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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成因之一，可區分

為「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兩種。請說明前述兩種規模經

濟有何差異？並依序分析當存在「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時，開放貿易是否有助於提升國家整體福利水準？（25 分） 

二、美中貿易戰開打，貿易保護引起廣泛關注。假設美國率先對於汽車課徵

進口關稅，且其他國家尚未跟進，若美國為汽車之進口大國，試問此一

進口關稅對於美國整體福利之影響為何？請繪圖分析之。（25 分） 

三、近年來諸多國家央行漸進讓「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之貨

幣政策退場。請解釋 QE 與傳統貨幣政策之差異，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下，一國採行 QE 退場政策，對於其匯率有何影響？（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6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根據李嘉圖模型，假設有 A 與 B 兩國，勞動是唯一生產要素，且只生產兩種商品甲與乙，兩國一單位勞

動可生產之甲商品或乙商品數量如下表： 

 A B 

甲 3 2 

乙 9 4 

根據上表之資訊，開放貿易後，兩國如何可以互蒙其利？ 

A 國專業化生產甲商品並出口甲商品，B 國專業化生產乙商品並出口乙商品  

A 國專業化生產乙商品並出口乙商品，B 國專業化生產甲商品並出口甲商品  

A 國同時生產甲商品與乙商品，並出口甲商品  

B 國同時生產甲商品與乙商品，並出口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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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設世界經濟體有 A 與 B 兩國，兩國均擁有勞動與資本兩種要素，其中 A 國為勞動相對豐富國家，B 國

為資本相對豐富國家，兩國均生產 x 與 y 兩種產品，其中 x 為勞動密集型產品，y 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兩

產品之相對價格定義為 Px/Py。根據「哈克雪-歐林模型」（Hecksher-Ohlin model），兩國開放貿易後，

下列何種情況會發生？ 
兩國之兩產品相對價格（Px/Py）會趨於相同 兩國資本擁有者會因開放自由貿易而得利  

A 國出口 y，B 國出口 x A 國之兩產品相對價格（Px/Py）下降 
3 貿易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預測兩國貿易量： 
與地理距離呈正向關係，且與市場規模呈正向關係 與市場規模呈反向關係，且與地理距離呈反向關係 
與地理距離呈反向關係，且與市場規模呈正向關係 與市場規模呈反向關係，且與地理距離呈正向關係 

4 下列何種情況，一小國政府課徵進口關稅有可能使國家整體福利上升？ 
生產面存在外部利益、消費面存在外部利益 生產面存在外部利益、消費面存在外部成本  
生產面存在外部成本、消費面存在外部利益 生產面存在外部成本、消費面存在外部成本 

5 1985 年美國與日本簽署之半導體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VER）協定，其與美國對日本出

口之半導體採進口配額（import quota）管制的主要差異為： 
自動出口設限可限制進口量，進口配額無法限制進口量  
進口配額可限制進口量，自動出口設限無法限制進口量  
進口配額之配額租（quota rent）為日本人所有，自動出口設限之配額租為美國人所有  
自動出口設限之配額租為日本人所有，進口配額之配額租為美國人所有 

6 下列有關進口關稅與進口配額之論述，何者正確？ 
課徵進口關稅將使得進口品價格上升，但施行進口配額不會影響進口品價格  
施行進口關稅與進口配額兩政策，均有助於提升國家整體福利水準  
當國內商品市場為獨占時，施行進口配額有助於打破國內獨占的情況，但關稅無法達成同樣的效果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基本精神，貿易限制應以進口關稅為主，原則

上禁止設立進口配額管制 
7 在進行部分均衡分析時，如果大國對玉米課徵進口關稅，我們可知大國： 
有貿易條件改變所帶來的福利損失 有消費面及生產面的資源重置所帶來的福利損失 
玉米進口數量會增加  進口玉米的價格會下降 

8 外匯市場中，短期匯率過度調整（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現象之主因為： 
物價僵固 貨幣幻覺 高失業率 景氣衰退 

9 下列有關購買力平價說（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敘述何者錯誤？ 
若新臺幣 10,000 元可購得 3 台印表機，10,000 日圓可購得 1 台印表機，則新臺幣 1 元應可兌換 3 日圓 
非貿易財不適用此理論  
每個國家都應採行固定匯率制度  
當國際貿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且沒有貿易障礙，且為完全競爭市場，一國之貨幣經過外匯市場兌換後，

在各國市場應可購得等量的商品 
10 實質有效匯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EER）係： 

一國貨幣與另種外國貨幣的相對價值  
一國貨幣與另種外國貨幣經考量物價相對變動後的相對價值  
一國貨幣相對一籃子各種外國貨幣的名目匯率予以綜合加權所得的值  
一國貨幣相對於主要貿易對手國一籃子貨幣經考量物價相對變動後之加權平均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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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截至 2018 年 7 月，下列何者是歐元區（Euro Zone）19 個成員國之一？ 
拉脫維亞 英國 匈牙利 土耳其 

12 區域經濟整合之型態，根據會員國間整合程度，由淺至深之排序應為： 
「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共同市場」  
「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經濟同盟」、「共同市場」  
「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  
「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經濟同盟」 

13 美國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後，其餘 11 個參與國延續原有

TPP 基礎，並將之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關於此一協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目前 11 個參與國均為 APEC 會員國  
在服務業貿易之開放上，參與國不能超越其在 WTO 所承諾的範圍與程度  
參與國得自主決定境內法規與制度是否需要鬆綁  
視國家發展情況，給予參與國個別彈性空間 

14 近年來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之簽署方興未艾，此將導致那兩種現象發生？ 
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費雪效果（Fisher effect）  
義大利麵鍋效果（spaghetti bowl effect）、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  
義大利麵鍋效果（spaghetti bowl effect）、費雪效果（Fisher effect）  
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凱恩斯效應（Keynes effect） 

15 我國在正式加入 WTO 後，財政部在符合 WTO 規範前提下提出「菸酒稅法」修正案，此法之修正曾經造

成料理米酒由每瓶 20 餘元調漲至 130 餘元。請問前文敘述中之 WTO 規範係指： 
國民待遇原則 最惠國待遇 關稅原則 共識決原則 

16 下列有關 WTO 之敘述，何者正確？ 
決策採多數決方式為之  
提供會員間進行雙邊貿易事務談判之論壇  

WTO 係於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後正式成立  
會員國可自主選擇是否簽署「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17 「區域廣泛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係以「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加上 6 個國家所組成的區域組織，下列那個國家不包括在其中？ 
印度 紐西蘭 日本 巴基斯坦 

18 下列有關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的敘述何者錯誤？ 
是世界銀行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  
亦稱「紙黃金（Paper Gold）」  
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不是真正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 

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幣被正式納入，成為新的特別提款權五種構成貨幣中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 
19 下列有關「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不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制下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  
主要功能為提供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資金，以追求落後地區之經濟發展   
曾於亞洲金融危機時提供融資紓困協助  
為隸屬於聯合國之專門機構 

20 下列何者為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起因？ 
泰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撤回對印尼的紓困融資  
菲律賓外債危機  韓國金融機構擠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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