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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多年輕人多買不起房子，試問若政府訂定符合年輕人所得的「房價上限」，這會使房屋成交量： 
增加 降低 不受影響 視需求彈性而定 

2 新聞報導「塑化劑」導致消費者不敢購買「奶酥麵包」，此對「奶酥麵包」市場均衡的影響為： 
 價格與購買量均提高  價格降低並導致市場存在超額供給 
價格降低，購買量提高  價格與購買量均降低 

3 關於恩格爾曲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恩格爾曲線是指消費者對某一財貨需求量與價格的關係 
恩格爾曲線是指供給者對某一財貨供給量與價格的關係 
某財貨的所得彈性為負時，其恩格爾曲線的斜率為負 
所得彈性等於恩格爾曲線的斜率 

4 若某一消費者僅消費X財與Y財，P 與P 分別為X財與Y財的價格，MU 與MUX Y X Y分別為X財與Y財的邊際效

用，當X財與Y財的邊際效用比等於 8（即 8=
Y

X

MU
MU

），若消費者已達到最大效用，且P = 5，則此時PY X為

： 
 25  30  35  40 

5 固定規模報酬指的是，所有投入等比例增加，產出增加的比例將： 
小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保持不變 等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大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6 下列何者不是市場失靈，政府介入市場的理由？ 
市場可能為自然獨占 有資訊不對稱 為追求公平 市場為完全競爭 

7 某獨占者面對的市場需求函數為 Q = 100-0.5P，若生產產品不需要成本，它應該生產幾個產品，才能得

到最大利潤？ 
 50  100  150  200 

8 下列何者不是自然獨占廠商必有的特性？ 
在需求的範圍內，產量愈大平均成本愈低 會在 LAC 最低點生產 
具有內部規模經濟  規模愈大愈有效率 

9 下列是一國對花卉和蔬菜的生產可能線組合，從 B 到 C，生產一單位花卉的機會成本為： 

生產組合點 花卉（數量） 蔬菜（數量） 
A   0 900 
B 100 700 
C 200 400 
D 300   0 

 300 單位蔬菜  1/3 單位蔬菜  3 單位蔬菜  2 單位蔬菜 
10 一個生產完全具有絕對利益的國家，與一個完全沒有絕對利益的國家，雙方交易意願為何？ 

都沒有交易誘因  只要相對價格不等，都有交易誘因 
只有絕對利益的國家有交易誘因 只有絕對不利益的國家有交易誘因 

11 有關對某種財貨生產者課稅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該財貨的均衡數量會下降 該財貨的均衡價格會下降 
課稅後的供給線會右移  課稅後的需求線會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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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存在外部成本的市場均衡」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市場的均衡價格高於社會最適，均衡數量低於社會最適 
市場的均衡價格高於社會最適，均衡數量高於社會最適 
市場的均衡價格低於社會最適，均衡數量低於社會最適 
市場的均衡價格低於社會最適，均衡數量高於社會最適 

13 下列何者不是以平均每人實質所得衡量國民經濟福祉的缺點？ 
忽略所得分配 忽略污染的損害 忽略休閒的價值 忽略物價的波動 

ββ −= 1LAKY14 A 國的生產函數為 Cobb-Douglas 函數： ，每年技術進步率為 1%，每年資本成長率為 2%，

勞動投入成長率為 2%，則產出成長率為何？ 
 3%  4%  5% 無法判斷 

15 若充分就業所得水準為 1,500，實際的所得水準為 1,000，政府為達到充分就業，應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減少政府消費支出以消除緊縮缺口 增加政府消費支出以消除緊縮缺口 
減少政府消費支出以消除膨脹缺口 增加政府消費支出以消除膨脹缺口 

16 設 Y 為所得，C 為消費，兩者關係如下表所示。 

Y C 
540 540 
560 555 
580 570 
600 585 
620 600 
640 615 

若不考慮政府與國外部門下，根據上表資料，簡單乘數效果為： 
 1.33  2  4  5 

17 下列何者在其他條件不變之下，最可能和短期利率降低有關？ 
提高法定準備率 公開市場賣出 實質 GDP 下降 提高重貼現率 

18 中央銀行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是交易： 
政府發行的證券 外國債券 股票 外匯 

19 根據古典學派的總合供需模型，若消費者預期未來物價將下跌而減少消費，下列推論何者正確？ 
名目工資率下跌、勞動僱用量增加 名目工資率下跌、勞動僱用量不變 
名目工資率上升、勞動僱用量增加 名目工資率上升、勞動僱用量不變 

20 下列何者不是名目工資率向下僵固的原因？ 
工會團體反對降薪  技術進步 
勞資雙方簽訂長期勞動契約 勞動市場供需資訊不完整 

21 下列何者屬於間接金融？ 
直接向商業銀行貸款取得資金 透過政府間接向中央銀行取得資金 
透過境外公司間接向國外投資客取得資金 發行公司股票取得資金 

22 在物價水準不變下，下列何者將使貨幣需求增加？ 
推廣使用信用卡 國民所得提高 利率上升 廣設自動提款機 

23 若一經濟體系的法定準備率為 15%，各銀行超額準備皆為 5%，則貨幣乘數最大為多少？ 
 5  10  15  20 

24 在 1980 年代末期，日本主要是因為下列何者才使得國際資金不斷湧入套利，最終導致資產泡沫化？ 
升息 降息 預期日圓升值 預期日圓貶值 

25 以下何者會增加臺灣外匯市場的美元供給？ 
出口商品到美國 從美國進口商品 買進美國公債 賣出歐元計價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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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列何者不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論中所提到的國家重要任務？ 

保護社會免於受到外來侵略 提供某些典章制度和公共設施 
增進經濟成長  降低通貨膨脹 

27 下列學者中，何人認為最適租稅應依商品需求彈性的大小而定？ 
凱恩斯（Keynes, J.M.）  馬克斯（Marx, K.） 
馬爾薩斯（Malthus, T.R.） 雷姆斯（Ramsey, F.） 

28 下列關於某一純粹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需求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一水平線 
可透過在所有可能價格下對個別消費者的消費量進行加總而得出 
可透過在所有可能數量下對個別消費者的邊際效益進行加總而得出 
為此一純粹公共財的邊際成本線 

29 要讓固定數量的擁擠性公共財（congestible public goods），可供更多人消費時，其邊際成本會如何？ 
始終會等於零 
將會是負值，並且會隨消費者人數的增加而遞減 
將會是正值，同時會隨消費者人數的增加而遞減 
起初可能為零，之後隨消費者人數的增加而成為正值，且可能逐漸遞增 

30 下列有關俱樂部財（club goods）的敘述，何者正確？ 
同時具有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 具有排他性但無敵對性 
具非排他性但具敵對性  同時具有敵對性與排他性 

31 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要成立的主要條件為下列何者？ 
非排他性  非敵對性  
交易成本（協商成本）非常低 沒有擁擠成本 

32 追求利潤最大化之廠商的生產活動，在任何產量下皆產生外部成本，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實際產出高於社會最適產出 實際產出等於社會最適產出 
在均衡時，邊際私人成本高於邊際社會成本 在均衡時，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邊際社會成本 

33 在公共財成本平均分攤的前提下，甲、乙、丙三人對某公共財之需求量分別為 2、9、4 單位，如果三人

以多數決方式決定此一公共財的提供量，則其結果將為： 
 2 單位  4 單位  5 單位  9 單位 

34 根據尼斯坎南（Niskanen）的官僚理論，下列何者正確？ 
公共支出將往中央政府集中 公共支出將會不足 
公共收入將超過公共支出而產生預算盈餘 公共支出將會過高 

35 採取下列何種投票法則進行議案之選擇時，有可能會造成少數人偏好反而會凌駕多數人偏好的結果？ 
簡單多數決（majority voting rule） 相對無異議決（relative unanimity rule） 
一致決（unanimity rule） 計點投票（point voting rule） 

36 甲乙二計畫的成本相同，甲計畫實施後立即產生 900 萬元利益，乙計畫實施後的次年才產生 1,210 萬元利

益，假設貼現率為 10%，則： 
甲計畫較乙計畫有利  乙計畫較甲計畫有利 
甲計畫和乙計畫沒差別  貼現率上升，甲計畫的利益越大 

37 羅爾斯（John Rawls）提出「極大化最小」（maximin）社會福利函數，是指： 
社會福利水準等於社會最高所得者的效用水準  
社會福利水準等於社會中間所得者的效用水準 
若能提高最低所得者的效用，社會福利水準就可增加 
社會的目的在追求中間所得者的效用最大化 

38 自然獨占廠商若採取平均成本定價法（average cost pricing），可達到下列何種情況？ 
廠商的利潤最大  消費者的效用最大  
廠商的利潤為零  廠商的平均生產成本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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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對追求利潤極大化的獨占廠商課徵利潤稅的結果，對該獨占廠商所生產之財貨的產量與價格，將有何影

響？ 
產量減少，價格提高  產量不變，價格提高  
產量減少，價格不變  產量與價格均不改變 

40 遭受嚴重疾病可能性越大的人，需要依賴醫療保險的照顧越多，參加醫療保險的意願也越強烈，此種現

象稱為： 
替代效果（substitution effect） 免費享用（free riding）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道德危險（moral hazard） 

41 對某一財貨課稅時，超額負擔與受補償需求彈性之間的關係為何？ 
正相關 負相關 不受影響 不一定 

42 對資本利得課稅，可能導致對資本移動的阻礙，扭曲資源的配置，稱為什麼效果？ 
稅負集中效果 產出效果 閉鎖效果 替代效果 

43 若應納加值稅額之計算，是將廠商的銷貨收入減去所有進貨成本與資本設備的折舊，再乘以適用之稅率，

此乃係： 
淨所得型加值稅下之稅基相減法 淨所得型加值稅下之稅額相減法 
消費型加值稅下之稅基相減法 消費型加值稅下之稅額相減法 

44 若只有甲、乙兩地方，且資本總額固定，而甲地方之財產稅有效稅率高於乙地方，則依財產稅歸宿的新

觀點（new view），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地方之資本所有者將比乙地方資本所有者負擔較重的稅 
甲地方之資本將外流到乙地方 
甲地方之稅前毛報酬率將高於乙地方之稅前毛報酬率 
甲地方之稅後淨報酬率將低於乙地方之稅後淨報酬率 

45 依財產稅歸宿的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土地稅與房屋稅均為累進 土地稅為累進；房屋稅為累退 
土地稅為累退；房屋稅為累進 土地稅與房屋稅均為累退 

46 下列有關公債負擔在代際間移轉的論點，何者以排擠假說（crowding-out hypothesis）為主要論證？ 
藍納（Lerner, A.P.）之觀點  
世代重疊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新古典模型（neoclassical model）  
李嘉圖模型（Ricardian model） 

47 依我國預算法之規定，下列關於預備金之敘述，何者正確？ 
當各機關執行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不足時，得經一定法定程序動支第一預備金 
當各機關原列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列經費不足時，得經一定法定程序動支第一預備金 
當各機關原列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量致增加經費時，得經一定法定程序動支第一預備金 
第一預備金設置於總預算中 

48 下列何者不是帝波（Tiebout, C. M.）地方公共財「以腳投票模型」的假設？ 
偏好異質  多元分散化選擇 
稅收與公共支出相應  租稅競爭導致均衡稅率下降 

49 下列有關地方財政觀念之敘述，何者正確？ 
若產生租稅輸出現象時，將使地方公共財提供的水準太多 
地方公共財若忽略區域間的外部利益，其提供的水準將太多 
增加地方居民所得將比增加地方政府補助款，所造成的地方公共支出水準的增加較多 
特定配合補助將比相同補助成本之特定非配合補助，帶給受補助地方較高的福利水準 

50 為矯正政府間「水平的財政不平衡」，應採下列何種補助款？ 
定額特定補助 配合特定補助 非配合一般補助 收入分成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