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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有關「需求」之敘述，何者正確？ 
需求量變動是指需求線上點的移動 需求量變動即為需求的變動 
需求變動是指需求線上點的移動 商品本身價格變動會影響其需求線移動 

2 下列何者是「需求法則」的定義？ 
物品需求量與物品價格間呈正向關係  
物品需求量與物品價格間呈反向關係 
物品需求量與其它物品價格間呈正向關係  
物品需求量與其它物品價格間呈反向關係 

3 兩商品 X 與 Y 為替代品，PX 與 PY 分別為 X 與 Y 的價格。對個別消費者而言，PX 上漲時會導致： 
商品 Y 的消費量增加 商品 Y 的消費量減少 PY 上漲 PY 下跌 

4 當穀物豐收時，會發生「穀賤傷農」，其原因為農產品： 
需求彈性大於 1 需求彈性小於 1 供給彈性大於 1 供給彈性小於 1 

5 假設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的作用方向相同，需求法則在何種情形下會成立？ 
只有當該財貨為劣等財時才會成立 只要替代效果的強度大於所得效果 
只要替代效果的強度小於所得效果 永遠都會成立 

6 假設王太太帶著 720 元到市場買牛肉與豬肉。牛肉每公斤的價格為 240 元，而豬肉每公斤的價格為 120 元。
假設縱軸為牛肉，橫軸為豬肉，那王太太預算線的斜率為： 
-0.5 -2 -3 -6 

7 鑽石的價格比水高的原因是： 
鑽石的總效用較大 鑽石的邊際效用較大 鑽石的消費者剩餘較大 水的消費者剩餘較大 

8 消費者願意支付價格大於實際支付價格的部分，稱為： 
生產者剩餘 消費者剩餘 價格效果 所得效果 

9 邊際產量線與平均產量線相交在： 
總產量線之反曲點  總產量線之最高點  
平均產量線最高點  邊際產量線之最低點 

10 有關市場機能之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當有超額需求時，價格將下跌 政府扮演調整價格之要角 
當有超額供給時，成交量將減少 價格機能將使市場達到均衡 

11 假設市場需求函數為 Q=100-P；供給函數為 Q=3P-20，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政府管制價格上限為 40，將造成絕對損失  
當政府每單位補貼 8 元，將不會造成絕對損失 
當政府管制產量上限為 80，將不會造成絕對損失  
當政府管制價格下限為 20，將造成絕對損失 

12 政府對一家廠商課徵一固定金額的特許費，會造成： 
廠商的平均成本線向下移動 廠商的平均成本線向上移動 
廠商的邊際成本線向下移動 廠商的邊際成本線向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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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獨占者在目前的產量下，多做一個產品要花 20 元材料費，賣出去可以多收 25 元。請問該獨占者應該怎麼
調整產量，才能得到最大利潤？ 
增加產量  維持產量不變  
減少產量  採用最大規模來生產 

14 早餐市場商家太多，競爭十分激烈，早餐店老闆向總統抱怨「我開這個店其實都沒有賺錢」。如果老闆所言
屬實，目前的生產狀況必然是： 
總收入大於總變動成本  總收入不夠支應材料成本 
價格高於平均固定成本  價格高於短期邊際成本 

15 關於「完全競爭市場與完全差別訂價的獨占」兩者共有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廠商面對的需求線就是其邊際收益線 社會總剩餘都能達到最大 
消費者剩餘都達到最大  二個市場的經濟效率相同 

16 假設某廠商在不同勞動僱用量下的產量如下表所示： 

勞動人數 0 1 2 3 4 5 6
每日總產出（個） 0 12 22 30 36 40 42

已知當勞動工資為每人每天 800 元，而一單位資本的每日租賃價格為 2000 元時，廠商會僱用 5 位勞工，同

時租用 2 單位資本。假設現在勞動工資與資本的租賃價格都發生改變，而其中勞動工資上漲為每人每天 1200
元。我們發現此時廠商決定只僱用 3 位勞工，但仍然租用 2 單位資本。請問現在資本的每日租賃價格是多少？ 

1000 1500 2000 2500 
17 某國希望生產可能線外移，下列何者是該國應該致力的事項？ 

降低失業人口 鼓勵終身學習 鼓勵國人消費 減少資本財累積 
18 假設玉芬在一天中，無論做衣服的件數或打字的字數都比小娟多。但是玉芬打字的機會成本比較高，則： 

玉芬應該同時從事做衣服和打字的工作 玉芬無法從專業分工中獲利 
玉芬在打字上有比較利益 玉芬在做衣服上有比較利益 

19 根據生產可能線模型，在資源和技術固定下，可以「增加某產品產量卻不必放棄另一種產品產量」，會出現
在下列那種情況？ 
有效率的生產組合  沒有效率的生產組合 
有效率和無效率的生產組合 無法達到的生產組合 

20 下列何者是為了獲得某東西的「機會成本」？ 
必須放棄的所有東西的價值加總 必須放棄的東西中的最大價值 
必須放棄的東西中的最小價值 必須放棄的所有東西的平均價值 

21 本國某一完全競爭產業中，供給為 QS=-2+P，需求為 QD=18-P。若本國開放自由進口此一商品，世界價格
為 6。請問此一開放政策會使本國福利如何改變？ 
減少 8 減少 16 增加 8 增加 16 

22 有關租稅轉嫁能力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供給彈性愈大，對供給者愈有利  
需求彈性愈大，對供給者愈有利 
租稅轉嫁能力與供給彈性無關  
廠商的市場獨占力愈大，其租稅的轉嫁能力愈強 

23 如果所得稅法規定，綜合所得淨額在 40 萬元以下的邊際稅率為 6%，40~100 萬元之間的為 13%，100~200
萬元之間的為 21%。根據此項規定，請找出以下甲、乙、丙、丁四人，何者的綜合所得淨額最高？ 
甲面對的邊際稅率為 13% 乙的平均稅率為 13% 
丙的綜合所得淨額為 101 萬元 丁面對的邊際稅率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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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個擁擠但不收費的公路，可歸類屬於： 

純粹公共財 準公共財 純粹私有財 準私有財 
25 假設消費某種財貨的私人邊際利益等於 24-Q，其中 Q 代表該財貨的消費水準。生產該財貨的私人邊際成本

固定為 6，每單位財貨生產對社會成員的外部成本是 2，若沒有政府干預，會生產多少單位？ 
20 18 16 14 

26 阿丁在 2010 年以 30 元買了一個麵包，若 1990 年與 2010 年的消費者物價指數分別是 35 與 105，則麵包在
1990 年的價格約是多少？ 
10 30 40 90 

27 計算消費者物價指數（CPI）時的權數為： 
基期價格 當期價格 基期數量 當期數量 

28 國民所得中的「營業盈餘」不包含： 
地租 利息 利潤 工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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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2011 年的 GNP 平減指數約為多少？  
107.69 118.57 208.33 247.02 

30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當預擬支出大於實質所得時，會導致： 
貨幣供給增加 利率下降 循環性失業率增加 實質所得增加 

31 在下圖中，不考慮政府與國外部門，若達充分就業時之所得為 16 兆，則此時會產生緊縮缺口： 
0 兆 1 兆 2 兆 3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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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當可支配所得為 4,000 元時，消費支出等於 3,200 元，而自發性消費支出為 200 元，則邊際儲蓄傾向與邊際

消費傾向分別為： 
0.75 與 0.25 0.8 與 0.2 0.25 與 0.75 0.2 與 0.8 

33 簡單凱因斯模型中，邊際消費傾向為 0.8，如果投資支出增加 100 單位，則均衡所得增加多少？ 
80 100 125 500 

34 在開放體系的凱因斯模型中，邊際消費傾向為 0.75，邊際進口傾向為 0.15，則政府消費支出乘數為何？ 
0.4 1.18 2.5 6.67 

35 當一國處於景氣蕭條（recession）環境，中央銀行施行擴張性貨幣政策，最可能會造成： 
就業增加、物價上升 就業增加、物價下跌 
就業減少、物價上升 就業減少、物價下跌 

36 政府移轉性支付具有自動穩定功能，因為在勞動所得下降時，移轉性支付： 
也會下降  仍穩定不變  
會上升  可由政府權衡支出數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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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那一項最可能會使貨幣乘數下降？ 
中央銀行擴大實施公開市場操作 銀行競爭日益激烈，全力衝刺放款 
中央銀行提高存款準備率 民眾多使用信用卡，減少持有現鈔 

38 在總需求分析中，經濟體系因物價上升，而調整到新均衡的過程中，不會發生： 
總支出線上移 實質貨幣需求增加 實質貨幣供給增加 實質貨幣需求減少 

39 下列何者對於改善失業有幫助？ 
地震摧毀許多廠房  廠商對未來景氣悲觀  
增稅  消費者預期未來物價上漲 

40 根據凱因斯模型，若勞動市場未達充分就業，在其他條件不變下，乾旱限水會導致： 
物價下降、名目貨幣需求減少、投資需求下降 
物價上升、名目貨幣需求增加、投資需求下降 
物價下降、勞動需求減少、利率下降  
物價上升、勞動需求增加、利率上升 

41 若就業人口被解僱者增加 4 萬人，失業人口因找到理想工作就業者增加 2 萬人，重新進入勞動市場但未找到
工作者增加 1 萬人，則失業人口會增加： 
5 萬人 4 萬人 3 萬人 2 萬人 

42 假設 1955 年的 CPI 為 95，現在的 CPI 為 475，則現在新台幣 100 元可購買的財貨或勞務，在 1955 年需花
新台幣： 
20 元 25 元 33.3 元 47.5 元 

43 所謂「強力貨幣」是指： 
中央銀行發行的通貨  公營銀行之存款 
中央政府可動用的現金  中央政府發行的公債 

44 關於金融工具、商品、技術及制度法規等之創造或變革，稱為： 
金融改造 金融轉型 金融創新 金融革命 

45 有關「金融雙元性（financial dualism）」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指合法金融市場與地下金融市場共同存在的現象  
指公營銀行與民營銀行共同存在的現象 
指金控公司銀行與非金控公司銀行共同存在的現象  
指中央銀行與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共同管理金融市場的現象 

46 下列何種情況會導致貨幣供給增加？ 
重貼現率增加與中央銀行於公開市場買回債券 重貼現率增加與中央銀行於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重貼現率降低與中央銀行於公開市場買回債券 重貼現率降低與中央銀行於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47 歐洲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通常被稱為歐豬（PIGS），以下那一國不屬於歐豬國家？ 
西班牙 葡萄牙 德國 希臘 

48 下列何者不是亞洲金融風暴受創較重國家的共同特色？ 
外債多 外匯存底低 股市過熱 經常帳呈現順差 

49 歐元區內國與國之間的匯率，譬如，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匯率是屬於： 
浮動匯率 管理浮動匯率 固定匯率 聯繫匯率 

50 當一國物價上升時，若其它條件不變，此時該國的貿易順差會： 
增加  減少  

不變，且進出口同幅度減少 不變，且進出口同幅度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