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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標準流程，甲每小時可製作 10 個漢堡或 8 個甜甜圈，乙每小時可製作 8 個漢堡或 5 個甜甜圈，則下列

何者正確？ 
甲製作漢堡有比較利益  乙製作漢堡有比較利益 
甲無論製作漢堡或甜甜圈都有比較利益 乙無論製作漢堡或甜甜圈都沒有比較利益 

2 在「生產可能線」線上的點代表： 
生產是有效率的  消費是有效率的  
分配是有效率的  追求利潤最大是有效率的 

3 下列有關經濟模型的敘述，何者錯誤？ 
建立在假設上 愈鉅細靡遺愈好 可以用來解釋經濟現象 可以用來做經濟預測 

4 某商品之市場需求函數為 ，市場供給函數為 。則市場均衡時，供給的價格彈性為： P315Qd −= 1PQs −=
 1/4  3/4  4/3  4 

5 西瓜豐收時，瓜農收入反而減少，表示西瓜的： 
需求彈性大於一 需求彈性小於一 供給彈性大於一 供給彈性小於一 

6 政府進行河川淨化工程，其社會福利最大的最適決策為何？ 
不計成本，使河川完全無污染 達到總利益等於總成本的淨化程度 
達到邊際利益等於邊際成本的淨化程度 達到總利益最大的淨化程度 

7 當產量為 10 單位時，總固定成本為 300，總成本為 700；當產量為 11 單位時，總變動成本為 430，則邊際

成本為： 
 30  43  270  400 

8 一物的價格降低，需求量會增加，這稱為： 
價格機能 比較利益法則 需求法則 供給法則 

9 依下圖廠商的產出水準，在那個階段表示存在規模不經濟？ 
   

$  
 
 
 
 
 
 
 
 
 
 
 

從Q1到Q2 從Q2到Q3 從Q3到Q4 從Q4到Q5 
10 平均成本與平均固定成本之間的差額為： 

邊際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 生產者剩餘 變動成本 

產量 
Q1 Q2 Q3 Q4 Q5

ATCATC2
ATC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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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決定勞動需求的主要因素中，不包括下列那一個？ 
產品價格 其他要素的價格 勞動供給量 生產技術水準 

12 下圖為餅乾公司的總成本函數。總成本曲線的斜率改變表示： 

 

產量 

$  
 
 
 
 
 
 
 
 
 
 

平均變動成本遞減 平均總成本遞減 邊際產出遞減 固定成本遞增 
13 有關獨占性競爭市場長期均衡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廠商有超額產能，沒有生產效率 
因為有競爭，因此廠商生產在長期平均成本最低點，利潤為零 
因為有競爭，因此沒有資源配置的無效率 
因為有獨占的特性，廠商在長期有正利潤 

14 以下那一種需求是一種引申需求（derived demand）？ 
大熱天對冰淇淋的需求  對於免稅的債券的需求 
公司秘書對於文書處理軟體的需求 為在家中開派對而對蛋糕的需求 

15 關於財務投資風險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債券到期日愈長時，債券價格受到利率的影響愈小 
債券到期日愈長時，債券價格受到利率的影響愈大 
企業只以自有資金投資時，股票持有人的財務風險較小 
企業只以舉債方式投資時，股票持有人的財務風險較大 

16 當獨占者的長期平均成本高於價格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有利潤，繼續營業  收支正好平衡，可繼續營業也可退出市場 
發生虧損，應該退出市場  發生虧損，但應該繼續營業 

17 下列何者是造成工資的補償性差異的原因？ 
政府規定基本工資 工會造成勞動市場獨賣 雇主存在性別歧視 勞動者需親自到場 

18 在完全競爭市場裡，當個別廠商處於長期均衡狀態時，下列那一個敘述是錯誤的？ 
個別廠商的經濟利潤必然等於零 長期均衡點位於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 
個別廠商的正常利潤必然等於零 個別廠商的平均成本等於邊際成本 

19 假設社會中只有A、B兩人，且兩人對公園的需求函數分別為PA＝10-Q與PB＝5-Q，式中Q為公園數目。另設建

立公園的邊際成本為 3，則最適公園數目為多少？ 

B

 5.5  6  7.5  15 
20 假設在一成本不變之完全競爭產業中，每一家廠商長期成本函數皆相同。當市場總需求函數為 Q＝3,000-20P

時，產業長期均衡價格為 30，共有 200 家廠商。若市場總需求函數變成 Q＝3,600-20P，則達到產業長期均衡

時共有幾家廠商？ 
 220  24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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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列有關地租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就個別產品而言，地租會導致資源配置無效率 供給彈性為零時，地租為零 
就個別使用者而言，土地的機會成本為零 地租是超過機會成本的報酬 

22 就直線型的需求線而言，其需求彈性的絕對值是： 
價格愈高，彈性愈小  需求線的中點，彈性為零 
需求線的上半部，有可能彈性為 1.5 需求線的下半部，有可能彈性為 1.2 

23 下列那個財貨比較不具「排他性」？ 
國防 付費高速公路 戲院 游泳池 

24 下列何者可以用來計算國民要素所得？ 
國民生產毛額減折舊  國民生產淨額減折舊 
國民生產毛額減間接稅淨額 國民生產淨額減間接稅淨額 

25 下列何者為流量之概念？ 
國民生產毛額 資本額 貨幣供給量 總資產 

26 關於勞動市場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企業對勞動的需求屬於引申性需求  
當景氣衰退時，企業可能會降低勞動的工作時數 
當實質工資下降時，勞動供給會上升 
實行最低工資法，可能會使勞動市場產生超額供給的現象 

27 下列針對景氣循環的敘述，何者正確？ 
景氣燈號由藍燈變成黃藍燈，表示景氣有復甦的現象 
如果經濟成長率高於長期趨勢時，表示經濟可能進入收縮期 
景氣波動會領先所有經濟變數的波動 
景氣循環的順序為擴張、頂峰、繁榮、衰退、停滯與復甦六個階段 

28 下列何種情況會使得貨幣乘數增加？ 
現金對存款比率上升時 社會大眾的存款減少時 現金對存款比率減少時 存款準備率提高時 

29 每年六、七月間剛畢業的學生，初次進入勞動市場，因為沒有找工作的經驗，可能無法馬上找到工作，而

出現失業狀態，我們稱此種失業為： 
摩擦性失業 季節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30 當民眾以$4,000 現金存入銀行時，存款準備率為 25%，則銀行最多可使貨幣數量增加： 
$1,000 $4,000 $12,000 $16,000 

31 如果中央銀行希望引導利率向下調整，可以採用何種方法？ 
調高重貼現率  在公開市場賣出政府債券 
調高存款準備率  在外匯市場買進外匯 

32 開放經濟下，商品市場達到均衡時，下列那一項是正確的？ 
儲蓄－投資＝淨出口  儲蓄－政府預算赤字＝投資＋淨出口 
儲蓄＝投資＋政府預算赤字 儲蓄＝政府預算赤字＋淨出口 

33 靜香在銀行有一筆固定利率的定期存款，當物價膨脹率比她預期來的高，則下列何者正確？ 
靜香賺到的實質利率比她預期來的高，且定期存款的實質價值上升 
靜香賺到的實質利率比她預期來的高，且定期存款的實質價值下降 
靜香賺到的實質利率比她預期來的低，且定期存款的實質價值上升 
靜香賺到的實質利率比她預期來的低，且定期存款的實質價值下降 

34 凱因斯模型中，消費 C＝40＋0.6Y，投資 I＝40＋0.2Y，如果沒有政府支出與稅收，則均衡所得為： 
 80  2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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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關消費者物價指數與 GDP 平減指數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消費者物價指數有定義基期，GDP 平減指數無須定義基期 
消費者物價指數可用來計算物價膨脹率，GDP 平減指數無法用來計算物價膨脹率 
消費者物價指數反映國內生產之財貨與勞務的物價，GDP 平減指數反映消費者購買的財貨與勞務的物價 
消費者物價指數反映固定的一籃財貨與勞務的價格水準，GDP 平減指數反映當期生產的財貨與勞務的價

格水準 
36 實質貨幣需求等於實質貨幣供給時，可決定均衡的： 

實質利率 名目利率 預期膨脹率 貨幣的流動率 
37 在總合需求的分析中，物價降低會造成何種影響？ 

利率下降，產出增加 利率下降，產出減少 利率上升，產出增加 利率上升，產出減少 
38 下列那一項不是總合供給線為正斜率之原因？ 

貨幣工資向下調整僵固性  不完全資訊 
生產技術進步  強大的工會 

39 有關古典學派的總合供需分析，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若生產技術進步，將使均衡產出與物價都上升 貨幣供給增加，產出不會變動而物價會上升 
總產出由需求面決定  物價變動時，貨幣（名目）工資仍維持不變 

40 在總合需求線的討論中，物價上升的國際替代效果指的是下列何者？ 
物價上升使實質貨幣供給減少，利率上升，本期消費減少，所得因此減少 
物價上升使實質金融資產價值減少，投資意願減少，所得因此減少 
物價上升使國內外商品相對價格改變，淨出口減少，所得因此減少 
物價上升使廠商生產要素相對成本改變，生產要素進行替代，所得因此減少 

41 下列那一項敘述，是在描述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 
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率二者的關係 當通貨膨脹率上升，就業減少 
當物價上漲，經濟成長率下降 長期不存在菲力普曲線 

42 假設購買力平價成立，當臺灣物價上升 10%，而美國物價維持不變，則一單位美元兌換新臺幣的匯率應該會： 
上升 10%，新臺幣升值  上升 10%，新臺幣貶值  
下降 10%，新臺幣升值  下降 10%，新臺幣貶值 

43 本國國民所得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影響為何？ 
外匯供給增加 外匯供給減少 外匯需求增加 外匯需求減少 

44 下列何者不包括在貨幣的範圍之內？ 
自動櫃員機裡的現鈔 商店收銀機中的現鈔 銀行裡的存款 家中存放的現鈔 

45 在浮動匯率制度下，若外匯供給小於外匯需求時，會造成： 
本國貨幣供給增加 本國貨幣供給減少 外國貨幣貶值 本國貨幣貶值 

46 以下何者最能說明公共投資的「排擠效果」？ 
民間爭相做公共投資  大企業投資意願增強，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政府舉債增加，造成利率提高 政府課徵企業紅利稅 

47 總體經濟學家通常採用那項指標來表示經濟成長率？ 
技術進步率  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率 
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率 每人平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率 

48 下列那項不是政府移轉支出？ 
失業保險 地震後的災害救濟 遺產稅 老農津貼 

49 當經濟面臨不景氣而逐步邁向衰退時，財政當局若要拉升總需求，採用下列何種政策搭配效果最佳？ 
同額增加政府支出與稅收  增加政府支出，降低稅收 
同額降低政府支出與稅收  降低政府支出，增加稅收 

50 下列那一項財政政策將造成總合支出的減少？ 
移轉性支付增加 減稅 減少政府支出 減少貨幣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