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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多廠商的銷售手法為「薄利多銷」，則這些廠商所提供的產品之需求彈性應是： 

小於 1 大於 1 等於 1 任意值 

2 當 A 物品供給增加使得 B 物品需求降低，表示 A 物品與 B 物品為： 

替代品 互補品 正常財 劣等財 

3 我國政府實施的農產品保證價格收購制度，常造成預期心理和市場供給過剩，因為這時候它是一種有效的： 

數量上限（quantity ceiling） 數量下限（quantity floor） 

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 價格下限（price floor） 

4 假設 X 財貨為完全競爭市場，則當政府對 X 財貨的需求者課徵從量貨物稅時，在下列何種情況下，消費者

將負擔較高比例的租稅？ 

需求彈性較小時 供給彈性較小時 所得彈性較小時 所得彈性較大時 

5 假設消費者的所得不變，縱軸上的商品價格上漲會造成預算線： 

平行內移  平行外移 

縱軸截距不變，預算線旋轉外移 橫軸截距不變，預算線旋轉內移 

6 若某產品的需求線為 ，供給線為PQ 2100 −= PQ += 40 ，則消費者剩餘為： 

 300  600  900  1200 

7 某商品的邊際效用處於遞減階段時，則該商品的總效用會處於何種狀態？ 

必定是遞增 必定是遞減 維持不變 可能遞增，也可能遞減 

8 若某一消費者僅消費 X 財與 Y 財， 與 分別為 X 財與 Y 財的價格， 與 分別為 X 財與 Y 財的

邊際效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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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關於此消費者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已達最大效用  已達均衡狀態 

多消費 X 財與少消費 Y 財，即可增加總效用 少消費 X 財與多消費 Y 財，即可增加總效用 

9 短期內，廠商在固定的生產規模下，當總產量遞增時，勞動邊際產量必定： 

大於零 遞增 小於零 大於平均產量 

10 競爭市場可以達到最大的經濟效率，此時： 

供給大於需求 供給等於需求 供給小於需求 供給創造需求 

11 B 公司生產釘書機，去年它生產 5,000 個釘書機，每個售價$8，變動成本為$30,000，總成本為$45,000，則

廠商的平均固定成本為： 

$3 $4 $5 $6 

12 關於獨占者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面對負斜率的需求線  價格一定高於邊際成本 

短期一定有正利潤  可以滿足市場均衡的全部需求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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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老闆是一個擁有甲、乙二個分隔市場的獨占者，甲市場的需求線比乙市場的需求線還要陡斜。王老闆打算

做第三級差別訂價，那他應該怎麼訂價？ 

甲市場彈性較小訂價高，乙市場訂價低 甲市場彈性較小訂價低，乙市場訂價高 

甲市場彈性較大訂價高，乙市場訂價低 甲市場彈性較大訂價低，乙市場訂價高 

14 在一生產可能線上，多生產 60 張桌子必須減少 30 張椅子，所以生產椅子的機會成本為： 

 1/3 張椅子  1/2 張椅子  1/2 張桌子  2 張桌子 

Q60P −=15 某獨占者面對的市場需求反函數為 ，總成本 。則在最適產出下對該獨占者的敘

述，何者錯誤？ 

2QQ8500TC ++=

訂價 47 高於平均變動成本 邊際收益為 34 

廠商利潤為 162  訂價 47 低於平均成本 

16 若一項生產要素的供給是完全無彈性的，表示： 

該要素的供給數量固定  該要素的供給線為水平線 

無論價格高低皆可無限供應該要素 一旦價格降低，該要素的供給量將成為 0 

17 有關公共財定義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由公共部門提供的財貨  適合公共部門提供的財貨 

具備共享性，不可排他性的財貨 不適合私人部門提供的財貨 

18 若某產品在消費上有負的外部性，且政府並未介入處理，則由市場所決定的價量為何？ 

市場產量達資源配置效率產量 市場產量不足 

市場價格過高  市場需求低於供給 

19 在有外部性的完全競爭市場下，以下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有外部成本存在的情況下，私人的邊際成本會低於社會的邊際成本 

在有外部效益存在的情況下，私人的邊際效益會高於社會的邊際效益 

在有外部成本存在的情況下，市場的均衡價格等於社會的邊際成本 

在有外部效益存在的情況下，市場的均衡數量高於社會的最適產量 

20 以消費者物價指數（CPI）作為衡量生活成本的指數，有何缺點？ 

忽略品質提升帶來的好處 商品銷售量資料取得不易 

以基期交易量為權數，低估真實生活成本 公式過於繁雜，計算不易 

21 國內生產毛額與國民生產毛額的差額等於： 

折舊 所得稅 營業稅 外國要素所得淨額 

22 下列何者不屬於國內生產毛額（GDP）中的「民間消費支出」？ 

購買名貴跑車 醫院診療的費用 購買新建的大樓 每月的房租費用 

23 農夫以 100 元自國外購入種子肥料生產稻米，稻米收穫後以 1,000 元賣給餐廳，餐廳購入稻米做成便當，以

2,000 元賣給顧客。請問此生產流程對國內生產毛額的貢獻為多少？ 

 1,9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3,100 元 

24 當可支配所得為$0，消費支出為$3,500，則下列何者正確？ 

儲蓄為$0 儲蓄為$-3,500 儲蓄為$3,500 邊際消費傾向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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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當Y=C+I+G，C=100+0.75YD，I=50，G=70，YD=Y-T，T=60，且充分就業水準下之實質所得為 800，此時會

導致： 

膨脹缺口 25 膨脹缺口 125 緊縮缺口 25 緊縮缺口 125 

26 若所得稅率為 20%，邊際消費傾向為 0.75，則政府消費支出乘數為何？ 

 2.5  3.0  3.75  4.0 

27 景氣過熱時，下列措施何者可以降溫？ 

減少稅收 減少房貸利率 增加政府支出 增加消費稅 

28 假設兩投資計畫，預期收入都只有 1 年：甲計畫，成本 100 萬元，預期毛收益 130 萬元；乙計畫，成本 250

萬元，預期毛收益 300 萬元。假設目前市場利率為 25%，則那一個計畫可行？ 

甲計畫可行，乙計畫不可行 甲計畫不可行，乙計畫可行 

甲計畫與乙計畫均可行  甲計畫與乙計畫均不可行 

29 下列何種政策不適用於降低膨脹缺口？ 

增加政府支出 減少移轉性支付 提高稅負 減少貨幣供給 

30 下列何項因素不會使總合需求線移動？ 

一般物價變動 政府支出變動 名目貨幣供給變動 外國所得變動 

31 根據總合供需分析，以下何者可能造成物價上升，但產出下跌？ 

減稅 擴大公共支出 央行減少貨幣供給 乾旱少雨，限制用水 

32 下列何者可能為失業人口？ 

未滿 15 歲的童工   

 15 歲以上，沒有能力工作者 

 15 歲以上，有能力工作，但未積極在找工作者  

 15 歲以上，有能力工作，且積極在找工作者 

33 某國生產稻米及蘋果兩商品，2010 年稻米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12，250），蘋果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10， 

50），2011 年稻米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15，80），蘋果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8，60），若以 2010 年為基

期，計算出 2012 年之消費者物價指數約為 115。請問 2011 年至 2012 年期間，消費者物價如何變化？ 

上升 5% 下降 5% 上升 3% 下降 3% 

34 下列何者是造成物價緊縮的原因？ 

政府支出增加 貨幣供給增加 國外淨需求減少 減稅 

35 關於貨幣制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強制貨幣制度是指積欠銀行之貸款由政府擔保償還 

賦予「無限法償」地位之貨幣，是指國民可無限制以貨幣向銀行兌換黃金 

強制貨幣制度，是指國民不得持有超過政府規定之貨幣數量 

目前使用之新臺幣具「無限法償」之地位 

36 物價水準上升時，民眾的實質貨幣需求將會： 

增加 減少 不受影響 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 

37 目前臺灣中央銀行持有的外匯存底中，比例最高的是： 

美元 歐元 日圓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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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980 年代開始，那兩個國家的領袖開始推動民營化和解除政府管制？ 

德法 英德 英法 英美 

39 假設一單位美元兌換新臺幣的匯率是 33，一個麥香堡在美國賣 2 美元。若購買力平價成立，臺灣一個麥香

堡應該賣新臺幣多少錢？ 

 16.5 元  31 元  35 元  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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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假設下圖 AB 曲線是某國生產 X 和 Y 的生產可能線，何者是資源和技術都已經充分有效使用且可達到的生

產組合？ 

 a，d  

 a，b  

 b，d  

 b，c 

 

41 以下那個項目不屬於準貨幣（quasi-money）的項目？ 

定期儲蓄存款 郵政儲金 外匯存款 支票存款 

42 經濟學者主張課徵皮古稅，是因為下列那一因素導致市場失靈？ 

外部性 市場獨占力 訊息不對稱 交易成本 

43 若供需線均為直線，下列何者可能會使得「新均衡點的需求彈性變小」？ 

供給者減少 生產技術進步 原料價格上漲 原料短缺 

44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介入市場的理由？ 

價格機制失靈 有外部性存在 為追求公平 市場為完全競爭 

45 商業銀行向中央銀行借款所採用的利率稱為： 

存款準備金 實質利率 重貼現率 金融機構拆款利率 

46 下列何者會造成總合供給線的線上移動？ 

豪雨成災 物價上漲 工資率上漲 原物料上漲 

47 下列何者為中央銀行的主要功能？ 

作為國營企業的銀行  控制中央政府之預算 

拓展法人金融業務  作為銀行的銀行 

48 日本的泡沫經濟開始發生在： 

 1970 年代末期  1980 年代末期  1990 年代末期  2000 年代末期 

49 美國籍的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受臺灣企業邀請前來演講，其演講費： 

計入本國之 GDP 與 GNP 不計入本國之 GDP 與 GNP 

計入本國之 GDP 但不計入本國之 GNP 不計入本國之 GDP 但計入本國之 GNP 

50 當一國生產兩種產品的生產可能線為負斜率的直線時，對求增加某一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機會成本固定 機會成本遞增 機會成本遞減 沒有機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