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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 ： 1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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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票互助」對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為何？ 
必然提高 必然降低 必不影響 可能提高或降低 

2 下列何者是造成循環多數決的原因？ 
外部性 雙峰偏好 單峰偏好 選票互助 

3 假設一經濟體系只有兩個人，兩種生產要素，及兩種 終財貨。依據福利

經濟學的理論，要滿足「純粹交換」（pure exchange）的效率，其條件為何？ 
兩人消費的邊際替代率相等  
兩種生產要素的邊際技術替代率相等 
兩種財貨的邊際轉換率相等 
兩種財貨的邊際成本相等 

4 若社會上只有 A、B 兩人，其效用的高低僅由各自的所得（I）多寡來決定；

而且 A 的所得邊際效用函數為 MUA=150－2IA，B 的所得邊際效用函數為

MUB=150－4IB。當社會總所得固定為 60 元時，在使社會福利 W=UA+UB

之值 大之下，A、B 二人應分配的所得各為： 
A 分配 20 元，B 分配 40 元 A 分配 30 元，B 分配 30 元 
A 分配 40 元，B 分配 20 元 A 分配 60 元，B 分配 0 元 

5 在財政學的分析工具中，下列何者較常用來衡量消費者福利的變化？ 
消費者物價指數 消費者剩餘 
消費者幸福指數 消費者預算限制線 

6 下列何者屬於金融性外部效果的一種？ 
二手菸 
汽車污染 
注射疫苗 
民眾對手機的需求增加，因而造成手機價格上升 

7 皮古稅（Pigouvian tax）的設定應該符合下列何項條件？ 
每單位的皮古稅等於 適污染量下的總成本 
每單位的皮古稅等於 適污染量下的總利益 
每單位的皮古稅等於 適產出水準下的邊際外部利益 
每單位的皮古稅等於 適產出水準下的邊際外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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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開徵污染排放費（emissions fee）以達到社會 適污染減量，須使污染排

放費與污染減量的邊際成本達到下列何種關係？ 
前者較大  二者相等 
後者較大  前者為後者的兩倍 

9 具有外部成本之財貨，若任由市場價格機能運作，所決定的數量將比社會

上 適數量為何？ 
偏低 偏高 相等 無法比較 

10 下列何者是屬於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外部成本？ 
因勞工生產成本上升，廠商將其商品價格提高 
從養殖場傳來的惡臭影響隔壁鄰居 
因為設廠大量僱用勞工，造成工廠附近房價上漲 
住家庭院種桂花，隔壁鄰居聞到花香 

11 下列有關自然獨占之敘述，何者錯誤？ 
生產過程中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遞減 
為避免廠商虧損可採用平均成本定價法 
邊際成本定價法下，廠商會產生虧損 
平均成本定價法將使社會福利達到 大 

12 假設經濟體系有林先生、陳小姐、王太太等三位投票者，針對小、中、大、

特大等四種國防支出規模有不同的偏好排序，如下表所示： 

       投票者 
偏好排序 

林先生 陳小姐 王太太 

第一 小 特大 中 
第二 中 大 大 
第三 大 中 小 
第四 特大 小 特大 

試問多數決的表決結果是那一規模的國防支出？ 
小規模 中規模 大規模 特大規模 

13 林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所決定的 適公共財數量具有下列那項特

色？ 
全體投票者一致同意的公共財數量 
只有半數投票者同意的公共財數量 
只有半數投票者反對的公共財數量 
由獨裁者所決定的公共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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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何者是公共投資計畫可行性的抉擇準則？ 
政府借款利率低於內部報酬率 益本比大於 0 
市場利率高於內部報酬率 淨利益現值等於 0 

15 風險性公共投資計畫，有 60%機率會成功，成功時產生的淨現值是正

1,000 億元；有 40%機率會失敗，失敗時產生的淨現值是負 500 億元。若

人民喜好風險，則確定等值（certainty equivalent）不可能是： 
350 億元 450 億元 550 億元 650 億元 

16 若市場價格無法反映真實的邊際社會效益時，為了正確評估公共政策的效

益，可改用何者取代？ 
影子價格 前期市場價格 進口價格 政府課稅價格 

17 若公共支出計畫，第 0 期政府投入成本 1,000 萬元，第 1 期回收利益

1,100 萬元，其他情況不變下，若政府的資金成本率是 8%，則此公共支出

計畫： 
不應該推動  值得推動 
損益兩平  內部報酬率等於零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安全制度？ 
社會保險 社會企業 社會福利 社會救助 

19 我國社會保險主要的財源多來自投保人所繳交的保費，請問下列何者非保

費分擔對象？ 
個人 雇主 保險公司 政府 

20 依勞保遺屬年金給付之規定，被保險人死亡時，受領遺屬年金給付之順序

為： 
配偶及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 
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及孫子女、兄弟姊妹 
子女、父母及配偶、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 
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及孫子女、兄弟姊妹 

21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財源？ 
所得稅 貨物稅 營業稅 菸酒稅 

22 租稅資本化（tax capitalization）可視為何種租稅轉嫁？ 
前轉（forward shifting） 
後轉（backward shifting） 
旁轉（diffused shifting） 
轉化（transformation of taxation） 

23 華格納的課稅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重課財產所得原則 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重課大額所得原則 儲蓄投資免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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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X 與 Y 兩財貨的市場皆為完全競爭，且彼此間無關聯，兩者需求的價格彈

性絕對值大小為 Ex>Ey>0。為使課稅產生的超額負擔 小，則兩財貨從

價稅稅率（tx 與 ty）的關係為何？ 
tx<ty tx=ty tx>ty tx=ty=1% 

25 如果納稅人只關心預期所得的高低，則下列何種政策無法降低其所得稅的

逃漏？ 
提高稽徵技術  提高逃稅的罰款 
提高邊際稅率  提高查核率 

26 稅前福利水準相同者，稅後福利水準也應相同的課稅原則為何？ 
水平公平 垂直公平 絕對公平 效率原則 

27 課徵工資所得稅使個人的淨工資總收入減少，因而增加工作減少休閒時

間，此現象稱為何種效果？ 
替代效果 中性效果 休閒效果 所得效果 

28 一般環境稅透過稅收循環（revenue-recycling）所能產生的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是指： 
減少環境被害行為與增加政府稅收 
增加政府稅收與增加勞動就業 
增加勞動就業與降低租稅的扭曲效果 
降低租稅的扭曲效果與減少環境被害行為 

29 下列何者不是財政分權的缺點？ 
對某些公共財的提供缺乏規模經濟 
無法克服地方公共財的外溢效果問題 
地方政府可能採行租稅輸出 
導致地方政府體察民意，施政因地制宜 

30 如果甲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財有利益外溢效果，將使得甲地方政府提供的

公共財數量較 適數量為： 
相等 多 少 不確定 

31 下列何者不屬於鄉（鎮、市）的財政收入？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娛樂稅 

32 若社會上只有 A、B 兩人，其效用的高低僅由各自的所得多寡來決定，而

且兩人的所得邊際效用均是遞減的。如果政府必須移轉 A 的部分所得給

B，才能提高社會福利 W=UA+UB之值，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大於 B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 
A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小於 B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 
A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等於 B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 
A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加上 B 目前的所得邊際效用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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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所謂李嘉圖等值定理（Ricardian Equivalance Theorem），係指在既定政府

支出下，下列那兩種融通方式之經濟效果相同？ 
發行公債與增加貨幣供給 發行公債與增稅 
發行國內公債與舉借外債 增稅與增加貨幣供給 

34 依我國現行公共債務法規定，下列那一級政府，其為調節庫款收支所舉借

之未滿一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

總額之 15%？ 
中央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35 關於我國立法院對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審議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的提議 
立法院院會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議決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之審議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限，採部分審議制 
歲出之審議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採全部審議制 

36 X 無效率（X-inefficiency）係指下列何者所造成的效率損失？ 
地方公共財 共有資源 俱樂部財 公營事業 

37 純粹公共財在消費上具有下列何種特色？ 
不具敵對性，但具排他性 具敵對性，但不具排他性 
具敵對性，具排他性 不具敵對性，也不具排他性 

38 某一投票方式規定在四位候選人欄位下，依心目中的偏好度，填上 1、2、
3、4 的序位，計票時直接以序位數字加總，數字愈小代表選情愈好， 後

以「得票數 佳」三位送總統圈選。此為何種投票法則？ 
簡單多數決  波達投票法則（Borda voting rule） 
 高票制（plurality voting） 一致決 

39 下列有關林達爾（Lindahl）公共財模型的敘述，何者錯誤？ 
採量能原則的推理方式 
由個人需求垂直加總市場需求 
均衡時不同人的需求價格會不同 
均衡時符合受益公平 

40 當勞動供給完全無彈性時，課徵由勞資雙方平均分擔之固定稅率薪工稅

（payroll tax），其稅負： 
由資方與勞方平均負擔 資方負擔之比重較高 
完全由資方負擔 完全由勞方負擔 



代號：2607 
頁次：6－6  

 

41 若稅基為 5 萬元時，稅額為 1,000 元；若稅基為 10 萬元時，稅額為 1,500 元，

則此種稅率結構為： 
累進稅 累退稅 比例稅 定額稅 

42 若政府對公司營運之淨利潤課徵固定比例之「利潤稅」，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稅負會全部由公司承擔 稅負會部分轉嫁給消費 
稅負會全部轉嫁給消費 依市場結構而定 

43 我國所得稅制對於醫生替自己的小孩看病、父母替兒女補習等所產生的隱

含所得，不課稅的主要理由為何？ 
金額很小，不符合稽徵成本 基於福利性所得免稅的概念 
所得稅法明文規定為免稅所得 因其未透過市場交易，計價困難 

44 下列何者不屬於丁波（C. M. Tiebout）的地方公共支出理論之假設？ 
人民有完全資訊 
各地區所提供的公共財沒有外溢效果 
可供人民選擇居住的地區數目甚多 
高遷移成本 

45 因應預算法之修正，我國 89 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實際期間多長？ 
15 個月 16 個月 18 個月 21 個月 

46 根據波文模型（Bowen model），乃是採用何種方式之多數決？ 
競租方式  兩兩投票之簡單多數決 
選票互助  循環式投票 

47 丁波（C. M. Tiebout）的地方性公共財均衡分析，一般稱之為： 
以手投票 以腳投票 以腦投票 以眼投票 

48 我國在預算制度中設置的預備金、追加預算、特別預算等制度，可視為下

列何種制度設計？ 
歲出額度制  彈性預算制 
強制支出移轉  收支同步制 

49 每當大選時刻，各政黨候選人紛紛表示要尋求「中間選民」的支持。此種

現象可用下列那個模型來解釋？ 
林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 
鄧恩斯模型（Downs model） 
波文模型（Bowen model） 
尼斯坎南模型（Niskanen model） 

50 對企業之盈餘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其稅後盈餘發放股利給股東又須課

徵綜合所得稅，此種課稅制度會造成下列那一項所得重複課稅？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營利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