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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農夫生產 1斤豬肉需要 20個工時，生產 1斤玉米需要 10個工時。此農夫生產 1斤豬肉的機會成本是： 
 10個工時  2斤玉米 半斤玉米  0 

2 下表是一經濟體系的生產可能，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牛奶 20 30 40 50 

麵包 200 180 150 100 

生產牛奶的邊際機會成本固定 生產麵包的邊際機會成本固定 

生產牛奶的邊際機會成本遞減 生產麵包的邊際機會成本遞增 
3 所謂季芬財（Giffen goods）是指： 
價格下跌時需求量減少  價格下跌時需求量增加 
所得減少時需求量減少  所得減少時需求量增加 

4 在既定廠商的供給曲線下，若政府課徵從量稅，而廠商想將政府的租稅轉嫁給消費者，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所得愈高，愈容易轉嫁給消費者 消費者所得愈低，愈容易轉嫁給消費者 
需求彈性愈大，廠商愈容易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 需求彈性愈小，廠商愈容易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 

5 昨天爺爺給小明 2顆糖果，他緊抓著捨不得吃；今天爺爺給他 10顆糖果，他吃了幾顆後卻把剩下的糖果到

處亂放。這個現象反應何種法則？ 
邊際效用遞減法則 邊際替代率遞減法則 邊際產量遞減法則 比較利益法則 

6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變動所引起的需求變動效果可分為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必為負而所得效果必為正 
劣等財必定是季芬財 
劣等財的需求線為正斜率 

7 假如政府為了保障農民的收益，制定價格下限（price floor），則會： 
增加消費者的福利 降低消費者的福利 增加所有人的福利 增加經濟效率 

8 當一種生產要素的平均產量遞減時，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生產要素的總產量必定遞增 生產要素的總產量必定遞減 
生產要素的平均產量小於邊際產量 生產要素的平均產量大於邊際產量 

$ 
9 下圖為廠商成本結構圖。那條曲線最能代表平均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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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知完全競爭廠商的邊際成本函數為SMC＝3q2
-24q+60，平均變動成本函數為AVC＝q2

-12q+60，當價格為

15時，此一廠商利潤極大的產量為何？ 
 0  3  5  6 

11 當完全競爭廠商擴大生產規模時，它是為了： 
壓縮其他廠商的生存空間 已經熟悉市場的競爭環境 
降低成本  防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 

12 獨占者常會出現無生產效率的情況，這是因為： 
沒有在長期邊際成本的最低點生產 沒有在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生產 
沒有在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處生產 生產在價格大於長期邊際成本處 

13 下列何者不是第三級差別訂價的要件？ 
廠商面對可分割的市場  廠商為價格接受者 
廠商能阻止套利的產生  不同市場之需求價格彈性不同 

14 下列對獨占者短期均衡的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價格會大於邊際成本，所以利潤一定為正，否則退出市場  
因為是獨占，所以利潤一定為正，否則退出市場 
當價格低於平均成本時會發生虧損，須退出市場 
當價格低於平均變動成本時，會退出市場 

15 下列情況何者不是寡占市場的特性？ 
廠商之間利益相互影響程度很大 廠商可能會相互勾結 
廠商不是價格接受者  廠商進入障礙小 

16 下列那一種廠商面對的需求線彈性最大？ 
完全競爭廠商 寡占廠商 獨占性競爭廠商 獨占廠商 

17 完全競爭廠商長期沒有超額產能，獨占性競爭廠商長期卻有超額產能，其主因是： 
前者廠商家數較多，後者廠商家數較少  
前者追求成本極小，後者非追求成本極小 
前者與其競爭者生產同質產品，後者與其競爭者生產異質產品 
前者可自由進出市場，後者有進入障礙 

18 廠商對於勞動的需求是屬於何種需求？ 
引申需求 超額需求 最終需求 誘發性需求 

19 下列何者不是「共同市場」這種經濟整合型態的特徵？ 
所有會員國取消彼此間的關稅 使用單一貨幣 
採取共同的對外貿易政策 勞動可以在會員國間自由移動 

20 其他條件不變，若政府降低薪資所得稅的稅率，對於勞動市場的影響為何？ 
均衡勞動僱用量增加，均衡工資率上升 均衡勞動僱用量增加，均衡工資率下降 
均衡勞動僱用量減少，均衡工資率上升 均衡勞動僱用量減少，均衡工資率下降 

21 假設一個社會的土地總量共有 10 單位，土地除了供人使用以外沒有其他用途。對土地的需求函數為

D＝50-P，其中 D為土地的需求量，P為土地的使用價格。試計算地租為多少？ 
 200  300  400  500 

22 假設某人種花對自己產生的私人邊際效益是 MB(Q)＝100-2Q，種每束花產生的邊際外部效益是 10 元，種
每束花的邊際成本是 5元。請問為達社會最適狀況，政府該補貼此人種每束花多少錢？ 
 5元  10元  15元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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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部性導致「市場失靈」的看法，以下何者正確？ 

市場失靈是指產品所有的成本與效益只反映在市場價格上 

只有負的外部性才會導致市場失靈 

市場決定的產量不等同於社會最適的產量 

因為外部性使廠商無法極大利潤，稱為市場失靈 

24 下列何者包含於我國的 GDP中？ 

購買鴻海股票  居住於台北的日本人購買新的台灣製液晶電視 

台商在越南購買土地  政府對集集大地震受難災民的補助 

25 一項產品在生產上若具有「無法排他」特性，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此產品在生產上沒有替代品 此產品在生產上沒有互補品 

消費者不付費就可以使用 消費者不能改變預算 

26 下列何者為流量的概念？ 

政府負債 國民生產毛額 銀行存款金額 年底的機器設備總量 

27 以當期價格衡量一國國內，在一定期間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財貨與勞務的市場價值是指： 

名目 GDP 實質 GDP 名目 GNP 實質 GNP 

28 下列何者不是「以平均每人實質所得作為國民經濟福利指標」之缺點？ 

無法反映所得分配問題  無法排除物價波動的影響 

無法反映地下經濟的影響 無法反映休閒的價值 

29 當經濟處於繁榮期間，卻仍帶來相當的失業問題，其主要原因來自於： 

工作和求職者資訊完全 有效需求不足 循環性失業 就業者喜歡更換工作 

30 假設全社會人口 2000萬人，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為 1500萬人，勞動參與率為 60%，找到工作的有 550萬

人，則失業人口有： 

 50萬人  350萬人  450萬人  950萬人 

31 以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布的景氣燈號中，下列何者表示景氣變衰退？ 

由綠燈變為紅燈 維持綠燈 由綠燈變為黃藍燈 由黃藍燈變為綠燈 

32 下列何者不是對強制貨幣（fiat money）的形容？ 

商品貨幣  肯定紙幣的法律地位 

如果債權人拒絕接受，就喪失追索之權利 無限法償 

33 當商業銀行向中央銀行借款$100，在存款準備率 20%下，貨幣供給會如何改變？ 

貨幣供給最多增加$500  貨幣供給最多減少$500 

貨幣供給最多增加$100  貨幣供給最多減少$100 

34 央行提高重貼現率會使得商業銀行面對下列何種變化？ 

信用擴張 存款減少 創造存款貨幣增加 信用緊縮 

35 假設你的薪資隨著物價水準同幅度上升，在累進稅制之下，下列何者正確？ 

個人所得稅平均稅率提高，實質稅賦不變 個人所得稅平均稅率不變，實質稅賦不變 

個人所得稅平均稅率不變，實質稅賦加重 個人所得稅平均稅率提高，實質稅賦加重 

36 在消費者物價指數的計算中，財貨與勞務權重的決定是根據下列何者？ 

每種財貨與勞務存在市場時間的長短 政府認定該財貨或勞務的必需性 

消費者購買各種財貨或勞務的多寡 生產與銷售各種財貨或勞務的廠商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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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根據凱因斯模型，當預擬的儲蓄等於預擬的投資時，那一個市場達到均衡？ 

商品市場 貨幣市場 外匯市場 股票市場 

38 下列何者不是凱因斯的消費函數理論？ 

邊際消費傾向小於 1  自發性消費大於 0 

誘發性消費小於 0  平均消費傾向隨所得之增加而減少 

39 某國之消費函數為 C＝100+0.8Y，投資額固定為 200，總合需求其他項目為零；若該國當年之所得為 1200，

則當年之存貨變動如何？ 

存貨增加 40 存貨減少 60 存貨變動為 0 以上皆非 

40 根據凱因斯模型，下列何者正確？ 

由投資等於儲蓄來決定均衡利率 社會需求不足時會降價求售 

貨幣可作為投機之用  利率愈高，債券價格愈高 

41 根據凱因斯模型，景氣過熱時，政府可以用下列那個方法降溫？ 

政府支出與稅收同額增加 減少稅收 

增加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與稅收同額減少 

42 若引進外籍勞工，造成勞動市場供給增加，則將使： 

 AD右移  AD左移  AS右移  AS左移 

43 下列何項因素會使總合供給線向左移動？ 

中央銀行降低重貼現率 名目工資降低 政府稅收減少 自然災害 

44 在總合需求線的討論中，物價下降的國際替代效果指的是下列何者？ 

物價下降改變國內外商品相對價格，淨出口增加，所得因此增加 

物價下降使實質匯率貶值，資本流入增加，所得因此增加 

物價下降使本國利率降低，本期消費代替未來消費，所得因此增加 

物價下降改變本國與外國相對利率，本國對外投資增加，所得因此增加 

45 下列那個敘述將會導致短期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的右移？敘述Ⅰ：預期通貨膨脹率（anticipated 

inflation rate）降低；敘述Ⅱ：自然失業率（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增加 

只有敘述Ⅰ 只有敘述Ⅱ 敘述Ⅰ與敘述Ⅱ都會 敘述Ⅰ與敘述Ⅱ都不會 

46 若廠商投資邊際效率大於目前市場利率時，投資會有何改變？ 

增加 減少 不變 無法判定 

47 假設邊際消費傾向為 0.8，若政府的移轉支出增加 100，則均衡所得會增加多少？ 

 25  80  400  500 

48 下列何者不是購買力平價說成立的條件之一？ 

同質性產品 關稅障礙 無運輸成本 套利行為 

49 A國的生產函數為Cobb-Douglas函數Y＝AKβL1-β，每年產出成長率為 5%，每年資本成長率為 5%，勞動投入

成長率為 5%，則每年技術進步率為何？ 

 0  5%  10%  15% 

50 下列那項租稅是以商品或服務的生產或銷售作為課稅對象，所以其租稅負擔往往會轉嫁給消費者？ 

所得稅 財產稅 消費稅 流通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