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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需求線為垂直線，則需求價格彈性為： 
大於一  小於一  
等於一  線上每一點的彈性都不一樣 

2 所謂生產者剩餘，指的是生產者的： 
最高願付價款和實際支付價款的差額 實際收取價款和最低要求價款的差額 
最低願付價款和實際支付價款的差額 實際收取價款和最高要求價款的差額 

3 兩財貨是完全替代，則某財貨之邊際替代率隨其數量增加而： 
遞減 遞增 不變 不一定 

4 勞動的邊際產出等於下列何者？ 
增加一單位勞動所增加的成本 增加一單位勞動所增加的利潤 
增加一單位產量所增加的勞動需求 增加一單位勞動所增加的產量 

5 下列關於短期生產中，平均成本 AC，平均變動成本 AVC 與邊際成本 MC 之間關係的描述，何者正確？
（假設邊際成本MC隨產量增加先下降再上升） 
 AC一定比 AVC與MC高  
 AC等於 AVC加MC 
當MC隨產量增加而遞增時，AVC也隨產量增加而遞增 
MC與 AVC的最低點相交 

6 規模報酬遞減指的是，所有投入等比例增加，產出增加的比例將： 
小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保持不變  
等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大於投入增加的比例 

7 平均成本是指： 
平均每一單位要素的生產成本 每一單位產量平均使用的成本 
為獲得每一元收益的平均支出 總產量曲線的斜率 

8 政府強制降低完全競爭市場的售價，將會造成： 
市場成交量增加  生產者剩餘減少  
出現超額供給的現象  稅收增加 

9 如果一完全競爭產業內所有廠商勾結成一家獨占者，其後果是： 
消費者剩餘變大  產量變大 
社會的總生產成本變大  產生社會絕對損失（deadweight loss） 

10 下列何者是廠商間勾結行為容易成功的原因？ 
成員欺騙的監督成本低 
廠商的家數多，不勾結兩敗俱傷的機會大 
廠商的成本結構不相同，總產量及利益的分配容易達成共識 
有公平交易法的存在 

11 下列對獨占性競爭廠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面對的平均收益線低於邊際收益線 面對水平的需求線 
不管短期均衡或長期均衡，都有正利潤 面對負斜率的需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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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般情況下，下列有關獨占效率性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獨占不符合生產效率及配置效率 獨占符合生產效率，但不符合配置效率 
獨占不符合生產效率，但符合配置效率 獨占符合生產效率及配置效率 

13 下列那一種來源所造成的工資差異會造成資源誤置，因此政府應設法消除之？ 
職業災害風險高低  市場競爭不完全  
工作場所舒適情形不同  學習機會不同 

14 假設勞動市場與產品市場皆為完全競爭，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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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6 22 27 30 32 

若勞動市場中的工資為每人每日 1000元，而廠商決定僱用 4位勞工，則當時每個產品的售價應為多少？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15 下列關於利潤的觀念，何者正確？ 
正常利潤越高，超額利潤越高 超額利潤不能超過正常利潤 
超額利潤為負，代表廠商虧損 完全競爭市場的正常利潤為零 

16 衡量所得分配的指標包括洛侖士曲線（Lorenz curve）和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所得分配越平均時，洛侖士曲線越遠離 45 度對角直線 
當洛侖士曲線越遠離對角直線，吉尼係數越小 
全球化使得各國的吉尼係數越來越小 
當所得分配越平均時，洛侖士曲線越接近 45 度對角直線 

17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是指： 
平均家庭薪資所得  國民所得除以折舊  
國民所得除以總人口  國民所得除以物價指數 

18 若今年筆記型電腦公司製造筆記型電腦價值 1億元，由於消費者需求強烈，今年賣出 1億 2000萬元之筆記
型電腦，其中 2000萬元以去年存貨供應，請問這將如何影響今年的 GDP？ 
 GDP增加 1億 2000萬元  GDP增加 1億元 
 GDP增加 2000萬元   GDP 不受影響 

19 下列有關景氣變化之敘述，何者正確？ 
景氣循環是經濟長期波動的一種現象  
通常景氣衰退時，廠商的設備利用率會下降 
貨幣學派認為景氣波動主要是由於政府的財政政策造成的 
實質景氣循環學派認為石油價格上升，只會造成物價上升，不會使景氣波動 

20 商業銀行的存款準備金包括那些？ 
庫存現金及顧客存款  庫存現金及同業銀行存款 
庫存現金及它在中央銀行的存款 庫存現金、有價證券及它在中央銀行的存款 

21 物價膨脹率下降時，人們將會： 
經常調整標價，經常跑銀行 經常調整標價，但減少到銀行的次數 
減少調整標價，減少到銀行的次數 減少調整標價，但經常跑銀行 

22 在封閉經濟的凱因斯模型中，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均衡時，儲蓄加上政府稅收等於投資支出加上政府支出 
政府預算平衡乘數大於一 
所得稅制度下之政府支出乘數大於定額稅制度下之政府支出乘數 
節儉矛盾是因為均衡所得不會隨自發性消費減少而改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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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入政府部門的簡單凱因斯模型中，政府預算平衡乘數為何？（MPC=邊際消費傾向） 

 1  1/(1-MPC)  1-MPC MPC 

24 依照凱因斯的流動性偏好理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交易動機與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都是國民所得 

交易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國民所得，而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利率 

交易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利率，而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國民所得 

交易動機與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都是利率 

25 凱因斯模型中，若消費 C=200+0.8(Y-T)，投資 I=200，政府支出 G=500，政府稅收 T=100，淨出口 

X-M=200，則均衡產出為： 

 4,100  5,100  6,100  7,100 

26 已知消費函數為C=300+0.8Yd，式中Yd代表可支配所得，則邊際儲蓄傾向是多少？ 

 0.8  240  600  0.2 

27 下列何者與政府支出乘數成正相關： 

邊際所得稅率 邊際儲蓄傾向 邊際消費傾向 邊際進口傾向 

28 下列有關古典學派的總合供給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假設貨幣工資具有僵固性  

勞動市場存在失業 

總合供給線為一垂直線   

總合供給線上每一點代表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達成均衡 

29 下列有關各學派的論點，何者正確？ 

凱因斯學派強調有效需求理論 貨幣學派認為要以權衡代替法則 

新興凱因斯學派認為貨幣具中立性 理性預期學派認為工資調整具有僵固性 

30 「我國紅十字會捐贈醫療用品給南亞海嘯災民」要記載在國際收支帳的： 

經常帳 資本帳 金融帳 準備 

31 下列有關外匯存底的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銀行外匯存底不等於民間持有的外匯  

外匯存底是政府部門賺來的外匯 

大量的外匯存底可以遏止國際投機客炒作新台幣的動機 

政府使用外匯不一定得收回等額的新台幣 

32 下列那一項不會產生外匯需求？ 

中央銀行收購外匯  對外國投資  

本國對外國移轉支付  短期資本流入 

33 在景氣衰退時期，比較固定比例稅與累進稅兩種稅制下可支配所得和消費的減少幅度，下列敘述那項正確？ 

固定比例稅制較小 累進稅制較小 兩種稅制相同 兩種稅制無法比較 

34 在浮動匯率制度下，若一國的出口大於進口，則下列何者正確？ 

貿易逆差，本國貨幣將會升值 貿易順差，本國貨幣將會升值 

貿易逆差，本國貨幣將會貶值 貿易順差，本國貨幣將會貶值 

35 如果一個社會中，勞動市場的異動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新進勞動市場的勞動力，找不到工作的人數在增

加」且「已就業的人口離開勞動市場的人數在下降」，則勞動參與率會有何改變？ 

增加 減少 不變 不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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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若一項污染的社會邊際成本等於邊際外部成本，則該污染的私人邊際成本為何？ 
零 社會邊際成本 社會邊際效益 私人邊際效益 

37 若生產過程會釋放有毒氣體於空氣中，同時政府未以公權力介入，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以私人觀點而言生產過多 以社會觀點而言生產過多 
以私人觀點而言生產過少 以社會觀點而言生產過少 

38 若廠商在產品市場與勞動市場上皆為完全競爭廠商，當市場工資提高時，廠商對勞動的需求線與均衡僱用

量是會如何變動？ 
需求線向右移動，僱用量增加 需求線向左移動，僱用量減少 
需求線不變，僱用量增加 需求線不變，僱用量減少 

39 若社區中有三人，對社區公園此一公共財的需求分別為：Q1=2.5-0.5P，Q2=14-2P，Q3=0.5-0.25P，則對公
園的總需求為何？ 
Q=14-6.5P Q=17-2.75P P=17-2.75Q P=14-6.5Q 

40 假設某人種花對自己產生的私人邊際效益是 MB(Q)=100-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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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請問為達社會最適狀況，此人該種幾束花？ 
 90束  100束  110束  120束 

41 下列那些是完全競爭市場與獨占性競爭市場的共同點？①廠商家數眾多 ②廠商長期利潤為零 ③廠商長

期不可能在邊際成本遞減處生產 ④若短期邊際收益小於平均變動成本，廠商會停產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42 下列何者是造成總體經濟中，物價下跌的原因？ 
重貼現率調降  出口大幅增加  
全球原物料供應吃緊  提高所得稅 

43 名目匯率是指下列何者？ 
一單位外國貨幣借貸的利率 一單位外國貨幣與本國貨幣的兌換比率 
一單位外國商品兌換本國商品的數量 一年可以兌換多少外國貨幣的數量 

44 中央銀行為防止台幣升值，採取沖銷干預政策，下列何者為中央銀行應有的措施？ 
購入外匯並買進國庫券  購入外匯並賣出國庫券 
拋售外匯並買進國庫券  拋售外匯並賣出國庫券 

45 下列何者被計算在國內生產毛額中？ 
中古車  員工的休閒價值  
稻農生產的稻米  台積電在美國所生產的產值 

46 下列何者不是短期總合供給線左移的原因？ 
租金上升 工資下降 原料價格上升 利率上升 

47 根據總合供需模型，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在長期會造成下列何種影響？ 
物價上揚 利率走低 產出下降 失業增加 

48 總合需求線代表那兩個市場達成均衡？ 
貨幣市場與勞動市場  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 
勞動市場與商品市場  商品市場與外匯市場 

49 下列何者與景氣波動呈反向波動？ 
失業率 銷售量 工業生產 股價 

50 下列何項因素會使總合需求線向左移動？ 
一般物價上升 政府稅收淨額增加 石油價格提高 外國物價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