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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市場的均衡價格與產量呈同向變動，主要是什麼因素改變造成的？ 
需求線 供給線 供給彈性 需求彈性 

2 下列關於有效的「數量上限」的效果，何者正確？ 

市場均衡數量會提高  供給線外移 

需求線外移  法定數量在均衡數量之下 

3 若產品為劣等財，則其需求的所得彈性應為： 

大於 1 等於 1 小於 0 介於 0 與 1 之間 

4 咖啡供給下降造成牛奶購買量提高，這表示咖啡與牛奶為： 

替代品 互補品 正常財 劣等財 

5 若需求線為負斜率直線，則表示： 
需求線上的彈性均相同  需求線上的彈性可能相同 
需求線上的彈性必然不同 需求彈性即為斜率 

6 以下何者的交叉需求彈性為負？ 
汽車與汽油  隱形眼鏡與一般眼鏡 
民間快遞公司與公營郵局 蘋果汁與橘子汁 

7 所得下降會造成預算線： 
旋轉外移 旋轉內移 平行內移 平行外移 

8 當邊際效用遞減時，總效用： 
遞增  小於零 
遞減  增減需視邊際效用的正負而定 

9 若老王對 X 財的需求如下表，在價格為 26 時，其消費者剩餘為： 

數量 1 2 3 4 5 
價格 35 33 30 26 21 

 15  20  21  30 
10 若某一消費者僅消費X財與Y財，P 與P 分別為X財與Y財的價格，MU 與MUX Y X Y分別為X財與Y財的邊際效用

，當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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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關於此消費者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已達最大效用  已達均衡狀態 
多消費 X 財與少消費 Y 財，即可增加總效用 少消費 X 財與多消費 Y 財，即可增加總效用 

11 短期若只有勞動一種生產要素時，總產量曲線上的點與原點連線恰是總產量曲線之切線時，則： 
平均產量曲線遞減 平均產量為極大值 平均產量曲線遞增 邊際產量為極大值 

12 下列何者會產生勞動的邊際產量遞減？ 
擁擠的辦公室會降低新進勞工的生產力 勞工間矛盾增加以致減少產量 
新進員工使用最新機器  工會要求勞工降低工作效率以達與資方的協商目的 

13 圓緣園素食店一天生產 5,000 個蛋糕，每個售價$8，變動成本為$30,000，總成本為$45,000，則廠商的平均

變動成本為：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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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完全競爭廠商之短期邊際成本函數為 SMC＝2q，共有 1,000 家廠商，市場之總需求為 Q＝24,000－100P，則

市場均衡價格為： 
 40  50  60  70 

15 關於獨占者與完全競爭廠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P＝AR 對此二種廠商皆成立 最適生產條件都是 MR＝MC 
長期都是在 LAC 最低點生產 當 P＜AVC 時，都會退出市場 

16 王老闆是一個擁有A、B二個分隔市場的獨占者，A市場的需求線為P＝12－QA，B市場的需求線為P
＝8－0.5QB。王老闆打算做第三級差別訂價，若其生產的邊際成本固定為 6，那他應該怎麼訂價？ B

PA＝2, PB＝3 PB A＝3, PBB＝2 PA＝7, PB＝9 PB A＝9, PBB＝7 
17 在工作與休閒時間的決策問題上，工資率提高時的所得效果會： 

同時增加工作與休閒時間 同時減少工作與休閒時間 
減少休閒時間  減少工作時間 

18 下列關於獨占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其邊際收益必高於平均收益 任一產量的邊際收益均高於每單位的產品售價 
可以單獨決定價格，並可能採取差別訂價策略 面臨著遞減的平均成本線 

19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介入市場的理由？ 
市場可能為自然獨占 有外部性存在 為追求市場穩定 市場為完全競爭 

20 在有外部效益存在的完全競爭市場下，以下的敘述何者正確？ 
私人的邊際效益會高於社會的邊際效益 社會的邊際效益會高於私人的邊際效益 
社會的邊際效益會等於私人的邊際效益 市場的均衡數量高於社會的最適產量 

21 下圖是某國生產 X 和 Y 的生產可能線。a、d 兩點表示僅生產一種產品，對此二點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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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僅部分利用，技術未有效率利用 資源僅部分利用，技術已有效率利用 
資源已充分利用，技術未有效率利用 資源已充分利用，技術已有效率利用 

22 下表是某產品在沒有貿易下的國內需求和供給。如果國際價格為 20 元，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 需求量 供給量 
$12 60 50 
14 58 53 
16 56 56 
18 54 59 
20 52 62 

沒有貿易時，國內產量是 52 單位 貿易後出口 62 單位 
貿易後進口 52 單位  貿易後出口 10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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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表是一經濟體系的生產可能： 

汽車 50 45 40 35 
電腦 150 180 220 300 

其生產可能線為何？ 
凸向外的曲線 凸向原點的曲線 負斜率的直線 正斜率的直線 

24 假設 A、B 兩國每位勞工每天所能生產的鞋類與球具的產量如下： 

 鞋類 球具 
A 國 10 40 
B 國 15 30 

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國生產鞋類的邊際機會成本是 4 單位球具  A 國生產球具的邊際機會成本是 40 天 
 B 國生產球具的邊際機會成本是 2 單位鞋類  B 國鞋類的生產力是 A 國的 2/3 

25 假若政府補貼消費者對某特定財貨的消費，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該財貨的均衡價格會下降 該財貨的均衡數量會上升 
補貼後的供給線會上移  補貼後的需求線會下移 

26 假如政府決定將污染排放量限制在每年 100 單位，每一單位的污染排放權允許廠商排放一單位的污染量。假設

市場對污染排放權的需求函數為 Q＝250－5P，其中 Q 為市場對污染排放權的需求量，P 為單位污染排放權

的價格。在均衡下，單位污染排放權的價格等於多少？ 
 60  50  40  30 

27 有關「準公共財」的定義，下列何者正確？ 
具備獨享性，可排他性  具備獨享性，不可排他性 
具備共享性，可排他性  具備共享性，不可排他性 

28 在計算消費者物價指數（CPI）時，以基期數量為權數，有何缺點？ 
低估真實生活成本  忽略了產品間的替代性 
計算公式過於繁瑣  忽略了基期價格的變動 

29 在計算各國各年國內生產毛額（GDP）時，不包含下列何者？ 
自有房屋的租金價值  國內廠商於該年生產，但未出售之存貨價值 
投資於股票市場的收益價值 農民留供自用之農產品價值 

30 若充分就業所得水準為 1,750，有膨脹缺口 250，邊際消費傾向為 0.75，實際的所得水準為何？ 
 1,938  2,000  2,750  2,083 

31 其他條件不變之下，在一國施行擴張的貨幣政策之下，最可能造成此國： 
貨幣貶值、經常帳赤字上升 貨幣貶值、經常帳赤字下降 
貨幣升值、經常帳赤字上升 貨幣升值、經常帳赤字下降 

32 臺灣大學以年薪臺幣 500 萬元，聘請一名美國籍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來臺進行經濟學課程講座。此位大師的

薪資對臺灣當年度 GNP 或 GDP 的影響是： 
 GDP 減少 500 萬元  GNP 增加 500 萬元 對 GDP 沒有影響 對 GNP 沒有影響 

33 麵包店製造麵包，製造過程中花費 1 萬元買糖，2 萬元買麵粉，3 萬元支付工資，4 萬元支付店租，已知麵

包店銷售麵包所得為 20 萬元，其生產的附加價值為多少？ 
 10 萬元  13 萬元  16 萬元  17 萬元 

34 政府對於災後重建的移轉性支出： 
計入 GDP 與 GNP  不計入 GDP 與 GNP 
不計入 GDP，但計入 GNP 計入 GDP，但不計入 GNP 

35 當可支配所得為$0，消費支出為$3,500，則下列何者正確？ 
自發性消費為$0 誘發性消費為$3,500 自發性消費為$3,500 邊際消費傾向小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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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邊際消費傾向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介於 1%與 10%之間 介於 0 與 1 之間 介於-1 與 1 之間 介於-1%與-10%之間 

37 如果所得稅率為 50%，邊際消費傾向為 0.8，要使均衡所得上升 400，租稅應如何調整？ 
上升 80 上升 300 下降 80 下降 300 

38 假設兩投資計畫，預期收入都只有一年：甲計畫，成本 120 萬，預期毛收益 180 萬；乙計畫，成本 150 萬，

預期毛收益 200 萬。假設目前市場利率為 25%，則那一個計畫可行？ 
甲計畫可行，乙計畫不可行 甲計畫不可行，乙計畫可行 
甲計畫與乙計畫均可行  甲計畫與乙計畫均不可行 

39 重貼現率是指： 
公債給付的利率  中央銀行放款給銀行之利率 
中央銀行賣出公債之利率 財政部給中央銀行賣出公債的報酬 

40 其他條件不變之下，若政府決定以減稅來消除預算盈餘，則最可能引發下列何種結果？ 
實質 GDP 下跌 貿易赤字減少 失業率上升 物價上升 

41 下列有關古典學派與凱因斯學派對於勞動市場的分析，何者敘述正確？ 
均假設生產函數具規模報酬遞增性質 均假設正斜率的勞動供給曲線 
均假設勞動市場處於均衡狀態 均假設名目貨幣工資可以自由調整 

42 關於古典學派的總合供給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總合供給線為個別廠商供給線的水平加總 
因為名目工資率有向下僵固性，所以總合供給線為一條垂直線 
因為名目工資率能迅速調整，所以總合供給線為一條垂直線 
因為名目工資率有向下僵固性，所以總合供給線的斜率為正 

43 下列有關勞動力（labor force）之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勞動力包括未找到工作的勞工 
 15 歲以上正在求學的學生，雖沒有找工作，但因為有工作能力，所以算在勞動力中 
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者我們稱為隱藏性失業者 
所謂勞動參與率是指總人口中，勞動力所占的百分比 

44 某國生產稻米及蘋果兩商品，2010 年稻米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12，250），蘋果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

（10，50），2011 年稻米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15，80），蘋果的價格與數量分別為（8，60），若以 2010 年

為基期，請問 2011 年的消費者物價指數約為多少？ 
 107.69  118.57  208.33  247.02 

45 假如名目利率是 6%，物價膨脹率是-3%，則實質利率約為： 
 3%  9% -18% -2% 

46 下列有關「實施存款保險制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指將銀行的存款利息充作保險公司保費之制度 指將銀行的存款交由保險公司運用之制度 
可減少銀行發生擠兌的風險 可減少銀行高風險的放款 

47 下列何者為金融性資產？ 
債券 房地產 黃金 信用卡 

48 某國的貨幣供給量為 200 億，名目 GDP 為 800 億且實質 GDP 為 400 億，並且該國央行成功地落實零通貨膨

脹率；假設貨幣流通速度穩定，當今年實質 GDP 成長 10%，貨幣供給的變化情況為何？ 
毫無變化 降低 10% 增加 10% 增加 2.5% 

49 根據古典學派總合供需分析，放寬外籍人士來臺工作的規定會導致： 
總產出上升、實質工資率上升 總產出下降、實質工資率下降 
總產出下降、實質工資率上升 總產出上升、實質工資率下降 

50 根據利率平價說，臺灣的年利率是 8%，美國的年利率是 6%，則新臺幣換美元的價值應： 
上升 2% 降低 2% 上升 14% 降低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