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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是實是性敘述（positive statement）？ 
國家存亡，匹夫有責  朋友相交，患難與共  
不患寡而患不均  市場經濟制度能提升經濟效率 

2 生產可能線呈現負斜率，是因為： 
資源有限 邊際替代率遞減 邊際成本遞增 邊際技術替代率遞減 

3 下列何種情況下，一個經濟社會的消費組合會落在生產可能線之外？ 
技術進步 國際貿易 人口成長 消費成長 

4 甲放棄看電影，選擇打工三小時，時薪 100元。甲打工的機會成本是： 
零  300元 打工所需的花費 看電影的樂趣 

5 若政府採取價格管制措施，令商品之價格必須高於市場均衡價格，則此市場會產生： 
超額供給 超額需求 需求線向右移動 供給線向右移動 

6 商品的替代品愈多表示： 
供給價格彈性愈大 需求價格彈性愈小 供給線愈平坦 需求線愈平坦 

7 市場上有一個消費者甲，需求函數為 QP −=14 ，和一個供給者乙，供給函數為 。後來增加一個消

費者丙，其需求函數與甲相同，則下列何者正確？ 

QP += 2

消費面的最高願付價格提高為 28 消費面的最高願付價格不變為 14 
均衡時，供給者可以多賣 6單位 均衡時，供給者可以多賣 8單位 

8 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就是消費該單位商品所帶來的： 
邊際效益 邊際收益 邊際成本 邊際替代率 

9 市場供給函數為 ，市場上有二位消費者分別為， ， ，則市場均衡的數

量是： 
PQs 5.1= PQd 5.0121 −= PQd 282 −=

 5  7.5  9  12 
10 已知某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0.85，則： 

當價格上漲 10%時，需求數量會減少 0.85% 價格每上漲 1%時，需求數量會減少 10.2% 
價格每上漲 0.85%時，需求數量會減少 1% 價格每上漲 1%時，需求數量會減少 0.85% 

11 如果價格下限（price floor）超過均衡價格，那麼市場將會： 
供過於求  供需相等  
供不應求  供給量可能高於或低於需求量 

12 假設稻米保證價格收購制度規定的價格下限（price floor）是 45元，當稻米市場需求為 P=75-3Q，而市場供
給為 P=15+2Q時，此時市場將會出現何種現象？ 
超額需求 5單位 超額需求 15單位 超額供給 5單位 超額供給 15單位 

13 利潤的定義為： 
淨收益減掉折舊  邊際收益減掉邊際成本  
平均收益減掉平均總成本  總收益減掉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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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黃先生看電影得到的每元邊際效用為 2，他想買包零食同時享用，零食的價格為 50元且邊際效用為 120單
位。若他看電影和吃零食的邊際效用都呈現遞減，此時他應該： 
多買一些零食 少買一些零食 不必改變零食的購買數量多看一場電影 

15 下列有關廠商成本的敘述，何者正確？ 
邊際成本=（產出數量變動）/（總成本變動） 平均總成本=總成本/產出數量 
總成本=變動成本+邊際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平均總成本－邊際成本 

16 當廠商的成本函數具有規模不經濟特性時，則該廠商的： 
長期邊際成本遞增 長期邊際成本遞減 長期平均成本遞增 長期平均成本遞減 

17 下列那一項是造成自然獨占的原因？ 
專利權 規模經濟 獨家擁有生產要素 邊際報酬遞增 

18 下列何者描述的是寡占市場？ 
廠商數目很多，產品同質  廠商數目很多，產品異質 
廠商沒有訂價能力  廠商數目很少，有訂價能力 

19 在飲料中，可口可樂與百事可樂是替代品，百事可樂公司在電視上做廣告，其主要目的是想要： 
使百事可樂的供給增加  使可口可樂的供給增加 
使百事可樂的需求增加  使可口可樂的需求增加 

20 假設自然獨占者面對的市場需求和成本如下圖，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平均成本訂價法無利潤損失  
邊際成本訂價法的絕對損失是 ehj 
平均成本訂價法的利潤損失是 stjf  
平均成本訂價法的絕對損失是 ehj 
 
 
 
 
 

21 完全競爭的勞動市場，相對獨買的勞動市場，將會出現何種狀況？ 

f 

c 
s 

O

LAC 
LMC 

D 
MR 

j jv 

t e 

n 

h 

m

＄ 

產量 

其僱用量及工資均較低  其僱用量及工資均較高 
其僱用量較高，但工資較低 其僱用量較低，但工資較高 

22 一個社會對一項公共財的需求曲線是對下列何者的加總？ 
每一生產者對應每一單位的邊際成本 每一生產者對應每一價格的供給數量 
每一個人對應每一價格的需求數量 每一個人對應每一單位的願付價格 

23 已知下圖為某產品的市場成本與效益曲線。若市場為完全競爭且政府並未介入，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的均衡數量會比社會最適數量多  
市場的均衡價格會比社會最適數量對應的價格低 
該產品在生產上有負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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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列那一項不是政府失靈的原因？ 

政府官員與民代皆有私心  民主政治有缺陷 

民眾對公共政策的關心，有搭便車心理 公共財具有共享性質（non-rivalry） 

25 當完全競爭廠商之 U型邊際成本線與邊際收益線有兩交點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產量較小者之利潤為極小，且其生產者剩餘必為負 產量較大者之利潤為極大，且其利潤必為正 

產量較大者之利潤為極大，且生產者剩餘必為正 兩種產量皆為利潤極大 

26 若某國毛投資為 150億美元，折舊費用為 50億美元，利息支付為 100億美元，地租為 100億美元，勞動報

酬為 500億美元，利潤所得為 100億美元，請問該國國民所得（NI）為多少？ 

 950億美元  900億美元  800億美元  700億美元 

27 下列有關經濟租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中都可能有經濟租的成分 供給彈性愈大，經濟租在報酬中所占的成分愈高 

時間愈短，經濟租在報酬中所占的成分愈高 利潤與經濟租的性質相近 

28 以下何者具有自動穩定機制（automatic stabilizer）的功用？ 

失業救濟制度 定額稅 公債融通 貨幣融通 

29 若產品市場為不完全競爭，則廠商在達到最適要素僱用量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邊際產值低於邊際生產收益 邊際產值等於邊際生產收益 

邊際產值高於邊際生產收益 邊際產值與邊際生產收益無關 

30 有關追求利潤最大廠商的生產要素需求，何者正確？ 

生產要素需求線等於其邊際生產收益線 生產要素需求線等於其平均生產收益線 

當生產要素價格愈高，成本愈高，要素需求也愈多 僱用到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等於零 

31 在臺灣景氣波動的歷程中，當景氣衰退時，下列那一項的波動較為明顯？ 

消費支出明顯減少 投資毛額明顯減少 政府支出減少 出口增加，進口減少 

32 失業率是指： 

失業人口數占總人口數的比率  

失業人口數占年滿 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數的比率 

失業人口數占勞動力人數的比率 

失業人口數占民間非監管人口數的比率 

33 若甲與乙兩國都只生產、消費食物與衣服兩種產品，而且兩國也只使用勞動來生產該兩項產品。甲國一個

工人一天可生產 5 件衣服或 9 單位的食物，但乙國一個工人一天卻只能生產 4 件衣服或 8 單位的食物。若

兩國間採行自由貿易，且均衡的貿易條件（指一件衣服可以交換食物的單位數）為 2 時，則兩國貿易所產

生的貿易利得將歸屬何國？ 

全歸甲國 全歸乙國 部分歸甲國，部分歸乙國無法決定 

34 為解決生產上的外部成本，政府對生產者課稅，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上的產量會更多  市場上的價格必會上漲到完全反應稅額 

市場產量會趨向於社會最適產量 會增加市場的需求 

35 當經濟體系處於流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時，則下列何者正確？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兩種政策都完全不能提高產出水準 

貨幣政策完全不能提高產出水準，財政政策反而較能提高產出水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兩種政策都可以提高產出水準 

財政政策完全不能提高產出水準，貨幣政策反而較能提高產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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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列有關洛侖士曲線（Lorenz curve）的敘述，何者正確？ 
橫軸為家戶累計百分比  縱軸為家戶累計百分比 
橫軸為物價上漲百分比  縱軸為物價上漲百分比 

37 景氣燈號中，下列何者表示景氣在衰退中？ 
由黃藍燈到綠燈 由黃紅燈到紅燈 由綠燈到黃紅燈 由綠燈到藍燈 

38 中央銀行的角色不包括以下那項？ 
政府的銀行  控制貨幣供給  
融通私人廠商的資金借貸需求 管理外匯市場，調節國際收支 

39 政府採行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將造成： 
 AD右移  AD左移  AS右移  AS左移 

40 下列有關總需求線的描述，何者正確？ 
總需求線描述利率與總產出之間的負向關係  
總需求線描述利率與投資之間的負向關係 
總需求線描述某種特定商品價格與需求量之間的負向關係 
總需求線描述一般物價水準與商品總需求量之間的負向關係 

41 本國政府對進口品實施進口配額（import quota）政策，則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將會導致： 
國內進口品的替代財（import substitution goods）生產量會增加 
本國對進口品的進口數量增加 
以本國產品單位來表示的本國貿易餘額惡化 
本國對進口品的需求量增加 

42 下列有關凱因斯學派的總供給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一垂直線  假設貨幣工資可自由調整 
當物價過低時，勞動市場可能存在失業 勞動市場出現超額供給時，名目工資向下調整 

43 其他條件不變下，當許多外國藝人來台舉辦演唱會，會對外匯需求產生何種影響？ 
外匯需求增加，台幣升值  外匯需求增加，台幣貶值 
外匯需求減少，台幣升值  外匯需求減少，台幣貶值 

44 消費函數 C=200+0.7(Y-T)，下列何者正確？ 
邊際消費傾向為 1減掉邊際儲蓄傾向 邊際儲蓄傾向為 0.7 
平均消費傾向為 0.7  平均儲蓄傾向為 0.7 

45 人口成長率下降會使穩定狀態（steady state）下的資本勞動比率與每人平均產出分別如何改變？ 
下降，下降 下降，上升 上升，下降 上升，上升 

46 短期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指出當失業率愈高時，通貨膨脹率會： 
愈低 愈高 不變 不確定 

47 下列何者將導致新台幣升值？ 
中央銀行買入美元外匯 外資流入台灣股市 台商對越南直接投資 貿易逆差擴大 

48 政府的經常性支出不包含下列那一項？ 
政府消費性支出 政府移轉性支出 政府利息支出 政府投資支出 

49 假設市場需求函數為 ，市場供給函數為 ，其中QPQd 1080 −= PQs 520 += d為需求數量，Qs為供給數量，P
為價格。以下何者正確？ 
若政府設價格上限為 5時，市場均衡不受影響 若政府設價格上限為 3時，市場上有超額供給 
若政府設價格下限為 5時，市場上有超額需求 若政府設價格下限為 3時，市場上有超額供給 

50 多因素生產力進步率是指下列何者？ 
 GDP成長率 固定資本存量成長率 勞動投入成長率 技術進步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