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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甲、乙二人，甲每小時可做 4 雙鞋子或 3 把椅子，乙每小時可做 2 雙鞋子或 2 把椅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鞋子具有比較利益  甲對椅子具有比較利益 
甲對鞋子與椅子都具有比較利益 乙對鞋子與椅子都具有比較利益 

2 二個國家自由貿易之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二國的社會福利都會提高 只有出口國的社會福利提高 
只有進口國的生產者剩餘增加 只有出口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 

3 經濟落後國家的政府鼓勵生產自動化，經濟學家事先就判定廠商配合意願會很低，他根據的 大理由是： 
自動化成本很低  政府宣導不夠 
廠商心態太過保守  勞動的價格便宜 

4 某國生產 X 與 Y 兩種產品，其生產可能線為 2X+3Y= 600。該國根據比較利益法則，專業化生產 X 並進

行國際貿易，且貿易後消費 240 單位 X 及 180 單位 Y，則該國面對的貿易條件（1 單位 X 可換得的 Y 數

量）為： 
 0.67  0.75  1.5  3 

5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一小國政府為了保護國內汽車產業，對進口汽車課徵關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會使得汽車之國內市場價格降低 會使得汽車之國際市場價格上升 
會提高國內消費者對於進口汽車的需求 會提高國內汽車製造業者之生產者剩餘 

6 假設電影的供需符合供需法則，而且政府原先對電影消費課徵一項租稅。一般而言，停止該項租稅將使： 
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都增加 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都減少 
消費者剩餘增加，而生產者剩餘減少 消費者剩餘不變，而生產者剩餘增加 

7 小峻有 100 萬元，放在定存利率為 2%，投資基金的報酬為 4%，投資股票的報酬為 5%。近日小峻的朋友

向其商借這 100 萬元，願意付 3%的利率，若小峻決定借給朋友，則機會成本為多少報酬率？ 
 2%  3%  4%  5% 

8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關於市場供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需求增加，價格上漲」與「價格上漲，需求量減少」兩者之間沒有矛盾 
當有颱風警報時，蔬菜價格與銷售量均上升，表示其蔬菜的需求曲線為正斜率 
若近日國內大雨不斷，形成稻作淹沒，因而稻米供給不足，米價上漲，麵粉價格也隨之上漲 
在競爭的交易市場中，政府針對某商品強制採取有效的價格上限政策，則該商品的零售價格會下降 

9 當一國經常帳順差增加時，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該國的外匯存底會： 
增加 減少 不變 先減後增 

10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項不屬於供給的變動？ 
建築工人工資提高，導致房屋供給減少 
政府決定更加嚴格限制捕撈鮪魚可以使用的漁網，導致鮪魚供給曲線左移 
天氣劇烈變化，導致葡萄柚供給改變 
蛋糕價格上漲，導致蛋糕供給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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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政府已知一般吸菸者的香菸需求價格點彈性絕對值為 0.2，若政府期望能降低吸菸數

量達 10%，則政府應設法將香菸價格： 
調降 10% 調漲 20% 調漲 40% 調漲 50% 

12 政府為保障無自用住宅的租屋民眾，故以法律訂定低於市場均衡價格之租金上限。關於此種管制行為之

效果，下列何者錯誤？ 
訂定租金上限後，租戶可能要動用關係才能租到房子 
租金上限會造成租屋市場之超額需求 
受惠於低租金政策的承租戶數量會比原來市場均衡數量還要高 
有了租金上限之後，屋主可能較不願意繼續提供高品質之房屋維修服務 

13 若 X 及 Y 兩種物品的無異曲線為一負斜率直線時，這兩種物品為： 
互補品 不完全替代品 完全替代品 獨立品 

14 夢幻世界只有甲國和乙國兩個國家。兩國的生產可能線都是直線（縱軸：Y 產品，橫軸：X 產品），斜

率分別為甲國：－5/3，乙國：－3/4。兩國進行貿易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國會出口 X、進口 Y  乙國會出口 Y、進口 X 
乙國會同時出口 X 和 Y  乙國會同時進口 X 和 Y 

15 假設白小姐購買第一張巴哈 CD 的願付價格為新臺幣 350 元，第二張 CD 的願付價格為新臺幣 260 元。若

一張巴哈 CD 的市價為新臺幣 250 元，則白小姐購買兩張巴哈 CD 的消費者剩餘為： 
 0 元  100 元  110 元  130 元 

16 假設小白消費燒餅各種數量下的邊際效用均為正值，且隨著燒餅消費量增加，小白的邊際效用均等於一

個正的常數。小白消費燒餅的總效用隨著燒餅消費量增加而： 
下降 增加 不變 資訊不足，無法判斷 

17 假設小白選擇消費金額及休閒時數以達到效用 大，且消費金額及休閒對小白都是為正常財。假設小白

的每小時工資由 100 元上升為 150 元。在下列何種條件下，小白的勞動供給曲線是正斜率？ 
休閒的替代效果小於休閒的所得效果 消費金額的替代效果小於消費金額的所得效果 
休閒的替代效果大於休閒的所得效果 消費金額的替代效果大於消費金額的所得效果 

18 工廠的汙染排放量（Q）、邊際效益（MB）及對居民的邊際損害（MD）對應如下表。根據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雙方協商的汙染排放量為何？ 

Q 1 2 3 4 5 6 7 8 9 10 

MB 40 36 32 28 24 19 16 13 8 2 

MD 3 6 9 12 15 19 21 25 29 33 

 10   6 
 5  不一定，視誰擁有空氣的財產權而定 

19 甲公司生產豆花的總固定成本為 2,000 元，總變動成本為 7,500 元。如果甲公司生產 500 碗豆花，則

平均總成本，平均固定成本，與平均變動成本分別為： 
 9,500 元，2,000 元，7,500 元  19 元，4 元，15 元 
 19 元，15 元，4 元   35 元，20 元，15 元 

20 下列何者為公共財之特質？ 
不支付費用的個人仍然可以消費此財貨 不支付費用的個人就無法消費此財貨 
具敵對性  不會有搭便車的問題 

21 下列何項政府行為非起源於市場失靈？ 
政府提供公共財  政府對生產外部性的管制 
政府對獨占廠商訂價的管制 政府對颱風後蔬菜價格波動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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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要斷定某一市場是否為完全競爭市場，與下列那一個因素 沒有關係？ 
市場內廠商數目的多寡  廠商的成本結構 
廠商是否能自由進出市場 廠商有無訂價能力 

23 假設某市場為獨占性競爭，有關其長期均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該市場的廠商均可以自由進出 該市場的廠商均有訂價能力 
該市場的邊際廠商享有正利潤 該市場的個別廠商面對負斜率的需求線 

24 若演唱會區分搖滾區、看台區而訂定不同的價格，則其訂價 主要是根據下列那一個因素來決定的？ 
場地租金 交通便利性 需求價格彈性 觀眾多寡 

25 國民所得支出的項目中投資支出： 
為資本存量  包括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包括買賣股票之金融投資 包括政府的移轉性支出 

26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且縱軸為名目工資率，橫軸為勞動數量。下列何者會造成廠商的勞動需求曲線往左

移動？ 
商品價格上升  商品價格下降  
消費者所得增加  替代性很高的進口商品價格上升 

27 假設某國只生產 X 與 Y 兩種 終商品且產量分別固定為 2 單位與 3 單位。若去年（基期年）X 與 Y 的單

位價格均為＄1，且今年 X 的單位價格為＄2，Y 的單位價格為＄3，那麼該國今年的 GDP 平減指數位於

下列何項區間？   
(50, 150) (150, 250) (250, 350) (350, 450) 

28 下列何者 有可能是中間財？ 
麵包 小麥 甘蔗 柳丁 

29 就我國而言，政府是生產要素市場的： 
買者 賣者 買者也是賣者 既不是買者也不是賣者 

30 下列關於利率的敘述何者正確？ 
名目利率高於事後的實質利率 名目利率等於事後的實質利率 
名目利率低於事後的實質利率 實際的物價膨脹率愈高，事後的實質利率愈低 

31 某一個國家宣稱已達充分就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國完全沒有失業人口  該國沒有摩擦性失業人口 
該國沒有季節性失業人口 該國沒有循環性失業人口 

32 我國的勞動統計之中，軍人屬於下列那一個族群？ 
勞動力 非勞動力 失業人口 不計入勞動統計中 

33 令縱軸為物價膨脹率，橫軸為失業率。按照諾貝爾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觀點，

長期菲力普曲線（Phillips curve）為： 
垂直線 負斜率 水平線 正斜率 

34 在凱因斯模型中，狀況①投資僅有自發性投資，狀況②投資同時具有自發性及誘發性投資，則政府支出

乘數的相對大小為何？ 
①>② ①<② ①=② 資料不足，無法確定 

35 以下為某一封閉體系的資料：C =150+0.8（Y－T），I =300，G =150，T =50 +0.1Y。當商品市場達到均衡

時，該封閉體系的儲蓄等於多少？ 
 200  250  400  500 

36 某一經濟體系的名目工資具有向下僵固性，且其目前的均衡產出水準小於充分就業的產出水準。假設其

他條件不變，下列那一項變動可能會使該經濟體系的失業率上升？ 
應提準備率下降 重貼現率下降 央行出售政府債券 政府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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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以下為某一封閉經濟體系的資料：C=C0+c (Y－T)，I=I0，G=G0，T=T0。假設該經濟體系目前的均衡所得為

5,000 單位，並且充分就業時的所得水準為 4,000 單位。為了達到充分就業，該國政府支出必須減少 250
單位，則該經濟體系的邊際消費傾向為多少？ 
 0.25  0.5  0.6   0.75 

38 某些經濟學者認為，政府減稅不會影響民間消費，此一主張符合： 
賽伊法則（Say's law）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柏瑞圖 適（Pareto optimum） 李嘉圖對等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39 下列那一項屬於準貨幣（quasi-money）？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支票存款 外幣存款 

40 下列何者會使貨幣需求減少？ 
國民所得增加 名目利率上揚 預期通貨膨脹率下降 財富增加 

41 當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大量買進外匯，另一方面又在公開市場賣出債券，則 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現象？ 
進口擴大   
新臺幣升值  
央行國外資產增加   
準備貨幣增加的金額大於央行國外資產增加的新臺幣金額 

42 下列何者並非國際上一般中央銀行常用來影響貨幣供給之方式？ 
發行政府公債 公開市場操作 改變重貼現率 改變存款準備率 

43 政府欲增加支出以擴張經濟社會之總合需求時，其擴張幅度 不可能因為那種效果而打折扣？ 
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果」（multiplier effect）  
利率升高的「排擠效果」（crowding-out effect） 
租稅提高的「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本國物價上升的「跨國替代效果」（international substitution effect） 

44 在景氣蕭條的階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財政赤字縮減  失去工作的人比找到工作的人多 
廠商投資減少  家庭消費減少 

45 下列那一項不是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所使用的景氣動向領先指標？ 
外銷訂單指數 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股價指數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46 下列那一項是我國中央銀行所使用的反景氣循環政策之一？ 
請外銀主管喝咖啡  發行新設計的鈔券  
增加發行央行定期存單  建置更有效率的支付與清算系統 

47 就完全競爭廠商而言，它在短期可以調整①，在長期可以調整②。上述文字①②應分別填入： 
資本使用量，勞動使用量 勞動使用量，資本使用量 
資本使用量，資本使用量 商品價格，要素價格 

48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際收支帳下的項目？ 
經常帳 政府預算 資本帳 金融帳 

49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者會使本國貨幣貶值？ 
本國進口增加  外人直接投資增加  
本國出口增加  本國中央銀行增加外匯賣出金額 

50 當本國實質匯率等於 1 時，這表示下列何者會成立？ 
利率平價 購買力平價 費雪方程式 交易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