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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某甲只消費 X 與 Y 兩種財貨，不管兩種財貨價格如何變動，甲消費兩種財貨的支出各占其所得的一半，

則： 
 X 為劣等財  X 為正常財  X 為季芬財  X 與 Y 是互補品 

2 隨著國人所得提高，購買名牌皮包者日增。假設為了抑止此奢華風氣，政府決定對進口名牌廠商課稅。上述

的變化對市場均衡的影響為何？ 
數量一定會減少 數量一定會增加 價格一定會下降 價格一定會上升 

3 某人欲選擇購買兩種商品X和Y，若在目前之消費組合下，MRSXY < PX／PY，則某人應： 
多買 X，而少買 Y 多買 Y，而少買 X 多買 X 和 Y 維持原先之消費組合 

4 生產者剩餘的定義為： 
廠商生產而沒有賣出去的東西 廠商的收入減固定成本 
廠商的收入減廠商最低要求的價款 消費者最高願付價款減廠商的收入 

5 A 君由銀行領出$500,000 開設一家餅乾公司，銀行年利率為 4%。在第一年的經營裡，A 君賣出 12,000 盒的

餅乾，每盒售價為$3，在這一年裡，這家餅乾公司花費了$14,000 的經營成本。則 A 君的會計利潤為： 
-$478,000 -$56,000 $2,000 $22,000 

6 以下為三項公共財目前生產數量所對應的邊際效益、邊際成本與總支出資料，單位為萬元。那一個公共財目

前產量恰好達到社會最適數量？ 

 邊際效益 邊際成本 總支出 
公共財 1 20 20 1,500 
公共財 2 15 25 800 
公共財 3 10 5 700 

只有公共財 1 只有公共財 2 只有公共財 3 有公共財 1 與公共財 3 
7 當產量增加時，下列何者正確？ 
邊際成本必增加  平均總成本必增加 
平均變動成本必增加  平均固定成本必減少 

8 麵包店生產麵包的情形如下： 
僱用勞工量 邊際產出 

1 5 
2 7 
3 10 
4 11 
5 8 
6 6 
7 4 

麵包店付給他的勞工每人相同的薪資，而且勞工屬於變動成本。則下列有關此麵包店邊際成本的敘述，何者

正確？ 
產出從 0 到 33 增加時邊際成本減少，但之後會增加 
產出從 0 到 11 增加時邊際成本減少，但之後會增加 
產出從 0 到 11 增加時邊際成本增加，但之後會減少 
產出增加時邊際成本會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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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種現象下，長期的平均成本線將呈現上漲的走勢： 
規模不經濟發生時 規模經濟發生時 邊際報酬遞減時 成本遞增的產業 

10 若政府管制一完全競爭產業，規定廠商只能退出不能進入，則下列何者不一定是廠商的長期均衡條件？ 
平均收益等於長期邊際成本 價格等於長期邊際成本 
短期邊際成本等於長期邊際成本 長期邊際成本等於長期平均成本 

11 一般而言，國際貿易將會引起： 
出口國與進口國的經濟福利都增加 
出口國的經濟福利減少，進口國的經濟福利增加 
出口國的經濟福利增加，進口國的經濟福利減少 
出口國與進口國的經濟福利都減少 

12 當完全競爭廠商短期利潤極大時，恰好損益平衡，此時下列何者為最小？ 
邊際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 平均總成本 平均固定成本 

13 自來水廠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量增加一直在下降，代表以下何種情況？ 
規模報酬遞增 邊際報酬遞增 成本遞減 成本遞增 

14 下列何者並非完全競爭廠商與獨占性競爭廠商相同的長期均衡條件？ 
價格等於長期平均成本  平均收益等於長期平均成本 
長期邊際成本等於短期邊際成本 價格等於長期邊際成本 

15 假設一家化學工廠與一個漁場共用一座湖，並已知在化學品的生產過程中，由於會傾倒廢水至湖中而傷害魚

群。若今知該廢水亦會對捕魚所用的船隻結構造成損害，則下列有關化工產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邊際成本曲線將左移 社會邊際成本曲線將右移 
社會邊際效益曲線將左移 社會邊際效益曲線將右移 

16 下列有關獨占市場和寡占市場的比較，何者錯誤？ 
獨占市場和寡占市場的廠商都有訂價能力 
寡占市場的廠商可以透過策略應用形成獨占 
在長期均衡時，獨占市場和寡占市場的廠商一定都有正利潤 
獨占市場和寡占市場都有進入障礙 

17 某獨占者面對的市場需求和成本如圖，獨占者的最適訂價和產量各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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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 G，產量 N 訂價 I，產量 N 訂價 I，產量 R 訂價 L，產量 N 
18 若市場利率下跌，廠商將： 

向上修正投資的借貸成本 向下修正投資的預期收益現值 
願意為相同的未來收益在現在支付更高的價格 減少資本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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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列那一種生產要素的報酬在我國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例最高？ 
勞動 資本 土地 企業才能 

20 其他條件不變，若政府對於外來移民及外籍勞工加強限制，則對於勞動市場的影響為何？ 
均衡勞動僱用量增加，均衡工資率上升 均衡勞動僱用量增加，均衡工資率下降 
均衡勞動僱用量減少，均衡工資率上升 均衡勞動僱用量減少，均衡工資率下降 

21 那一種差別取價會造成消費者剩餘完全被生產者剝奪？ 
第一級差別取價 第二級差別取價 第三級差別取價 第四級差別取價 

22 拗折需求曲線模型，可以用來解釋下列何種寡占市場的特徵？ 
價格僵固性 勾結與欺騙 價格的割頸戰 賽局行為 

23 工資率提高對勞動所得的影響為： 
正向 負向 不變 不一定 

24 以下何者為中間產品？ 
早餐店購入之雞蛋 家庭主婦購入之麵粉 自家轎車購入之汽油 為小孩購入之衣服 

25 下列總體經濟變數中，何者為存量（stock）變數？ 
所得 儲蓄 投資 資本 

26 下列何者可用來衡量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成本？ 
 GNP  CPI  GDP  PPI 

27 景氣燈號與指標，是由政府那個單位計算與公布？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內政部  
行政院主計處  中央銀行 

28 假設全社會人口 2,000 萬人，15 歲以上的民間人口為 1,600 萬人，找到工作的有 800 萬人，沒找到工作的人

有 200 萬人，則該經濟體系的就業率為： 
 25%  50%  75%  80% 

29 有關貨幣政策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公開市場操作，是貨幣政策中最常使用的方式 
銀行貼現借款（discount window lending）不影響貨幣乘數 
調整法定準備率的貨幣政策效果最強 
所有的貨幣政策均係在不影響貨幣乘數的前提下，去改變強力貨幣的數量 

30 貨幣供給增加會導致投資水準上升，是因為： 
利率水準降低 財貨價格增加 超額準備減少 資本設備價格減少 

31 貨幣在下列那一種情況，可將所具有的價值儲存（store of value）功能發揮到最大？ 
名目利率（nominal rate of interest）很高時 名目利率等於實質利率（real rate of interest）時 
石油危機很嚴重時  貨幣發行量成長率超過經濟成長率時 

32 當物價膨脹率高的時候，人們會因為減少通貨持有而增加到銀行提款的次數，這樣的時間成本稱為： 
物價膨脹所引起的稅賦扭曲 相對價格變動的成本 
皮鞋成本  菜單成本 

33 名目利率與實質利率的關係大致為：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通貨膨脹率 實質利率＝名目利率＋通貨膨脹率 
名目利率＝實質利率／通貨膨脹率 實質利率＝名目利率／通貨膨脹率 

34 假設短期內，減少環境污染造成國民所得水準下降，若以環境品質為縱座標，國民所得為橫座標，則代表全

社會環境品質與國民所得的生產可能線為： 
負斜率的曲線 正斜率的曲線 不規則的曲線 水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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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國會發生惡性物價膨脹（hyperinflation）通常是因為下列何者？ 
經濟成長衰退  石油及原物料價格上揚 
政府為了支應支出而大量發行通貨 貨幣需求持續增加 

36 產出水準下降同時伴隨著物價水準上升，此種現象稱之為： 
持續性的通貨膨脹  需求拉動的通貨膨脹  
超級通貨膨脹  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37 開放經濟下，商品市場均衡且政府採預算平衡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儲蓄等於投資加上淨出口 儲蓄大於投資加上淨出口 
儲蓄小於投資加上淨出口 儲蓄與投資無必然關係 

38 簡單凱因斯模型中，若投資成為所得之正函數，則自發性消費上升時，均衡儲蓄將會如何改變？ 
上升 不變 下降 不一定 

39 依照凱因斯的流動性偏好理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預防動機與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都是國民所得 
預防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國民所得，而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利率 
預防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利率，而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國民所得 
預防動機與投機動機貨幣需求的最主要影響因素都是利率 

40 當人們預期未來景氣變好時，較不可能發生下列何種情況？ 
現在消費支出上升 現在投資支出上升 現在景氣變好 現在景氣變差 

41 凱因斯模型中，政府支出與稅收同幅度減少，則均衡所得會有何種變化？ 
上升 不變 下降 不一定 

42 某國之消費函數為 C＝100＋0.8Y，則其「平均消費傾向」（APC）應是： 
等於 0.8 小於 0.8 大於 0.8 資料不足，無法答覆 

43 下列何項因素會使總合需求線向右移動？ 
中央銀行提高存款準備率 外國物價下降 
政府消費支出減少  企業對未來景氣樂觀 

44 下列何項因素會造成短期菲力普曲線（Phillips curve）的移動？ 
貨幣供給變動  預期物價上漲率改變  
政府支出改變  名目工資改變 

45 假設去年我國通貨膨脹率為 5%，美國的通貨膨脹率為 10%，則根據相對購買力平價理論，新臺幣兌美元應

該： 
升值 5% 升值 10% 貶值 5% 貶值 10% 

46 臺灣香蕉出口至日本，屬於國際收支帳中的： 
經常帳 經常性移轉 資本帳 金融帳 

47 一國的貨幣升值最直接的效果為何？ 
刺激出口，抑制進口  抑制出口，刺激進口  
進出口同時增加  進出口同時減少 

48 下列有關實質匯率的敘述，何者正確？ 
實質匯率大於 1，本國商品變貴 實質匯率小於 1，外國商品變貴 
實質匯率等於 1，購買力平價成立 實質匯率小於 1，有助於本國出口 

49 下列何者有利於本國進口增加？ 
本國所得下降 本國物價上升 本國貨幣貶值 本國進口管制 

50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穩定狀態（steady state）經濟體系之儲蓄率出現永久性的下降，會使資本勞動比與每人

平均消費分別如何改變？ 
上升，上升 上升，下降 下降，下降 下降，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