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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哥每小時可以做出 7 個 X 財或 3 個 Y 財，陳妹每小時可以做出 4 個 X 財或 2 個 Y 財。請問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王哥在生產 Y 財不具有絕對利益 王哥在生產 Y 財具有比較利益 
陳妹在生產 X 財具有絕對利益 陳妹在生產 Y 財具有比較利益 

2 在下圖的米與小麥組合之生產可能線中，那個位置表示資源未能充分利用？ 
 
 
 
 
 
 
 
點 a 點 b 點 c 點 d 

3 下列關於關稅和配額二種貿易政策效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關稅會造成國內市場價格上升，配額不會 關稅可以保護國內廠商，配額不能 
關稅和配額都會使國內消費者剩餘減少 關稅和配額都會使國內生產者剩餘減少 

4 下列敘述所造成的市場供需變化，何者一定會令價格上升？ 
政府對產品補貼，產品有益健康的訊息發布 原料價格下跌，所得增加 
產品發現安全上的瑕疵，且必須召回 產品預期價格上升 

5 蘋果價格上升 1%，需求量減少 2%，同時間橘子的價格不變，但是橘子的需求增加 5%，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蘋果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0.5 橘子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0.2 
蘋果和橘子的交叉價格彈性為 5 蘋果和橘子的交叉價格彈性為 0.2 

6 若需求函數為 PQd 230 −= ，供給函數為 PQs 210 +−= ，則均衡價格與均衡交易量分別為： 
P=5，Q=10 P=10，Q=10 P=20，Q=25 P=10，Q=20 

7 假設本國對黃豆的供需函數分別為 QPDQPS −=+= 40:210: ， ，國際價格為 25 元。請問當從量關稅的水

準在多少元以上時，本國不會有任何的進口？ 
5 元 10 元 40 元 一定會有進口 

8 當政府對某項產品限制進口後，市場上的價格反而下降，且交易量增加。請問這情形可能是下列何種情況造成？ 
走私的人員增多 消費者的偏好減弱 消費者的所得增加 其他替代品的價格上漲 

9 假設土雞價格上升時，烏骨雞的需求會右移，而供給會左移。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土雞和烏骨雞是消費上的互補品，生產上的互補品 
土雞和烏骨雞是消費上的互補品，生產上的替代品 
土雞和烏骨雞是消費上的替代品，生產上的互補品 
土雞和烏骨雞是消費上的替代品，生產上的替代品 

10 下列何者是經濟學所稱的「邊際效益」？ 
生產商品所帶來的社會福利 消費商品的需求價格 
消費商品的實際支付價格 消費商品所帶來的滿足程度 

b 

d 

a 

c 

0 小麥 

米 



 代號：4510
頁次：4－2

11 需求的價格彈性小，可能代表： 
該商品可以薄利多銷  替代性商品較多 
占消費者的所得比例大  該商品是生活必需品 

12 小華買第 10 顆蘋果與第 10 顆橘子的邊際效用分別是 10 與 5，則在下列那種條件下，小華的效用達到極大？ 
蘋果價格與橘子價格相等 蘋果的價格是橘子價格的一半 
蘋果價格是橘子價格的兩倍 蘋果價格與橘子價格無關 

13 假設某廠商短期勞動（L）與產量（Q）的關係如下： 

L 1 2 3 4 
Q（單位） 10 15 20 21 

假設總固定成本是 1000 元，每單位勞動成本（工資）是 100 元，請問第 21 單位產量的邊際成本是： 
50 元 100 元 150 元 200 元 

14 快樂國原本出口 1 單位燕麥可以換到 2 單位香水，後來出口 1 單位燕麥只能夠換到 0.5 單位香水。這個變化

表示快樂國發生了： 
貿易順差 貿易逆差 貿易條件改善 貿易條件惡化 

15 下表為某廠商的生產資料，假設勞動是唯一的變動要素，且每位員工的每日薪資為 500 元，則日產量 100
單位的平均變動成本為多少元？ 

員工人數 產量（每日） 
0 0 
1 25 
2 55 
3 80 
4 100 
5 115 
6 125 

20 元 25 元 125 元 500 元 
16 下列那一個因素是造成「規模不經濟」的原因？ 

要素的專業與分工  設備的不可分割性 
固定生產要素數量固定  組織複雜化導致訊息傳遞困難 

17 下列何種廠商沒有影響產品價格的能力？ 
獨占 寡占 獨占性競爭 完全競爭 

18 在經濟學所謂的「長期」條件下，對早餐店廠商而言，下列何者正確？ 
長期係指老闆開始賺錢的時候 長期係指老闆可以開設分店的時候 
長期係指老闆可以調整生產原料的時候 長期係指老闆可以調整員工僱用量的時候 

19 完全競爭市場與壟斷性競爭市場的重要差異是： 
完全競爭市場中價格不影響需求量 
壟斷性競爭市場中每個生產者與消費者都是價格的接受者 
完全競爭市場生產同質商品，壟斷性競爭市場生產異質商品 
完全競爭市場可自由進出，壟斷性競爭市場則否 

20 國民要素所得（National Income, NI）須加上下列那一項才等於國民生產毛額（GNP）？ 
移轉性支付  間接稅淨額與折舊 
國內要素所得淨額  國外要素所得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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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長期，廠商所有成本均為變動成本。下列何種情況下，追求利潤 大化的廠商會選擇退出市場？ 
平均收益大於邊際成本時 價格小於平均總成本時 
價格大於平均總成本時  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 

22 經濟租又可稱為： 
消費者剩餘  生產者剩餘 
絕對損失（deadweight loss）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之和 

23 下列何者不符合經濟學對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描述？ 
小陳擔任外匯交易員並累積了 10 年外匯操作經驗 
小陳每年皆報名參加任職銀行所舉辦的短期在職訓練以增加其對外匯市場的敏感度 
小陳的太太在兒子上小學後，回到學校念碩士以準備重回職場 
小陳的太太幫他們 6 歲的兒子開基金帳戶以累積教育基金 

24 「痛苦指數」為： 
 失業率加上房價上漲率  通貨膨脹率加上貨幣貶值率 
通貨膨脹率加上失業率  失業率加上犯罪率 

25 短期內，變動要素的邊際產量受制於： 
報酬遞減法則  供給法則 
需要法則  邊際技術替代率遞減法則 

26 須登錄個人資料才能進入的一般網頁屬於下列何者？ 
公共財 準公共財 私有財 準私有財 

27 準私有財的總需求線為何？ 
個別消費者需求線的水平加總 個別消費者需求線的垂直加總 
需求 大消費者的需求線 需求 小消費者的需求線 

28 如果有外部效果導致的市場失靈，政府應該如何做才可以達到有效率的結果？ 
針對有外部效益的經濟行為課稅，有外部成本的經濟行為從事補貼 
針對有外部效益的經濟行為從事補貼，有外部成本的經濟行為課稅 
將私有財產權轉變成公有財產權 
政府不應干涉 

29 匯率由外匯市場決定，中央銀行並不加以強力干預，此種匯率制度稱為： 
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度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多元匯率制度 

30 下列那一種物價指數 常用來衡量民眾的生活成本？ 
消費者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  
國民生產毛額平減指數  加權股價指數 

31 專職擺地攤的人屬於： 
就業人口 失業人口 非勞動力 無法確定 

32 下列那一項是屬於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公債利息支出 失業救濟金 低收入戶補助金 駐外人員薪資 

33 所謂平均每人所得的定義是指： 
國民所得除以人口總數  國民所得除以物價水準 
可支配所得除以勞動人口總數 可支配所得除以就業人口總數 

34 下列何項因素會使得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衡量失真？ 
國內市場結構為獨占市場 忽略國內公司海外獲利 
國內的路邊攤商增加  稅率的增加以及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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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消費理論中的可支配所得指的是： 
所得減儲蓄 所得減租稅 所得減儲蓄再減租稅 所得減折舊 

36 消費函數 bYaC += （C =消費，Y =可支配所得），此式中的「a」代表： 
自發性消費 誘發性消費 邊際消費傾向 均衡所得時的消費水準 

37 簡單凱因斯模型中，當邊際消費傾向等於 0.6 時，則乘數會等於多少？ 
0.4 0.6 1.667 2.5 

38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貨幣供給的減少會導致利率： 
下跌 上升 不變 變化不確定 

39 下列有關貨幣創造之敘述，何者錯誤？ 
準備貨幣與貨幣供給量成正向關係 法定存款準備率越高，貨幣供給量越高 
銀行的超額準備與貨幣供給量成反向關係 信用擴張是銀行創造存款貨幣的原因 

40 假設一經濟體系的法定存款準備率為 20%，則貨幣乘數 大為： 
0.2 0.8 4 5 

41 在下列各敘述中，何者會造成香菸市場供給線的左移？ 
政府對香菸課從量稅  大量宣導香菸有害健康的訊息 
香菸價格的下降  菸葉價格的下降 

42 下列有關金融市場之敘述，何者錯誤？ 
信用卡的利率較一般的房貸利率高 
一般而言，直接金融的融資量較間接金融的融資量來得大 
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國家，其人民的儲蓄較難轉成具有生產性的資本 
銀行主要的業務是存放款 

43 下列有關理財選擇之敘述，何者錯誤？ 
如果金融創新使得基金可以用來支付貨款，則基金應該納入貨幣的總計數中 
如果政府對銀行的信用擴張加以限制，一方面將使貨幣供給減少，另一方面將使利率上升 
如果大家對未來有通貨膨脹的疑慮，將使現行固定利率的存款需求上升，而浮動利率的存款需求下降 
如果大家對未來有通貨膨脹的疑慮，將使債券需求減少而股票需求增加 

44 「理性預期學派」強調的政府政策無效，其立論基礎是： 
民眾對預期中的政策做理性的反應 政府的政策達到預期效果 
政府政策對民眾的預期做理性的反應 民眾是不理性的，政府是理性的 

45 下列那一項經濟變數與景氣擴張呈反向變動？ 
股價 物價水準 利率 失業率 

46 臺灣在下列那一個時期並沒有呈現景氣衰退的現象？ 
1974-1975 年 2001-2002 年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47 A 國與 B 國皆為貿易大量順差國家，假設兩國其他條件均相同，但 A 國採取自由浮動匯率制度，B 國採取

固定匯率制度，則那一國的外匯存底成長較快？ 
A 國 B 國 兩國一樣快 無法判定 

48 貿易的進行可以創造雙贏，是因各國基於： 
比較利益原則 絕對利益原則 技術進步 政府對出口的獎勵 

49 若新臺幣對美元的名目匯率為 30 元，美國物價指數為 110，臺灣物價指數為 120，則實質匯率為： 
27.5 30 30.5 32.7 

50 下列那種情況會發生「節儉的矛盾」？ 
經濟已達充分就業 總和供給線為垂直線 失業人口很多 資本設備利用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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