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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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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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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面對國際資金移動具有完全利率彈性下，請分析以下小型開放體系政策措施改變對相關
總體經濟變數的影響效果： 
在浮動匯率制度下，當局施行擴張性財政政策對該體系之所得、利率與匯率的影響效果
為何？（7分） 
在浮動匯率制度下，當局施行緊縮性貨幣政策對該體系之所得、利率與匯率的影響效果
為何？（8分） 
若將國際資金移動具有完全利率彈性修正為具有不完全利率彈性，在固定匯率制度下，當
局施行緊縮性貨幣政策對該體系之所得、利率與外匯存底數量的影響為何？並依據分析結
果說明為何在固定匯率制度下，當局將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性。（10分） 

二、巧克力糖的需求與供給如下表所示： 
價格 需求量 供給量 
50 5 3 
60 4 4 
70 3 5 
80 2 6 
90 1 7 

巧克力糖的市場均衡價格和數量分別是多少？（5分） 
試寫出巧克力糖的需求與供給函數。（5分） 
如果政府對每單位巧克力糖課徵 $20 的稅，則市場的均衡價格和數量將變為多少？又政府
的總稅收是多少？生產者和消費者分別負擔多少？（1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6307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列關於邊際替代率的敘述，何者錯誤？ 
邊際替代率是無異曲線斜率的絕對值 邊際效用遞減不保證邊際替代率遞減 
完全替代商品的邊際替代率固定 若效用函數為一階齊次，則邊際替代率固定 

2 消費者的預算線斜率為何？ 
二商品的邊際替代率  二商品的邊際轉換率 
二商品的相對價格  消費者對二商品主觀的交換率 

3 下列效用函數，何者的無異曲線不是凸性？ 
U(x, y)＝x y U(x, y)＝(x2＋y2)1/2 U(x, y)＝x1/2＋y U(x, y)＝ln x＋ln y 

4 漁產加工廠的生產函數為 3
3
2Q LK= ，其生產技術的規模報酬型態為何？ 

遞增 不變 遞減 先遞增，再遞減 

5 光碟片製作時，以勞力替代資本之邊際技術替代率為
2
1
，且其勞力的邊際產量為 60，則資本的邊際產量為何？ 

 12  30  60  120 
6 當邊際產量達到極大時，平均產量將會如何？ 
低於邊際產量 等於邊際產量 高於邊際產量 與邊際產量的關係不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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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入WTO後，政府對完全競爭市場降低從量進口關稅，則下列對本國之影響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減少 生產者剩餘增加 社會福利增加 關稅收入必定減少 

8 下列那些因素變動將會使勞動需求線移動？產品價格 其它要素價格 薪資 生產力 
    

9 在商品與債券市場的兩期模型中，利率下降會有何效果？ 
期內替代效果（intratemporal effect）而使第一期相對第二期的消費增加 
期內替代效果（intratemporal effect）而使第一期相對第二期的消費減少 
跨期替代效果（intertemporal effect）而使第一期相對第二期的消費增加 
跨期替代效果（intertemporal effect）而使第一期相對第二期的消費減少 

10 交易雙方當事人，一個主體比另一個主體擁有更為充分的資訊，則稱為： 
不完全訊息（imperfect information） 訊息不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 
不完整訊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 訊息不充分（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11 以下那一種方法最能鼓勵廠商開發減少污染的新技術？ 
積極宣導污染防制觀念 對污染廠商課徵定額稅 直接管制污染量 發給可交易污染許可證 

12 外國稻米比本國稻米便宜，開放外國稻米進口會增加消費者剩餘及總剩餘，但在短期內會減損國內稻農的生產者剩餘。
如果一個人支持稻米進口的話，他心目中的社會福利函數比較接近何者？ 
 Benthamite社會福利函數   Rawlsian社會福利函數 
個人主義式的社會福利函數 公正配置的社會福利函數 

13 下列何者不屬於契約線的性質？ 
公平所得分配   Pareto效率配置 
竭盡交易利得  增進某人效用須減損他人效用 

14 假設政府稅率與稅收的關係為：稅收等於稅率（t）乘以所得（y），所得與稅的關係為 y＝50－100t。若政府追求稅
收最大，最適稅率水準為何？ 
 5%  20%  25%  50% 

15 根據 Solow 模型的成長理論，n 及 g 分別代表人口成長率與技術成長率，假設其他條件不變，則定態均衡（steady 
state）下的總產出成長率為何？ 
 0  n  g  n＋g 

16 下列何者不被計算在國內生產毛額中？ 
外銷成衣 水電費支出 買一部全新的進口車 自有房舍的租金設算 

17 假設勞動份額為 0.6，總要素生產力（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資本與勞動的成長率分別為 3%、4%及 5%，則總產
出的成長率為何？ 
 12%  7.6%  7.4%  4.4% 

18 假設生產函數為Cobb-Douglas形式，則勞動力僱用之增加會使實質之資本租賃價格（real rental price of capital）如何改變？ 
上升  不變 
以比勞動力僱用之增加比例更大之幅度下降 以比勞動力僱用之增加比例略小之幅度下降 

19 在 Harrod-Domar成長模型中，假設原來處於均衡狀態，若此時人口成長率降低，則會產生何種情況？ 
產生失業 造成資本閒置 達到保證成長率 保證成長率等於自然成長率 

20 在古典學派模型中，實質產出由供給面決定，其原因何在？ 
物價下跌導致實質工資上漲，使實質產出減少 
物價上漲導致名目工資上漲，使均衡就業量減少 
物價下跌導致名目工資等比例下跌，使均衡就業量維持不變 
物價下跌導致實質工資下跌，進一步使實質產出增加 

21 景氣循環的高峰有何特質？ 
實際的實質 GDP開始上升的點 自然實質 GDP和實際的實質 GDP差距最大的點 
自然實質 GDP和實際的實質 GDP相等的點 實際的實質 GDP高於自然實質 GDP的期間 

22 超額準備（excess reserves）所指為何？ 
總準備減去貼現貸款  銀行在中央銀行之存款減去庫存現金加上法定準備 
銀行庫存現金減去法定準備 銀行庫存現金加上銀行在中央銀行之存款減去法定準備 

23 下列有關消費理論的敘述，何者正確？ 
根據生命循環假說，消費僅為現在所得的函數 
根據恆常所得假說，恆常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等於暫時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 
根據恆常所得假說，恆常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大於暫時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 
根據恆常所得假說，恆常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小於暫時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 

24 Baumol-Tobin的貨幣需求理論隱含若買賣債券的經紀費用增加，則貨幣與債券需求各會有何影響？ 
增加，減少 減少，增加 增加，增加 減少，減少 

25 倘若長期的總合供給線是垂直線，總合需求的變動會產生什麼影響？ 
價格和產出皆不受影響  價格和產出皆受影響 
價格不受影響，產出受影響 價格受影響，產出不受影響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6307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