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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羅爾斯（J. Rawls）對社會福利最大化的主張是： 
給予每人充分的財政參與權 給予最低所得者充分的財政參與權 
使每人福利盡量提升  使最低所得者福利盡量提升 

2 下列有關林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的敘述何者錯誤？ 
每個人的邊際利益等於公共財提供的邊際成本  
每個消費者願意分攤的每單位稅額等於其個人的邊際利益 
每個消費者願意分攤的每單位稅額加總等於該公共財提供的邊際成本 
公共財的供給量等於公共財的總合需求量 

3 下列有關所得分配的敘述，何者正確？ 
實際所得分配之羅倫士（Lorenz）曲線呈對角直線時，表示所得分配是絕對不公平的 
吉尼係數等於∞時，表示所得分配是絕對公平的 
吉尼係數等於 0時，表示所得分配是絕對不公平的 
所得分配愈是公平，總合消費支出會愈多 

4 一般凹向原點的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不具有下列何種特性？ 
邊際機會成本遞增 邊際技術替代率遞減 邊際產品轉換率遞增 邊際替代率遞減 

5 在只有 A、B 兩人與公共財 Z、私有財 X 的社會，下列有關社會無異曲線與社會福利函數的敘述，何者正

確？ 
前者描述 A、B 兩人的福利分配情形，後者描述社會對 Z與 X的偏好情形 
前者描述社會對 Z與 X的偏好情形，後者描述 A、B 兩人的所得分配情形 
前者描述 A、B 兩人的所得分配情形，後者描述社會對 Z與 X的偏好情形 
前者描述社會對 Z與 X的偏好情形，後者描述 A、B 兩人的福利分配情形 

6 我國制訂的「菸害防制法」目的在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其中對於吸菸者的規範是屬於： 
對污染者的外部性行為加以管制 對污染廠商的生產數量加以管制 
以補助方式加以改善外部性 以補助方式改善外部成本 

7 若某廠商的生產會產生外部利益，則表示廠商利潤極大的產量較之社會最適產量來得： 
高 低 相等 不確定 

8 下列有關柏瑞圖準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發生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時，一定會使社會福利增加 
發生柏瑞圖改善時，一定不會有任何人的福利受損 
處於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um）時的政策改變，必定會使某人福利減損 
達成柏瑞圖最適的過程，一定是使所有人的福利都增加 

9 下列四種財貨，何者最不可能被視為公共財？ 
電台廣播 戶外音樂會 音樂 CD唱片 所得分配 

10 擁擠性公共財之敵對性的存在，係依據下列何者而定？ 
該公共財提供之利益所及的地域範圍 參與消費人數多寡 
會員身分與否  生產成本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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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想要享受公共財的利益，卻未忠實表達本身對公共財的偏好，導致公共財的提供數量過低，此類型的

人稱為： 
政客  操縱價格者（price maker）  
坐享其成者（free-rider）  功利主義者（utilitarian） 

12 下表顯示經濟體系內僅有的四名消費者（甲、乙、丙、丁）在不同財貨數量下邊際利益（MB）之變動情形，
假設此一財貨為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且邊際社會成本為$2,000，則最適產量為何？ 

數量 MB甲($) MB乙($) MB丙($) MB丁($)
1 1000 800 600 400 
2 800 600 400 200 
3 600 400 200 100 
4 400 200 100 50 

 1單位  2單位  3單位  4單位 
13 某社區義工為推動社區環境美化，自行購買園藝工具，將社區周圍之花草樹木修剪整齊，美化環境。這種

行為會造成： 
外部成本 過度消費 外部利益 過度生產 

14 依據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解決環境污染可採下列何種方法？ 
污染數量的管制 課徵污染稅 當事人自願協商 管制產品價格 

15 通常區分公共投資的效益為直接或間接效益的方式是依照什麼而定的？ 
效益能否以貨幣形式表達公共投資的目的 公共投資的決策者 公共投資的規模 

16 若廠商的邊際外部成本為遞增，則皮古稅（Pigovian Tax）的稅率，應該等於： 
最適產量下的市場價格  最適產量下的平均污染成本 
最適產量下的邊際污染成本 最適污染下的總生產成本 

17 因為政府興建高速公路，使水泥公司的利潤增加，這屬於公共支出計畫的： 
直接效果 無謂損失 間接效果 直接利益 

18 欲判斷一項公共投資計畫是否值得進行，估計由 0 期至 N 期所有各期淨效益現值的總和 V，值得執行的條

件是： 
 V值為負數  V值愈小  V值為零  V值為正數 

19 以還本期（pay back period）法評估公共投資計畫的可行性，其計算原理和以下那個評估方法最相似？ 
淨現值法 益本比法 內部報酬率法 邊際成本法 

20 若政府實施擴大公共就業方案，僱用正處於失業的勞工時，則下列何者較適合用來計算公共計畫的成本？ 
市場工資率  現職公務人員的平均時薪 
失業者對休閒的評價  勞動的邊際產值 

21 有數個議案可供選擇，投票者與其他投票者交換條件，協助彼此通過對自己有利的議案，此現象稱為： 
外部性（externality）  投票矛盾（voting paradox） 
選票互助（logrolling）  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 

22 加值型營業稅的稅基，若為納稅單位的營業毛額減同一期進貨的差額，亦即相當於對一國在一定期間內社

會全體的消費及投資之和課稅，此種加值稅是屬於： 
毛所得型 淨所得型 消費型 投資型 

23 通常出現中央政府的支出成長率比地方政府的支出成長率高的趨勢，稱為公共支出的： 
宣示效果（announcement effect） 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集中效果（concentration effect） 稽查效果（inspection effect） 

24 民眾容易遺忘政府支出增加，最終勢必提高租稅負擔，仍然極力主張擴大政府社會福利支出規模的現象稱

為： 
租稅轉嫁 財政幻覺 租稅輸出 超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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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唐斯（A. Downs）的主張，政黨政治中，執政黨當選人為繼續執政，嚴格控制公共支出水準，避免加
稅，常導致公共財支出水準的： 
過多 適當 不足 不確定 

26 在選民具有單峰偏好的情況下，多數決的結果將反映何者的偏好？ 
獨裁者 中位數投票者 年長者 年輕者 

27 在環境保護與能源節約的討論議題方面，有主張課徵如能源稅等綠色租稅（Green Tax）稅制，可取代扭曲
性大的租稅，如薪工稅（Payroll Tax）、所得稅等，如此可以： 
增加政府稅收  產生雙重紅利（double dividend）  
達成零污染的目標  符合量能課稅原則 

28 在所得稅法規定之課稅範圍中，有若干種所得可以免納所得稅，這類所得稱之為：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免稅所得 列舉扣除額 

29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擴大，會使各國的關稅政策產生下列何種變化？ 
逐漸增加關稅的課徵項目，並逐漸提高關稅的稅率 
逐漸減少關稅的課徵項目，並逐漸提高關稅的稅率 
逐漸增加關稅的課徵項目，並逐漸降低關稅的稅率 
逐漸減少關稅的課徵項目，並逐漸降低關稅的稅率 

30 我國現有的稅目中，何者並非採取累進課稅？ 
營業稅 遺產及贈與稅 土地增值稅 個人綜合所得稅 

31 為防止進口貨物因享受輸出國之獎勵或補助，致使本國貨品處於不利競爭地位，而對該貨物另行加徵之抵

銷性關稅，稱之為： 
平衡稅 反傾銷稅 財政關稅 過境稅 

32 下列有關我國目前營業稅的敘述，何者錯誤？ 
加值型與總額型並存  為特種銷售稅  
屬於國稅  部分稅收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財源 

33 下列有關我國現行綜合所得稅的敘述，何者錯誤？ 
採屬人主義的課稅原則 採取累進課稅原則 允許物價指數連動調整 屬於國稅 

34 在不考慮休閒財的情況下，課徵比例所得稅與選擇性貨物稅之效果為： 
皆不會影響財貨的選擇   
對財貨的選擇而言，比例所得稅比選擇性貨物稅更具中立性 
課徵選擇性貨物稅不會產生替代效果 
課徵比例所得稅不會產生所得效果 

35 財產稅的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是將財產稅視為一種貨物稅，認為財產稅的歸宿是決定於供需曲線，
假設土地的供給不變，則對土地課徵財產稅，其稅負轉嫁之情形為： 
由房屋的供給者負擔 由房屋的需求者負擔 由房屋供需雙方共同負擔 由地主負擔 

36 依據雷姆斯法則（Ramsey Rule），為使課稅產生的超額負擔最小，應對需求彈性小的產品課徵： 
較高的稅率  較低的稅率  
超額負擔之大小與需求彈性無關 累退稅 

37 下列有關累進稅的自動穩定作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採行累進所得稅且稅率愈高時，其自動穩定作用愈大 
自動穩定作用會提高投資支出的乘數效果 
表示租稅的增加率小於國民所得的增加率 
表示稅收的所得彈性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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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關於規費的敘述，何者錯誤？ 
收取規費之財貨與勞務由政府機關獨占提供，故具有獨占性 
基於公權力收取費用，故具有強制性 
由政府機關收取，故為共同報償 
對特定對象收取，故為額外成本的特殊補償 

39 規費收取的「費用填補原則」（fill up fees principle）指的是政府機關收取規費應以何者為標準？ 
政府機關提供該勞務或財貨所產生的利益 政府機關提供該勞務或財貨所產生的消費者剩餘 
政府機關提供該勞務或財貨所產生的成本 政府機關提供該勞務或財貨所產生的價值 

40 依規定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管機關至少每隔幾年應辦理定期檢討一次？ 
一年 三年 五年 七年 

41 道德危險（moral hazard）所指的是： 
保險公司在你出事後就會想盡辦法不予理賠  
已投保的人就會比較疏忽不小心而增加出事的機會 
投保的人只對自己本身有利的投保項目或種類有興趣 
如果保費越高，投保的人就會越少 

42 「青年購屋低利貸款方案」係屬下列何種政策？ 
社會保險政策 福利服務政策 社會救助政策 稅式支出政策 

43 政府常基於公平的因素而執行所得重分配政策，如基於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則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的商品應該全部平均分配給人民 對於某些特定商品應平均分配給人民 
每一件商品不管賣給誰都收取一樣的價格 社會所有成員的所得都要平均分配 

44 沒有設定排富條款的政府老人津貼支出是屬於： 
社會保險的支出  福利服務的支出  
社會教育及社區發展的支出 社會救助的支出 

45 下列有關現金移轉（cash transfer）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同樣金額補貼下，一定比實物補貼（in-kind transfer）帶給受補貼者更大的效用水準 
會同時產生所得效果及替代效果 
會增加所有財貨的消費量 
會增加受補貼者的效用水準 

46 依據丁波（C. Tiebout）的地方公共支出理論，其他情況不變下，地方政府提供不同地方公共財的結果，會

有類似市場機制的均衡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地方公共財具有外溢效果  各地區居民對地方公共財的訊息完全對稱 
各地區居民的所得分配不平均 各地區居民完全可自由遷徙 

47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受分配統籌分配稅款之地方政府應將其分得之收入列為當年度之何種預算科目？ 
稅課收入 補助金 其他收入 營業收入 

48 在人口與生產要素皆可跨區域流動的情況下，為避免產生租稅競爭（tax competition）現象，地方稅之課徵
較宜採取： 
量能原則 簡便原則 均等原則 受益原則 

49 理論上，下列何者較適合做為地方政府的最主要稅收來源？ 
所得稅 貨物稅 財產稅 關稅 

50 下列關於「功能補助（function grant）」的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財政補助   
為使地方政府具有某種功能或公共服務，而給予的補助 
為使地方政府有垃圾處理能力，而提供焚化爐興建之補助 
對於地方政府預算赤字的改善效果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