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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兩國模型中，甲國在生產汽車與小麥上有絕對利益，乙國則在生產小麥有比較利益，表示： 
甲國應該同時生產小麥與汽車，乙國完全不生產 乙國不應該和甲國貿易 
甲國應該生產小麥，乙國應該生產汽車 乙國應該生產小麥，甲國應該生產汽車 

2 若均衡價格下跌但均衡數量並未變動，此乃因： 
供給和需求同幅度的增加 需求增加但供給減少 
需求減少但供給增加  供給和需求同幅度的減少 

3 政府對於國產農產品常有「保證收購價格」的做法。這表示： 
政府對農產品的需求為完全無彈性 政府想買多少農產品就有多少 
政府對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等於一 政府的需求線斜率等於零 

4 下列何者屬於「需求量的變動」？ 
衛生紙即將漲價趕緊採買備用 計程車費率調升儘量減少搭乘 
麵包變貴了只好多吃饅頭 老闆加薪後，增加看電影的次數 

5 設市場需求函數為 PQd −=10 ，市場供給函數為 2+= PQs ，則當市場達成均衡時之供給彈性為多少？ 
 1/3  2/3  1  3/2 

6 美國在 1920 年代推行禁酒，結果造成民間釀造私酒風氣盛行，酒類走私非常猖獗，其原因在於禁酒是一種

有效的： 
數量上限（quantity ceiling） 數量下限（quantity floor） 
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 價格下限（price floor） 

7 假設 X商品的價格為 6元，Y商品的價格為 4元。當消費者消費 X商品的邊際效用為 12時，他應該消費 Y
商品直到 Y商品的邊際效用等於多少？ 
 8  10  12  18 

8 消費者購買 1到 5單位商品所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依序是 12，10，6，2，0，而賣方出售 1到 5單位商品的
最低要求價格依序是 0，2，6，10，14，若消費者僅購買 1單位，此時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是多少？ 
 0  8  12  20 

9 假定供給和需求符合供需法則，若供給沒有變動，而需求卻增加了，則下列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必定增加 消費者剩餘必定減少 生產者剩餘必定增加 生產者剩餘必定減少 

10 假定大眾運輸市場的需求為 P＝90-Q，供給為 P＝50＋Q，政府規定的車票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是 80
元，則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應該是： 
 0  70  100  200 

11 以無異曲線（indifference curve）分析消費者行為，是屬於： 
基數效用分析法（cardinal utility analysis） 序列效用分析法（ordinal utility analysis） 
比較靜態分析  比較動態分析 

12 在短期，邊際產量遞減時，平均產量和邊際產量有何特性？ 
平均產量一定隨之遞減  平均產量一定大於邊際產量 
平均產量一定低於邊際產量 平均產量和邊際產量的大小關係不能確定 

13 有關邊際成本的敘述，何者錯誤？ 
因產量改變而改變的總成本 
因產量改變而改變的總變動成本 
因產量改變而改變的固定成本 
完全競爭廠商的供給線為正斜率乃因邊際成本遞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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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廠商生產是在規模效率時，表示下列何種情況？ 
平均變動成本為極小  平均固定成本為極小 
平均總成本為極小  邊際成本為極小 

15 當完全競爭市場的總需求線愈平坦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廠商面對的需求線彈性越大 
若廠商被政府課徵從量稅，則其轉嫁給消費者的比例愈大 
廠商長期均衡的產量愈大 
政府課徵從量稅造成的社會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愈大 

16 獨占者的短期供給曲線之性質為何？ 
平均變動成本線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 平均成本線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 
邊際成本線  沒有供給曲線 

17 下列有關獨占市場和獨占性競爭市場長期均衡的比較，何者錯誤？ 
兩者都有資源配置的無效率 
獨占者不會有虧損，獨占性競爭廠商則因競爭而利潤為零 
獨占者有生產上的無效率，獨占性競爭廠商則因競爭而無生產上的無效率 
兩者都生產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產量 

18 在不完全競爭市場，廠商一般都具有某種程度的獨占力，下列對獨占力的敘述，何者正確？ 
當廠商提高價格時，若銷售量減少的多，則廠商獨占力越大 
四大銷售額指數通常被用來衡量廠商在市場的獨占力 
單一使用市場集中度便能正確衡量獨占力 
沒有近似替代品的廠商通常獨占力較小 

19 在競爭市場下，下列何者是勞動報酬依「各取所值」的方式分配？ 
按邊際效用之分配方式  按邊際成本之分配方式 
按邊際生產收益之分配方式 按邊際要素成本之分配方式 

20 下列何者的經濟整合程度最低？ 
自由貿易協定 關稅同盟 經濟同盟 共同市場 

21 下列有關勞動供給彈性的陳述，何者正確？ 
技術層次愈高，勞動供給彈性愈大 
考慮的時間愈久，勞動供給彈性愈大 
土地總量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 
生產要素供給彈性愈大，其報酬中類似地租的成分愈多 

22 下面那一個因素會使得勞動市場的均衡僱用量增加，同時均衡工資率上升？ 
技術進步  工會力量壯大 
婦女勞動參與率提高  降低贈與稅的稅率 

23 下列何者不是貿易的原始動機？ 
原料分布不平均  消費者偏好不同 
專業分工的利益  想進行文化交流 

24 下列有關經濟租的敘述，何者錯誤？ 
經濟租是要素報酬超過機會成本的部分 
經濟租是供給線以上，價格線以下所夾的面積 
經濟租可區分為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兩個部分 
要素的供給彈性為無窮大時，其經濟租為零 

25 若廠商必須為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繳納租稅，則下列廠商反應何者正確？ 
一定將全部的稅額轉嫁給消費者 會增僱員工 
會降低價格  會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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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已知下圖為某產品的市場成本與效益曲線，若任市場機能自由運作，則市場均衡價格與數量 

分別為何？ 
 
 
 
 
 
 
 
 
 
 
 
 
 
 
 
 100；150  150；50  150；250  200；150 

27 台灣某電子公司外籍女秘書與公司老闆結婚，結婚後為節省公司開銷，外籍女秘書繼續擔任秘書工作而不

支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台灣 GNP增加 台灣 GNP減少 台灣 GNP 不變 台灣 GDP 不變 

28 勞動市場中，如果其他條件均不變下，僅「重新想進入勞動市場，但未找到工作的人」增加了 1 萬人，且
「退休人口」增加 1萬人的情況下，則勞動參與率會： 
提高 降低 不變 不一定 

29 中央銀行要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可採用下列那一種措施？ 
調高重貼現率 買入政府債券 買入外匯 調降存款準備率 

30 下列何種中央銀行政策，會導致M1增加？ 
提高重貼現率 出售外匯 提高存款準備率 買進政府公債 

31 下列那一種措施會增加貨幣供給量？ 
中央銀行提高存款準備率 中央銀行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 
中央銀行提高重貼現率  中央銀行增加超額準備的提存 

32 重貼現率的提高會造成下列那一種結果？ 
企業增加向商業銀行借款 銀行體系的信用創造能力擴大 
貨幣供給量的增加  商業銀行減少向中央銀行借款 

33 當利率水準已達相當水準時，社會大眾會傾向擁有較多的債券而少持有現金，對於此一情形，下列何者不

是合理的原因？ 
持有現金的機會成本相當高 
未來的利率水準降低的機率明顯提高 
擁有債券的相對報酬較高 
當利率水準提高時，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s）會下降 

34 依照凱因斯的流動性偏好理論，透過交易動機，下列何者會使民眾所握有的貨幣需求減少？ 
薪資支付的頻率下降  資產選擇的多樣化程度減少 
信用卡與簽帳卡普遍使用的程度提高 迂迴化生產的程度提高 

35 物價膨脹所引起的「皮鞋成本」指的是： 
未預期物價膨脹所引起的所得重分配 當物價膨脹上升，為了尋找低價商品所花的時間 
為了持有較少貨幣所引起的資源浪費 因為政府印較多的鈔票所增加的成本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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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邊際成本

社會邊際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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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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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若經濟體系發生高且非預期的物價膨脹，對於其所衍生的成本，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有銀行存款的個人，其成本高於積欠銀行貸款者 
持有較少貨幣者，其成本高於持有大量貨幣者 
名目工資隨物價膨脹調整者，其成本高於固定名目工資者 
使用低累進稅率的存款者，其成本高於使用高累進稅率的存款者 

37 以消費者物價指數衡量生活成本會產生下列何種問題？ 
無法衡量商品品質的變動 只考慮消費者在食物、服飾及水電燃料的支出 
沒有考慮消費者的家庭支出 未考慮消費者在某些財貨與勞務的支出高低不一 

38 封閉經濟下，商品市場達到均衡時，下列何者正確？ 
儲蓄＝投資  儲蓄＝投資＋政府預算赤字 
政府支出＝政府稅收  儲蓄＝政府預算赤字 

39 在一簡單凱因斯模型中，如果總支出函數為：AE＝100＋0.5Y，式中，Y表實質所得，則自發性支出乘數是

多少？ 
 0.5  2  100  200 

40 凱因斯模型中，若消費函數 C＝400＋0.5(Y－T)，投資支出 I＝100，政府支出 G＝200，政府稅收 T＝100，
則均衡消費為何？ 
 1,000  1,050  1,150  1,300 

41 凱因斯模型中，若進口是所得之正函數，相對於封閉經濟，則政府平衡預算乘數將會有何變化？ 
變大 不變 變小 不一定 

42 某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支出可以刺激經濟成長，您猜想他最可能屬於那一學派的經濟學家？ 
古典學派 凱因斯學派 貨幣學派 理性預期學派 

43 下列何項因素可使總合供給線向右移動？ 
擴張性貨幣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 實施匯率貶值策略 勞動供給增加 

44 政府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及擴張性貨幣政策之主要目的在於： 
提高利率水準 提高物價水準 使所得分配更趨公平 提高產出水準 

45 廠商的投資需求決定於下列那一個條件？ 
投資平均收益等於利率  投資總收益等於投資總成本 
投資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收益 投資邊際效率等於利率 

46 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描述那兩個變數之間的關係？ 
國際收支與匯率  物價上漲率與名目工資成長率 
失業率與物價上漲率  經濟成長率與利率 

47 「我國廠商出口 1,000萬新臺幣價值的腳踏車到國外，並將取得的外匯留在身邊以備不時之需」上述交易，

將造成我國的國際收支帳產生何種變化？ 
經常帳餘額增加，金融帳餘額減少 經常帳餘額增加，金融帳餘額增加 
經常帳餘額減少，金融帳餘額增加 經常帳餘額減少，金融帳餘額減少 

48 以下何種情況，會使本國外匯市場的均衡匯率上升？ 
本國利率相對外國利率上升 本國進口需求減少 
市場普遍預期本國通貨將貶值 中央銀行干預外匯市場，在外匯市場上賣出外匯 

49 下列有關政府財政收支的敘述，何者正確？ 
經濟不景氣時，所得稅制會使景氣波動幅度加大，但失業保險卻能減緩景氣波動幅度 
國民可由政府預算中債務還本的金額大小來了解政府經濟活動內容 
要了解政府負債情況應觀察政府借款尚未償還的餘額 
邊際進口傾向越高，政府支出乘數越大 

50 政府支出增加 100元會導致私人投資減少 100元，這是： 
財政政策中平衡預算政策 具中立性的貨幣政策 
具排擠效果的財政政策  李嘉圖等值定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