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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甲、乙兩人共同完成一課程計畫，兩人每天在文章研讀與打字的生產可能如下，則： 

 甲 乙 

文章研讀（篇） 2 6 

打字（頁） 10 18 

 

甲在文章研讀上有絕對利益 甲在打字上有絕對利益 

乙在文章研讀上有比較利益 乙在打字上有比較利益 

【1】2.假設某項醫學研究報導「燒烤食品吃多了會致癌」，此一報導對燒烤食品的均衡價量最有可能的影響為何？ 

價格下降，數量減少  價格上升，數量減少 

價格下降，數量上升  價格上升，數量上升 

【2】3.經濟學說「一隻看不見的手」，指的是下列何者？ 

政府的干預 市場機能 供給者 需求者 

【1】4.「天生我才必有用」與下列哪個觀念最有關？ 

比較利益 機會成本 稀少性 選擇 

【2】5.下列何者顯示最大的需求價格彈性？ 

佔支出預算比例甚小，並有許多高交叉彈性的替代品存在 

佔支出預算比例甚大，並有許多高交叉彈性的替代品存在 

佔支出預算比例甚小，且僅有少數替代品存在 

佔支出預算比例甚大，且僅有少數替代品存在 

【2】6.假設貝果與乳酪起司為互補品，如果乳酪起司的均衡價格下跌且貝果的均衡數量上升，此結果可能是

下列何因素所造成的？（麵粉是貝果的原料，牛奶是乳酪起司的原料） 

麵粉價格下跌  牛奶價格下跌  

麵粉價格上揚  牛奶價格上揚 

【1】7.假設某商品市場的供需方程式如下：Q
S＝2P，Q

D＝300-P，若對買者課每單位$30 的從量稅，則下列

何者正確？ 

買者支付價格為$120  賣者收受價格為$100 

買者每單位負擔從量稅$10 賣者每單位負擔從量稅$20 

【1】8.如果需求價格彈性為零而供給增加，則其均衡之變化為： 

價格下降  數量增加  

消費者總支出增加  生產者總收入增加 

【3】9.為了維持同一效用水準，當增加一個單位甲物品的消費時，可以放棄乙物品的數量，就稱之為以甲替

代乙的： 

邊際技術替代率 邊際報酬遞減率 邊際替代率 邊際效益 

【1】10.下列何者是造成需求拉動物價膨脹的可能原因？ 

貨幣供給持續大量增加  工會要求提高工資  

石油價格上漲  企業主將利潤提高 

【1】11.下列何種情況下會開始出現報酬遞減？ 

邊際成本曲線達到最低點 

平均產量曲線達到最高點 

總產量曲線達到最高點  

邊際產量曲線達到最低點 

【3】12.下表為甲、乙兩廠商高低價定價策略時之利潤矩陣，均衡時下列何者正確？ 

 乙廠商利潤 

低價策略 高價策略 

甲廠商 

利潤 

低價策略 甲＝$2，乙＝$5 甲＝$20，乙＝$-15 

高價策略 甲＝$-10，乙＝$25 甲＝$10，乙＝$20 

 

甲之利潤為$20  甲之利潤為$10  

乙之利潤為$5  乙之利潤為$25 

【3】13.下列何項事件使 GNP減少？ 

建設公司今年蓋 10戶別墅，但景氣低迷，一戶也沒賣出 

縣政府為了防治口蹄疫疫情，花 2,000萬元補助養豬戶 

孫太太辭去工作，做全職家庭主婦 

趙先生原以 105元購得彰銀股票一張，因急需現金，現以 55元賣出 

【4】14.下列何者屬於勞動力？ 

就讀農學院的學生  已退休的老師  

家庭主婦  高科技公司的總經理 

【4】15.下列何者是循環性失業？ 

產業升級後，紡織業員工因為技能因素無法順利轉業 

一位銀行經理打算過年後跳槽到其他銀行上班 

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還未找到工作 

營造業工人因為不景氣而被解雇 

【1】16.若社會流動性偏好降低而貨幣供給量也增加，則 LM曲線會如何移動？ 

右移 左移 不變 無法判斷 

【4】17.造成總合供給曲線右移的可能原因為： 

工資提高，原料價格降低 

生產技術進步，薪資所得稅提高 

勞動供給減少，原料價格降低 

原料價格降低，生產技術進步 

【2】18.下列何者為緊縮性之貨幣政策？ 

政府提出減稅政策  法定準備率提高 

政府降低貼放利率  政府在公開市場買進外匯 

【1】19.在 2006年發生金融海嘯後，受創嚴重的歐美各國對台灣商品的需求減少，使得臺灣的出口大幅減少，

假設總合供給線沒有移動，這將使： 

產出減少  物價水準上升 

投資需求上升  利率上升 

【2】20.下列何者不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 

重貼現率政策  國債管理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政策  存款準備率政策 

 



【3】21.假設一含有國外部門的凱因斯模型如下：C = 100+0.8Yd , Yd = Y-T , T = 50 , I = 100 , G = 50 , X = 150 , 

M = 60+0.05Y，其中 C為消費，I為投資，G為政府支出，X為出口，M為進口，T為稅收，則均衡所得為： 

 800  1,000  1,200  1,400 

【4】22.假設一國是處在高利率與高失業率之情況下，請依據 IS-LM模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財政政策一直是太緊縮所致 

貨幣政策一直是太寬鬆所致 

財政政策一直是太寬鬆所致 

貨幣政策一直是太緊縮所致 

【2】23.若 X財的需求函數：Qx
d
=60-5Px+3Py+5I; Qx

d代表咖啡需求數量；Px 代表咖啡需求價格；Py代表奶

茶需求價格；I代表消費者所得；若 Px=60; Py=80; I=20,000; Qx
d
 =100,000，則下列何者正確？ 

咖啡為劣等財  咖啡為正常財 

咖啡與奶茶為互補財  咖啡為基芬財 

【1】2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其他情形不變之下，隨著某一消費者消費量逐漸遞增，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會逐漸遞增，稱邊際效用遞

減法則 

同一消費的任兩條無異曲線不可以相交 

無異曲線上任一消費組合點，消費者的偏好程度一樣 

在 more is better than less（多多益善）假設下，無異曲線為負斜率 

【4】25.如果一個獨占者的需求及邊際成本曲線分別為 P=20-0.1Q及MC=10+0.3Q，則此獨占者利潤最大的產

量與價格分別是： 

 20，20  18，20  18，18  20，18 

【2】26.假設市場需求與供給之方程式分別為 Pd=180-2Qd；PS=2QS+100，則： 

消費者剩餘為 200  消費者剩餘為 400  

消費者剩餘為 300  消費者剩餘為 800 

【3】27.不同市場，依不同需求彈性，採取不同的銷售價格為： 

第二級差別取價  第一級差別取價  

第三級差別取價  第四級差別取價 

【4】28.當產品生產技術進步，造成整條市場供給曲線會移動。稱為： 

需求減少 供給減少 需求增加 供給增加 

【3】29.若資訊不對稱下，擁有資訊的一方可能會做出陷對方於不利行為，稱為下列何者？ 

市場迷失 外部不經濟 道德危機 賽局理論 

【1】30.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必要條件，為下列何者？ 

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  

邊際收入大於邊際成本 

邊際收入等於平均收入  

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 

【2】31.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占市場只有一家廠商  

獨占性競爭市場廠商數目多，且為同質產品 

寡占市場廠商數目少，彼此牽制 

完全競爭市場競爭者多，且為價格接受者 

【3】32.假設存款準備率為 10%，若中央銀行發行通貨 20億，則其所能創造的存款貨幣最高額為： 

 1,000億  500億  200億  100億 

【2】33.財貨市場中，國民生產毛額(Y) =消費支出(C) +投資支出(I) +政府支出(G) +出口支出(X) -進口支出

(M)；即 Y=C+I+G+X-M，在 C=150+0.9(Y-T)，G=120，I=110，T=100，X=90，M=50+0.1Y，則政府預算為： 

盈餘 20 赤字 20 盈餘 30 赤字 30 

 

【4】34.紐西蘭經濟學家菲力普(A. W. Phillips) 於 1958年提出菲力普曲線(Phillips curve)，其關係為： 

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關係 

通貨膨脹與政府赤字關係 

經濟成長與失業率關係  

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關係 

【2】35.近日政府大幅降低銀行存款率，以增加市場貨幣供給量，請問在 IS-LM 模型之下，對利率與所得影響

為何？ 

利率上升，所得下降  利率下降，所得上升 

利率下降，所得不一定上升 利率上升，所得上升 

【2】36.假設勞動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其供給與需求函數為：Ws=300+10L Wd=400-10L；Ws 與 Wd 代表

工資，L代表勞動人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均衡工資 360  均衡工資 350  

均衡勞動人力 20  均衡勞動人力 40 

【1】37.近日政府大幅提高重貼現率；以減少市場貨幣供給量；同時降低租稅；請問在 IS-LM 模型之下，對利

率與所得影響為何？ 

利率上升，所得不一定上升 利率下降，所得上升 

利率下降，所得不一定上升 利率上升，所得下降 

【3】38. 101 年 12月，一美元兌換 89.6日幣，到了 102年 1月，因日本政治與經濟變動，所以形成一美元兌

換 90.5日幣，表示： 

台幣升值 日幣升值 美元升值 美元貶值 

【3】39.依貨幣定義，我國對M2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M2=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準貨幣 

 M2=紙幣+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 

 M2=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準貨幣 

 M2=紙幣+支票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存款 

【2】40.假設實質貨幣餘額需求之方程式為Md=10000+0.2Y-1000r，其中 Y代表所得，r代表利率；而Ms=12000; 

P=1，Ms 代表貨幣供給；P 代表物價指數；請利用上述資訊，求 r=0.01 貨幣市場均衡所得為何？ 

 Y= 10,500  Y= 10,050  Y= 10,000  Y=9,500 

 

 

貳、非選擇題 2題【每題 20分，合計 40分】 

題目一： 

假設廠商使用勞動(L)與資本(K)來生產 Q；其生產函數為 Q= K
0.5 

L
0.5，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設 K=100, L=25；則平均勞動產量(APL)及平均資本產量(APK)為何？【6分】 

（二）設 K=20, L=5；則邊際勞動產量(MPL)及邊際資本產量(MPK)為何？【6分】 

（三）當生產函數為 Q= K
0.5 

L
0.5；則可判定其為哪一種型態之規模報酬？並說明原因。【8分】 

 

 

題目二：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請以凱因斯學派的總合供需模型，繪圖並說明下列可能事項如何影響台灣短期總體

經濟之物價與實質 GDP？ 

（一）為因應各國間之貨幣戰爭抑制新台幣升值，央行於外匯市場大量買進美元。【5分】 

（二）因應台商大量回流建廠，政府大幅開放外勞進口。【5分】 

（三）為呼應公平正義原則，政府大幅提高所得稅。【5分】 

（四）中東情勢再度緊張，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揚。【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