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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知需求函數為 ，其中 為商品X的需求量，I為所得，PIPPPQ ZYX
D
X 002.005.003.07.080 −+−−= D

XQ Y為商品Y

的價格，PZ為商品Z的價格，則下列那些敘述是正確的？若Y產品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則對X的需求會減

少 若生產Z產品的原料價格上漲，則對X的需求會增加 政府減免所得稅會造成X的需求增加 政府

減免所得稅會造成X的需求減少 

    

2 假設蘋果市場的需求曲線為 ，供給曲線為 ，QpQd 28−= pQs +−= 1 d及Qs分別為需求量及供給量，p為價格

，則市場的均衡價格為： 

 1  2  3  4 

3 下面那幾組商品或服務為消費上的互補品？電腦與網際網路 釘書機與釘書針 咖啡與茶 看電

影與租錄影帶 

    

4 政府提供低利率貸款給購屋者，是希望促使房屋市場： 

供給減少 供給增加 需求減少 需求增加 

5 假設台北市計程車調降車資，但是搭乘人次反而減少，比較可能的理由是： 

汽車價格上漲 公車路線增加 計程車數量增多 消費者所得提高 

6 若供給線是一條通過原點的直線，則： 

斜率愈大，彈性愈大 斜率愈大，彈性愈小 彈性在各點不同 彈性都等於 1 

7 下列關於短期生產中，平均產量 AP與邊際產量 MP之間關係的描述，何者正確？ 

當 AP隨勞動增加而上升時，AP比 MP高  

當 MP隨勞動增加而上升時，MP比 AP低 

當 MP隨勞動增加而遞減時，AP也是隨勞動增加而遞減 

當 AP隨勞動增加而遞減時，MP比 AP低 

8 廠商處於規模報酬遞減時，會發生下列那一種現象？ 

長期平均成本下降 長期平均成本上升 邊際成本下降 邊際成本上升 

9 若是市場集中度愈高，按照「四大廠商」計算的數值就會愈趨近於： 

 0  0.5  1  10000 

10 陳先生以種植水果為業，目前水果市場是一種完全競爭市場，下列有關陳先生收益線的敘述，何者錯誤？ 

平均收益線是水平線  邊際收益線是水平線 

水果市場需求線是水平線  平均收益線和邊際收益線一樣 

11 商家對某物品採降價促銷以圖增加利潤，必定是認為消費者對該物品的需求： 

彈性大於 1 彈性小於 1 彈性等於 1 彈性等於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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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獨占者可以減少經濟效率損失又能避免發生虧損的訂價法，稱為： 

利潤極大訂價法 邊際成本訂價法 平均成本訂價法 遏阻訂價法 

13 下列何種寡占理論，可以用來解釋價格僵固性？ 

包默（W. Baumol）的可競爭市場模型 史威濟（P. Sweezy）的拗折需求線模型 

何太凌（H. Hotelling）的空間競爭模型 馮諾曼（J. von Neumann）的賽局理論 

14 下圖為租屋市場的供給線（S）與需求線（D），則社會剩餘最大的數量為： 

q1  

q0  

q2  

不論數量多少，社會剩餘均相同 

15 若土地的供給線是正斜率，則： 

提供土地的機會成本為正  提供土地的機會成本為零 

地租等於消費者剩餘  地租大於生產者剩餘 

16 廠商對生產要素的需求起源於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故要素需求是一種： 

總合需求 超額需求 引申需求 最終需求 

17 以下何者不是外部性的例子？ 

酒後開車肇事  買家大量進貨造成市面貨品短缺引發價格上漲 

吸二手菸的問題  國民義務教育 

18 公園的社會需求線是消費者個別需求線的： 

水平加總 垂直加總 倍數 平均數 

19 國民生產毛額和國內生產毛額的差距等於： 

淨投資 間接稅 國外要素所得淨額 存貨投資 

20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陳太太原本在電子工廠當作業員，因為工廠移到國外而失業，原先她的月薪是兩萬五

千元新台幣，現在她的孫子正好出生，因此她兒子請她照顧孫子，每個月也支付兩萬五千元給媽媽。根據

目前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定義與計算方法，這會造成什麼影響？ 

 GDP 不受影響  GDP下降  GDP上升 對GDP之影響無法確定 

21 假設臺灣只生產米及玉米兩種商品。在 2000 年（基期），米及玉米的單價分別為 100元/斤及 10元/支，產

量分別為 150斤及 200支。在 2001 年中，米及玉米的單價分別為 110元/斤及 8元/支，產量分別為 200斤

及 150支。臺灣 2001 年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為： 

 23,200元  18,100元  21,500元  17,000元 

22 若一經濟體系的儲蓄函數為 （S＝儲蓄，Y＝可支配所得），則其消費函數為： YS 3.050 +−=

 50-0.3Y  50+0.3Y  50+0.7Y -50+0.7Y 

23 若消費函數為 C=250+0.8Y，當所得 Y=100時，平均消費傾向（APC）為： 

 3.3  5  330  0.8 

24 下列何者會讓政府預算出現平衡？ 

稅收等於移轉性支付 稅收等於政府投資 稅收等於民間儲蓄 稅收等於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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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當景氣低迷，大眾面對未來不確定性增加而不願花錢時： 

平衡預算乘數不變  貨幣乘數會變小  

平衡預算乘數會變小  政府消費支出乘數會變大 

26 當景氣衰退時，下列敘述何者一定正確？ 

國民所得成長率下降  投資下降幅度通常小於消費支出下降幅度 

投資下降幅度通常小於政府消費支出下降幅度 消費下降幅度通常小於出口淨額下降幅度 

27 甲國總人口為一千萬人，勞動人口為七百五十萬人，失業人口為三十七萬五千人，則甲國失業率為： 

 3.75%  5%  7.5%  25% 

28 以最高最低所得組之所得倍數來衡量所得分配，通常是將全國家戶依所得高低分成幾個等分？ 

二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29 關於排擠效果的說明，以下何者正確？ 

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利率上升，排擠民間投資 

緊縮性財政政策造成利率下降，增加了民間投資 

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利率下降，增加了民間投資 

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利率上升，排擠民間投資 

30 有關外匯存底之概念與說明，以下何者錯誤？ 

外匯存底為全民之資產，長期時應分配與全國大眾 外匯存底為發行新台幣的準備之一 

一國貿易持續出超，有利該國外匯存底累積 外匯存底持續累積，將使一國的貨幣數量增加 

31 所謂「淨出口」是指： 

出口的商品與勞務是否經過淨化 商品與勞務的出口與進口間的差額 

外勞人數流進與流出間的差額 外資流入與流出金額間的差額 

32 以台灣、美國兩國為例，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按照購買力平價關係，當美國物價出現上漲現象，這將使： 

新台幣升值  美元升值  

台灣物價上揚  新台幣、美元升貶值與美國物價變化無關 

33 記錄一國在一年內所有對外交易而發生的資金進出之資料稱為： 

國民所得帳 國際收支帳 金融帳 經常帳 

34 一國出現經濟成長，將反映在何種曲線變化上： 

總供給線左移 總需求線左移 生產可能線外移 生產可能線內移 

35 如果世界上只有甲和乙兩個資源相同的國家。利用相同的生產資源，甲國能生產 1000噸小麥或 500噸玉米，

乙國則能生產 800噸小麥或 200噸玉米，根據比較利益法則，甲國應該： 

出口小麥，進口玉米  出口玉米，進口小麥 

同時出口小麥和玉米，完全不進口 同時進口小麥和玉米，完全不出口 

36 進口可以增加社會福利，因為： 

進口商賺錢大於外匯支出  

進口品的消費者剩餘大於外匯支出 

進口品消費者剩餘的增加，大於進口品國內生產者剩餘減少 

進口所課的關稅收入超過外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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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關貿易條件（terms of trade），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等於進口品國際價格除以出口品國際價格 等於一單位出口品所能換到的進口品數量 

由出口國控制  數值越大表示貿易條件惡化 

38 甲國自乙國進口汽車會使： 

甲國汽車的價格上升  乙國汽車的價格降低 

甲國汽車的消費量增加  乙國汽車的消費量增加 

39 利率為資金的使用成本，其主要在反映貨幣的： 

空間價值 實質價值 時間價值 內在價值 

40 以下何者不是台灣常用的貨幣數量統計？ 

M1A M1B M2 M2A 

41 目前流通之新台幣的面額價值是透過何種方式決定？ 

由民眾公投決定  由民眾依實際交易習慣所決定 

由政府命令或法律所賦予  由公開市場買賣雙方所議定 

42 一年期以下有價證券交易的市場稱為： 

資本市場 貨幣市場 拆借市場 錢莊 

43 銀行實際持有準備數量減去法定準備稱為： 

超額資本 超額盈餘 超額準備 超額存款 

44 若存款準備率為 10%，則貨幣乘數最大為： 

 0.1  0.2  5  10 

45 中央銀行在政府機關內主要扮演的角色為： 

制定經濟發展策略 制定產業發展政策 創造外資投資環境 制定貨幣政策內容 

46 如果中央銀行在公開市場買入政府公債，則實質貨幣供給線會： 

向左移，利率上升 向左移，利率下降 向右移，利率上升 向右移，利率下降 

47 當經濟景氣出現衰退時，中央銀行可能會採取下列何種貨幣政策，以刺激低迷的景氣？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率  降低重貼現率  

對廠商進行道德勸服要求保有新台幣 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48 以下何者不屬於中央銀行的貨幣政策工具？ 

調整法定準備率  調整擔保放款融通利率 

調整重貼現率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49 貨幣在一定期間內轉手或周轉的次數稱為： 

貨幣流動性 貨幣流通速度 貨幣乘數 貨幣基數 

50 若阿火對某資產進行投資，在投資期滿後總共回收 2400元，經其計算投資報酬率為 20%，請問期初阿火所

投資的本金為多少元？ 

 200元  480元  1200元  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