本  短期下不可以改變投入的數量 

14 完全競爭廠商在短期決定停業是因為： 
有虧損存在 虧損大於總成本 虧損大於總固定成本 虧損大於總變動成本 

15 廠商對不同消費者進行差別訂價的原因為何？ 
廠商的生產成本相同 廠商的生產成本不同 消費者的需求相同 消費者的需求不同 

16 獨占性競爭廠商長期均衡的產量水準： 
超過長期平均成本最低的產量 等於長期平均成本最低的產量 
少於長期平均成本最低的產量 超過短期平均成本最低的產量 

17 一個完全競爭廠商的長期均衡利潤： 
大於零 小於零 可為正值、負值或零 等於零 

18 下圖中，ATC、MC、MR 與 D 各為一獨占廠商的平均總成本線、邊際成本線、邊際收益線與需求線。請

問最大的經濟利潤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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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黃金國出口 4 單位黃金可以換到 8 單位鑽石，請問黃金國的貿易條件為何？ 
 0.5  2  4  8 

20 本國為小國，封閉經濟下國內手機的均衡價格等於 10 元。若國際價格為 20 元，開放國際貿易後，下列

結果何者錯誤？ 
本國手機供給量增加  本國對手機的需求量減少 
本國會出口手機  國內手機價格為 10 元 

21 生產可能線的外移可以表達那一個重要的經濟觀念？ 
機會成本 邊際替代率遞減 邊際成本遞增 經濟成長 

22 一般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為： 
亞當．斯密（Adam Smith）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馬克思（Karl Marx）  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23 公共財與準公共財的主要區別在於： 
是否有排他性 是否有共享性 是否為公營 是否有外部性 

24 2009 年 12 月 7 日至 18 日在丹麥哥本哈根舉行的國際會議所探討議題是什麼？ 
海地的災後重建  如何讓金融海嘯後的經濟復甦 
如何逐年降低全球的碳排放量 WTO 會員如何逐步降低農產品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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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關於具有外部經濟效果之完全競爭產業的敘述，何者錯誤？ 
會有絕對損失  會發生市場失靈 
政府可對其補貼以達到最大經濟效率 政府不干預即可自動達到最大經濟效率 

26 下列何者較不容易造成「政府失靈」？ 
政府在訊息不完全下實施公共政策 公務員的薪水依表現分級 
投票決定公共政策  企業遊說政府通過財經法案 

27 某公司在他國設廠生產汽車，而且回銷本國。試問此回銷的部分應列入那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本國   
他國 
兩國，且每一個國家均將此部分汽車價值列入該國 GDP 中 
兩國，而每一個國家可將此部分汽車 1/2 的價值列入該國 GDP 中 

28 2000 年臺灣的 GDP 為新臺幣 101,873.94 億元。但倘若以 2006 年為基期，2000 年的實質GDP 則為 106,019.29
億元。試問，2000 年之GDP 平減指數應該為多少？ 
 100.00  106.60  96.09  104.07 

29 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 NI）是下列那些項目的加總？ 
工資、租金、間接稅淨額與折舊 工資、租金、利息與折舊 
工資、租金、利息與利潤 工資、租金、投資與利潤 

30 A、B、C、D 四國的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分別為 0.35、0.25、0.53、0.48，請問那一國的所得分配

最平均？ 
 A  B  C  D 

31 「乘數效果」是指： 
自發性支出變動一單位使得均衡所得變動的效果 誘發性支出變動一單位使得均衡所得變動的效果 
所得變動一單位造成自發性支出變動的效果 所得變動一單位造成誘發性支出變動的效果 

32 有關簡單凱因斯模型裡的邊際消費傾向（MPC）、平均消費傾向（APC）、邊際儲蓄傾向（MPS）與平

均儲蓄傾向（APS）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MPC＞0，且 APC＞MPC  APC＞0，且 1＞MPC＞0 
 1＞APS，且 1＞MPS＞0 MPS＞0，且 APS＞MPS 

33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邊際消費傾向為 0.75，若政府消費支出與稅收淨額同時增加 100，將使均衡所得變

動多少？ 
減少 100 增加 100 不變 增加 75 

34 下列有關「國民所得會計」的敘述，何者正確？ 
儲蓄與投資都是預擬的  儲蓄與消費都是預擬的 
儲蓄與投資都是事後的  實現投資不一定等於實現的儲蓄 

35 貨幣供給異常增加的短期直接效果為何？ 
名目利率上升 名目利率下降 物價膨脹上升 物價膨脹下降 

36 存款準備率上升時，貨幣乘數會如何改變？ 
上升 下降 維持不變 變動不確定 

37 若本年度政府支出總額為 7,000 億元，稅收為 6,500 億元，公債發行收入為 500 億元，則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今年財政收支恰好平衡  今年有財政赤字  
今年政府儲蓄為零  今年政府負債利息支出增加 5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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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長期菲力普曲線所對應的失業率為何？ 

結構性失業率 摩擦性失業率 循環性失業率 自然失業率 

39 根據民國 97 年人力資源調查統計結果，全國總人口約為 2,291 萬人，勞動力約為 1,085 萬人，就業人口

約為 1,040 萬人，試問此時的失業率大概是多少？ 

 2%  4.1%  5.4%  6.7% 

40 若銀行牌告利率為 2%，消費者物價指數的年增率為 5%。其他條件不變之下，你目前的銀行存款在明年

可換到的商品數量將會： 

提高 減少 不變 無法確定 

41 經濟體系出現物價下跌，可能是因為出現下列何種情況？ 

總合需求增加快過於總合供給 總合需求增加較總合供給增加為慢 

總合供給不變，總合需求增加 總合需求不變，總合供給減少 

42 銀行的超額準備減少會造成貨幣供給： 

增加 不變 減少 變化不確定 

43 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係指中央銀行： 

調整存款準備率的行為  明訂其利率目標 

在金融市場上買賣債券的行為 公開其內定的貨幣成長率 

44 下列有關貨幣之敘述，何者錯誤？ 

商品貨幣是指用實質商品當作交易媒介  

法定貨幣本身價值高於其面額 

銀行的存款是銀行創造信用的基礎  

當金幣的面額低於本身的價值時，市面上將出現劣幣驅逐良幣的現象 

45 有關金融危機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利率突然大幅上升可能是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  

經濟大幅衰退可能是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 

訊息不對稱是危機的主因  

抵押品的價值大幅上揚是危機的導火線 

46 發現「劣幣驅逐良幣」現象的人是： 

凱因斯（J. Keynes）  顧志耐（S. Kuznets） 

弗利德曼（M. Friedman） 格萊興（T. Gresham） 

47 下列何者並未包含在國際收支帳之內？ 

金融帳  經常帳  

國民所得帳  中央銀行準備資產之變動 

48 兩種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稱為： 

匯率 重貼現率 購買力平價 通貨膨脹率 

49 下列何事件將形成臺灣外匯市場的需求？ 

美國投資客欲購買臺灣股票 美商麥當勞欲在臺灣成立分店 

本國人欲至美國留學，必須繳學費 大陸觀光客隨團來臺欲購買臺灣名產 

50 歐洲部分國家從 1999 年元月開始，決定採用的共同貨幣之符號為： 

 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