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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
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以無異曲線分析法，繪圖分析並比較實物補助與價格補助兩種補助

方式，在相同補助金額下，受補助者比較偏好何種方式？何種方式較

能增加受補助財貨的消費？（25 分）

二、何謂影子價格（shadow price）？請以對供給者課徵從價貨物稅的完

全競爭市場為基礎，繪圖詳細說明政府對該財貨需求增加並使市場價

格上升的情形下，該財貨的影子價格應如何評估？（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303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

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

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在只有 A、B 兩人的經濟體系，如果社會福利函數 W 可表示為

A BW=min{U , U }，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維持 A 的效用但增加 B 的效用，社會福利必會提高

增加 A 的效用但減少 B 的效用，社會福利必會提高

只要有一人的效用增加，社會福利必會提高

同時增加二人的效用，社會福利必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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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若以皮古補貼（Pigouvian subsidy）矯正生產時的外部不經濟，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實施皮古補貼長期將使廠商增加產量，污染總量可能增加

實施皮古補貼長期將使污染廠商的數量增多

每單位皮古補貼等於效率產量下的邊際損失

實施皮古補貼將使廠商增產至效率產量

3 某一具自然獨占的公用事業，在面對負斜率的需求曲線時，若分別採最大

利潤訂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及邊際成本訂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帶來的經濟效率損失：最大利潤訂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邊際成本

訂價法

所決定的價格：邊際成本訂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最大利潤訂價法

所決定的產量：邊際成本訂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最大利潤訂價法

若導致虧損，則虧損額度：邊際成本訂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最大利

潤訂價法

4 下列問題，何者不適用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解決？

南非的白犀牛保育

果園與周圍的養蜂場

比鄰的鐵工廠與洗衣店

網路塞車導致檔案傳輸延誤

5 下列何者是鮑莫（W. Baumol）不平衡成長模型正確的基本假設？

公部門的生產效率會較私部門為高

公部門的資本投入會較私部門為高

勞動投入在公私部門之間可以自由移動

民眾對私部門產出的價格需求彈性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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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政治景氣循環的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共支出在選舉之前會增加，選舉之後會減少

公共支出在選舉之前會減少，選舉之後會增加

公共支出在選舉之前會減少，選舉之後則維持不變

公共支出在選舉之前維持不變，選舉之後則會增加

7 如果一個公共支出計畫案在執行之後，其利益現值較原先預估為高，成本

較原先預估為低，則下列關於該計畫案評估的敘述何者錯誤？

淨利益現值一定上升 內部報酬率一定上升

益本比一定上升 還本期不一定會提前

8 甲、乙兩個互斥型的投資計畫，第 N 年年初的投入成本都是 15 億元，甲

計畫於第 N+2 年底產生 26.62 億元效益，乙計畫於第 N+1 年底產生 25.41

億元效益。若其他情況不變，折現率為 10%，以淨現值法評估，應選擇那

個計畫？

甲 乙 兩者都選 兩者都不選

9 下列何者為波文模型（Bowen model）下公共財的提供條件？

中位數投票者對公共財的邊際願意支付代價，等於每人平均分攤公共財

的邊際成本

平均數投票者對公共財的邊際願意支付代價，等於公共財的邊際成本

所有投票者對公共財的邊際願意支付代價之加總，等於每人平均分攤公

共財的邊際成本

個別投票者對公共財的邊際願意支付代價，等於公共財的邊際成本

10 如果新增的公共投資計畫占既有公共投資比例很低，且各個計畫的風險相

互抵銷，使得公共投資的風險成本可被忽略，此種現象稱為：

風險共攤（risk spreading） 風險聚合（risk pooling）

風險趨避（risk aversing） 風險承擔（risk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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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3 日總統修正公布「公民投票法」第 29 條規定：「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

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者，即為通過。」上述規定為下列何種投票法則？

相對多數決 簡單多數決 點投票 康多塞投票制

12 假設一個經濟體系僅有 A、B 兩人，兩人對公共財的邊際願意支付代價分

別為 MWTPA與 MWTPB，而公共財的邊際成本為 MC。林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的最適公共財數量（Q*）如何決定？


* *Q Q

A B0 0
MWTP dQ+ MWTP dQ=MC 

 * * *
A BMWTP (Q )+MWTP (Q )=MC(Q )


* *Q Q

A B0 0
MWTP dQ= MWTP dQ 

 * *
A BMWTP (Q )=MWTP (Q )

13 下列關於負所得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此政策設計之主要的目的在於減少政府稅收、還稅於民

結合租稅制度及社會福利制度的政策

為了鼓勵工作，工作所得愈高，負擔的租稅愈低

當所得低於某一水準時，可享受減稅的優惠

14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之費率上限為：

 6%  7%  8%  10%

15 有關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的差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商業保險按照風險程度收取保險費

社會保險可以不用事先加保就能領取給付

社會保險的繳費與給付不完全對等

商業保險是自願加保，社會保險通常為強制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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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最適商品稅（optimal commodity tax）之稅率訂定，與商品之需求彈性絕對

值（ED）、供給彈性絕對值（ES）的大小關係為何？

與 ED呈正向關係、與 ES呈反向關係

與 ED及 ES都呈正向關係

與 ED呈反向關係、與 ES呈正向關係

與 ED及 ES都呈反向關係

17 下列有關影響租稅轉嫁的敘述，何者錯誤？

生產要素的供給不具彈性時，商品的稅負較易後轉（backward shifting）

商品供給線愈是趨於水平，商品的稅負愈易前轉（forward shifting）

廠商透過改良生產方法，使稅負減輕者稱為旁轉（deviation shifting）

對成本遞減產業課徵商品稅，其稅負轉嫁幅度很可能超過原徵稅額

18 對追求最大利潤廠商課徵比例的利潤稅，在短期下，其對稅後均衡數量

（Q
＊
）、買方付出價格（PD）、賣方收到價格（PS）的影響為：

 Q
＊
減少、PD上升、PS 下降  Q

＊
減少、PD 不變、PS 不變

 Q
＊
不變、PD上升、PS 下降  Q

＊
不變、PD 不變、PS 不變

19 其他條件相同下，若對土地的農產品收益課稅會產生租稅完全資本化

（capitalization）現象，則向承租土地耕作者課徵收益稅，其稅負將由誰負

擔？

農產品之消費者 農產品之經銷商

土地之承租者 土地之地主

20 下列何者全部不計入我國公共債務法第 5 條規範之所舉借「公共債務未償

餘額預算數，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前三年度名目國內生產

毛額平均數之百分之五十」之債務？

一年期以上非自償性債務

地方政府所有自償、非自償性之債務

地方政府向銀行舉借之一年期以下債務

所有的特種基金舉借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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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財貨課稅之原則與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達社會公平，可對奢侈品加重課稅

為使超額負擔極小化，可對需求彈性小的財貨課以較低稅率

為矯正外部不經濟，可對具外部成本的財貨課以從量貨物稅

對劣價財（demerit goods）加重課稅以達寓禁於徵

22 中央與地方政府租稅的劃分制度之一是採獨立稅制，下列何者是我國現行

獨立稅制之稅目？①所得稅 ②關稅 ③遺產及贈與稅 ④使用牌照稅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23 有關租稅競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租稅競爭是指地方政府以減稅方式吸引投資

菸酒稅若由地方政府課徵不致於產生租稅競爭

租稅競爭導致地方稅率偏低

租稅競爭將造成效率損失

24 下列有關財富稅（wealth tax）和財產稅（property tax）的比較，何者錯誤？

財富稅是針對個人累積之財富課稅

財產稅是定期針對財產價值課稅

財富稅屬於存量稅

財產稅屬於流量稅

25 下列關於財產稅歸宿之新觀點（new view）的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一般均衡分析架構

將財產稅視為生產要素稅

一般稅效果（general tax effect）為財產稅具有累進性

貨物稅效果（excise tax effects）為財產稅必具累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