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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屬於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的範疇？ 
中央政府的未償還債務餘額較去年增加 政府應課徵奢侈稅，以改善所得分配惡化之問題 
政府應提高社會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規模 政府應立法強制汽車後座乘客亦須繫上安全帶 

2 下列何者不是古典學派對於國家職能之認知？ 
國家是一個消費體 
功能財政 
 好的財政計畫，是經費支出 小的計畫 
國家活動應縮小至國防、司法、治安及有限度的公共事業 

3 若經濟狀況的改變可以在不損及其他人的福利下，而增加另一些人的福利時，此種資源配置符合： 
柏瑞圖改善 柏瑞圖 適狀態 柏瑞圖效率 潛在柏瑞圖改善 

4 公共財的提供可能造成坐享其成（free riding）的問題，主要是基於公共財的何種性質？ 
特殊價值性 聯合消費性 非敵對性 非排他性 

5 下列關於教育財貨的敘述，何者正確？ 
義務教育是免費的，並不具備外部利益 教育財貨不屬於殊價財的一種 
教育財貨無法適用排他原則 教育可以促進社會流動性 

6 下列關於自然獨占的敘述，何者錯誤？ 
自來水公司為自然獨占的例子 
自然獨占廠商利潤 大的生產決策為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自然獨占廠商利潤 大的生產決策會產生福利損失 
自然獨占廠商為價格接受者 

7 由於公共財的消費特性，因此社會上公共財的總需求曲線： 
必須利用水平加總方式求得 必須利用垂直加總方式求得 
利用水平加總或垂直加總方式均可求得 為一水平線 

8 公共財與共有資源（common resources）具有下列何種共同特性？ 
都無法排他 都具排他性 都非敵對 都具敵對性 

9 下列那些財貨具有排他性？①俱樂部財（club goods） ②殊價財（merit goods） ③公共中間財（public 
intermediate goods） 

①②③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10 下列有關財貨之屬性，何者錯誤？ 

國民義務教育屬於殊價財貨 國防屬於俱樂部財貨 
高爾夫球場屬於俱樂部財貨 高速公路屬於擁擠性公共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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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假設社會中僅存在 a、b 兩人，MBa、MBb 分別代表 a、b 兩人消費公共財的邊際利益，MC 為公共財的邊

際成本，此時薩穆爾遜（P. A. Samuelson）所提出之 適公共財提供條件為何？ 
MBa＝MBb＝MC MBa－MBb＝MC MBa＋MBb＝MC MBa／MBb＝MC 

12 下列何者並非外部性問題，不需政府干預？ 
工廠排放黑煙 浪費食物 環境污染 國民教育 

13 政府採兩部定價法提供財貨，若固定成本 30 元，邊際成本 3 元，市場需求曲線為 Q＝10－P，則應將使

用費定為多少元？ 
 3 元  5 元  10 元  30 元 

14 當社會發生重大變動，往往迫使公共部門支出增加來處理問題。變動平息後，新增的支出不會減少的現

象稱為： 
位移效果 檢查效果 集中效果 閉鎖效果 

15 假設公共財的需求與所得水準為正相關，且公共財提供成本平均分攤。若社會所得分配呈現右偏的型態，

則中位數投票者所決定的公共財水準將比 適水準： 
相等 高 低 不一定 

16 根據波文（H. Bowen）模型所決定的公共財水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均衡條件與私有財的均衡條件相同 低於公共財 適產出水準 
高於公共財 適產出水準 為中位數投票者所偏好的水準 

17 有關循環多數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循環多數決的原因是投票者全是單峰偏好 
雙峰偏好必定造成循環多數決 
若產生循環多數決，則投票順序將影響投票結果 
採用一致票決的投票法則會導致循環多數決的矛盾 

18 下列何者非我國實施國民年金之理由？ 
降低高所得家庭的收入  政府應提供殊價財 
私人保險市場無效率  達成國民終生消費平滑化 

19 有關選票交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投票者間相互利益交換或分贓的現象 是因為投票者具有雙峰偏好才能運作 
可能會使社會福利水準降低 可能提升經濟效率 

20 適憲政模型（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認為當通過議案所需的贊成票比例愈高時： 
外部成本越高，決策成本越低 外部成本越高，決策成本越高 
外部成本越低，決策成本越低 外部成本越低，決策成本越高 

21 政府部門從事公共建設可行性分析的常用工具是： 
租稅歸宿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邊際產出分析 邊際成本分析 

22 公共投資計畫，使得就業人數增加的效果，屬於： 
金融效果 實質效果 替代效果 集中效果 

23 採用「影子價格」衡量公共投資計畫的成本時，所稱「影子價格」係指政府提供財貨的： 
平均機會成本 邊際機會成本 平均產值 邊際產值 

24 地方政府打算在某行政區興建垃圾焚化爐，透過直接詢問當地居民對於不同的方案，願意接受的補償，

此分析方法稱為：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條件評價分析（contingent valuation analysis） 
成本極小化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 益本比分析（benefit co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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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個計畫效益現值為 1,100 元，成本現值為 1,000 元，有一個未考慮的外部性問題會使效益現值減少 100

元，如視此外部性為效益現值的減少，計算效益成本比率為 A，如視此外部性為成本現值增加，其效益

成本比率為 B。則： 

 A 比率會比未考慮外部性下的效益成本比率來得高 

 B 比率會比未考慮外部性下的效益成本比率來得高 

 A 與 B 比率均會比未考慮外部性下的效益成本比率來得高 

 A 與 B 比率均會比未考慮外部性下的效益成本比率來得低 

26 社會福利制度往往是工人階級強化與動員的結果，這是那一個理論學派的論點？ 

簡單功利主義  結構功能學派福利理論 

馬克思主義福利理論  費邊社會主義福利理論 

27 有關「X-無效率（X-inefficienc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賴賓斯坦（Leibenstein）提出，強調銷售價格過高的現象 

由哈伯格（Harberger）提出，強調銷售價格過高的現象 

由賴賓斯坦提出，強調生產成本過高的現象 

由哈伯格提出，強調生產成本過高的現象 

28 下列那地區之所得稅是採行「屬人全球制」？ 

香港 臺灣 日本 美國 

29 年金制度財務處理方式若採確定給付制，下列何者非其優點？ 

量出為入的概念 

保障給付 

個人易於進行老年經濟生活規劃 

容易因為消費水準提升及物價上漲等因素，造成年金制度財務不穩定 

30 下列何者為我國的國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地價稅 

31 租稅課徵不應改變財貨相對價格的要求，符合下列何項課稅原則？ 

效率 公平 財政收入 稅務行政 

32 課稅的人民福利損失數額（L）、政府稅收（T）與超額負擔（E）間的關係為何？ 

 L＝T－E  T＝E－L  E＝L－T  2E＝L－T 

33 關於柯列特－漢格法則（Corlett-Hague rul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課稅之效率原則的應用  主張重課休閒的互補品 

符合租稅中立性  會產生超額負擔 

34 假設資本可在國際間自由移動，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對境內資本課稅產生的租稅歸宿，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完全由資本所有者負擔  完全由資本使用者負擔 

資本所有者負擔較多  資本所有者負擔較少 

35 根據哈伯格（A. C. Harberger）的租稅歸宿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對公司部門資本要素報酬課稅所產生的要

素替代效果，將使資本要素的稅後報酬如何變動？ 

下跌 不變 上升 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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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為避免通貨膨脹導致個人所得稅實質稅負增加，而將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等，按物價上漲率調整

的措施稱為： 
資本化 指數化 名目化 實質化 

37 下列何者為一般銷售稅？ 
貨物稅 娛樂稅 證券交易稅 營業稅 

38 我國下列何種租稅之稅率結構具累進性？ 
營業稅 地價稅 房屋稅 契稅 

39 我國實施的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學理上屬於下列何種制度？ 
分類所得稅制 負所得稅制 兩稅合一制  低稅負制 

40 對追求利潤 大的獨占廠商課徵利潤稅，則其短期效果為何？ 
廠商的 適產量降低  廠商的產品價格上升 
廠商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不會額外增加超額負擔 

41 資本利得往往經過多年而一次實現，在累進所得稅制度之下，會產生稅負集遽的效果，若因此造成持有

者不願意出售之現象，稱為： 
替代效果 財富效果 所得效果 閉鎖效果 

42 當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服務產生正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時，其所提供的地方公共服務數量： 
低於 適的數量  高於 適的數量 
等於 適的數量  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 適的數量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所規定的政府間財政移轉方式： 
統籌分配稅款 補助金 稅收分成 集中支付 

44 上級政府為補償下級政府地方稅收損失的補助，稱為： 
指定用途補助 平衡補助 功能補助 選擇性補助 

45 有關財政收入的「垂直外部性（vertical externality）」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發生在同級政府間  發生在不同層級政府間 
起因於地方政府間的租稅競爭 起因於國際間的租稅輸出 

46 有關地方政府財政能力（fiscal capacit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地方政府租稅輸出能力愈高，財政能力愈下降 
衡量地方轄區融通政府提供服務的能力 
居民的移動性（mobility）會加強地方的財政能力 
與該地方轄區的財富水準無關 

47 中央政府為籌措重大建設資金，公開發行之 10 年期建設公債，性質上屬於何種公債？ 
流動公債 租稅式公債 永久公債 積極公債 

48 依現行公共債務法規定，我國縣（市）政府所舉借一年以上非自償性未償餘額預算數，占該政府總預算

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上限為： 
 25%  30%  40%  50% 

49 相較而言，下列何種預算制度較能刪除不具效率的既存計畫案？ 
複式預算 績效預算 零基預算 設計計畫預算 

50 公共支出以債務融通可能提高了市場利率而使私人投資減少，這種公共支出增加而私人投資反而下降的

現象，稱為何種效果？ 
所得效果 財富效果 替代效果 排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