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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看不見的手」指的是：

價格機制 政府財政政策 政府貨幣政策 政府產業政策

2 使用一項資源的機會成本是：

該項資源的生產成本 取得該項資源的價格

該項資源在此特定用途的價值 該項資源在其他用途的最大價值

3 假設某國家擁有固定技術及生產資源，用來生產兩種財貨，其所能生產之

最大產量的組合軌跡稱為：

總成本曲線 總產出曲線 等產量曲線 生產可能曲線

4 老張及老王均是從事稻米及蔬菜生產的農夫。老張一年可生產 10 噸稻米

或 3 噸蔬菜，老王一年可生產 5 噸稻米或 2 噸蔬菜。根據前述資訊，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老張生產稻米及蔬菜均具絕對利益

老王不具有生產稻米的絕對利益，但具有生產稻米的比較利益

老張應專業化生產稻米，老王專業化生產蔬菜

老張和老王合作後，1 噸蔬菜可以換得的稻米噸數介於 2.50 至 3.33 之間

5 需求法則（law of demand）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市場價格與需求數量呈正向變動關係

市場價格與需求數量呈反向變動關係

同一市場價格下，可以有不同的需求量

同一需求量下，可以有不同的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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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表為甲、乙、丙、丁四家礦泉水生產廠商，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符合供

給法則的廠商為：

市場價格 甲廠商供給量 乙廠商供給量 丙廠商供給量 丁廠商供給量

$0 10 0 0 0

$2 8 3 4 5

$4 6 6 8 10

$6 4 9 12 15

$8 2 12 8 20

$10 0 15 4 25

甲、乙、丙、丁四家 甲、乙、丙三家

甲、丙兩家 乙、丁兩家

7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一般而言，下列何項財貨或服務的需求價格點彈性值

（絕對值）會最低？

日常食物 頂級健康檢查 海外旅遊 航空商務艙

8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玉米的市場需求函數為 QD=100-P，供給函數為 QS=3P，

P 為價格，當該市場達到均衡時，其：

需求價格點彈性絕對值為 1 需求價格點彈性絕對值為 3

供給價格點彈性為 1 供給價格點彈性為
1

3
9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若塑膠原料價格上漲，且塑膠椅製造技術提升，則塑

膠椅的市場供給：

會增加 會減少

不受影響 其變動方向，因為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10 假設某一小國開放稻米進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國內市場的均衡量增加，且均衡價格上升

其國內市場的均衡量增加，且均衡價格下跌

其國內市場的均衡量增加，且均衡價格不變

其國內市場的均衡量減少，且均衡價格不變

11 假設供需法則成立。政府如果對汽油價格訂出低於均衡價格之上限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造福廣大的機車族，使社會福利增加

可以降低民眾的通勤成本，使社會福利增加

價格低於均衡水準，會造成資源濫用以及無效率

將會導致超額供給迫使廠商增加供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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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謂「邊際效用」指的是消費者：
增加一單位消費對效用的影響
增加一單位產出對效用的影響
總消費量對總效用的影響
平均消費量對平均效用的影響

13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且汽水市場的供需曲線皆符合供需法則。若政府為增
加稅收，考慮兩種課稅策略，分別為①針對汽水供給者課徵固定稅額的從
量稅，及②針對汽水消費者課徵相同稅額的從量稅。這兩個策略對消費者
所造成的租稅負擔，何者較大？
①＞② ①＜②
①=② 資料不足，無法判別

14 若有 X 與 Y 兩種財貨可供消費，則下列何者代表消費者達到效用極大之
消費組合？
消費 X 財的總效用等於消費 Y 財的總效用
消費 X 財的平均效用等於消費 Y 財的平均效用
只消費比較便宜的財貨
花在兩財貨上的最後一塊錢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

15 小美、小丁以及小吳對漢堡的願付價格分別是 20 元、18 元以及 10 元，若
漢堡的市場價格為 15 元，則此三人的總消費者剩餘為何？
 3 元  5 元  8 元  10 元

16 只要交易成立，則消費者剩餘：
必為正 必為負 必為零 可正可負

17 在短期，當總產量到達最大時，對應的邊際產量是：
在上升中 在下降中
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中 為零

18 汽車製造商的下列那一種行為是在進行生產的長期調整？
調整派遣人員數 調整生產線的管理人員數
調整工作人員的排班時間 增建廠房

19 下表為欣欣包裝公司每日包裝五千公斤的可選擇生產方式，則下列何者確
定未達到技術效率？

技術 A 技術 B 技術 C 技術 D

技術 機器設備（套） 員工（小時）

A 35 12

B 26 26

C 50 12

D 2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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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那一種情況會使得平均變動成本線向上移動？

每位員工的時薪提高 因僱用更多員工而提高產出

公司火災險保費提高 多年期土地租金提高

21 在完全競爭市場內的廠商為：

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 價格決定者（price maker）

價格領袖（price leader） 價格協商者（price bargainer）

22 當價格大於等於平均變動成本最低值時，追求利潤極大的完全競爭廠商其

短期供給線與下列何者重疊？

短期總成本線 短期邊際成本線

短期平均成本線 平均變動成本線

23 因為自來水廠的固定成本是主要成本，而變動成本則相對很少，故用戶愈

多其平均總成本就愈低。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自來水產業會趨向那一

種市場結構？

獨占 寡占 獨占性競爭 完全競爭

24 下列何者屬於第二級差別訂價（The second degree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作業軟體的專業版與家用版的訂價不同

 Kity 咖啡第二杯半價

餐廳提供吃到飽的用餐選擇

持某家信用卡至某餐廳用餐打九折

25 美容院是隨處可見的商店，但每一家像剪髮、洗髮、燙髮等的服務其實都

大同小異。雖然如此，不少消費者卻仍是某家店的忠實顧客，很少更換理

髮師。這表示美容院較符合下列那一種市場型態？

完全競爭市場 獨占市場

獨占性競爭市場 寡占市場

26 寡占廠商勾結所形成的組織稱為：

合作會議（cooperation） 自由貿易協定（FTA）

卡特爾（cartel） 共同體（community）

27 根據比較利益法則，兩國從事自由貿易雙方皆可得利是因為：

兩國進口需求都變得更具彈性

兩國皆專業化生產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

兩國皆可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

兩國生產可能集合皆擴大

28 廠商對生產要素的需求稱為：

最終需求 生產需求 引申需求 自發性需求

29 經濟學分析中，「二手煙」：

屬於公共財 具外部性

不具外部性 會使社會效用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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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鋼鐵工廠排放的空氣污染：
會產生正的外部性 會產生負的外部性
會產生搭便車行為 不產生外部性問題

31 若某國的新成屋支出增加 500 億元，下列何者會使國內生產毛額（GDP）
維持不變？
消費增加 500 億元 出口增加 500 億元
進口減少 500 億元 政府購買支出減少 500 億元

32 某友邦 A 國在臺灣的大使館，以每年 3 萬美元僱用臺灣的清潔公司為其
負責使館清潔工作。根據以上資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減少 3 萬美元，臺灣國內生產毛額（GDP）

增加 3 萬美元
 A 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減少 3 萬美元，臺灣國內生產毛額（GDP）

不受影響
 A 國國民生產毛額（GNP）減少 3 萬美元，臺灣國民生產毛額（GNP）

增加 3 萬美元
 A 國國內生產毛額（GDP）不受影響，臺灣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加

3 萬美元
33 從支出面來看，近年來我國國內生產毛額的項目中占最大比重的是下列何項？
民間消費支出 固定投資支出 政府部門支出 證券交易支出

34 我國經濟成長的資料是由那一個政府機構發布？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
經濟部 中央銀行

35 假設臺灣只生產米及玉米兩種商品。在 2000 年（基期），米及玉米的單價
分別為 100 元/斤及 10 元/支，產量分別為 150 斤及 200 支。在 2001 年中，
米及玉米的單價分別為 110 元/斤及 8 元/支，產量分別為 200 斤及 150 支。
臺灣 2001 年的名目國內生產毛額為：
 23,200 元  21,500 元  18,100 元  17,000 元

36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景氣對策信號，若燈號由黃藍燈轉為藍燈時，代表：
景氣陷入衰退期 顯示景氣過熱
顯示景氣穩定 景氣開始轉弱

37 菲力普曲線（Phillips curve）是描繪那兩個總體經濟變數的關係？
失業率和經濟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和經濟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和利率

38 根據實際的經濟狀況來看，預期景氣狀況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的關係為：
預期景氣變差，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減少
預期景氣變差，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不變
預期景氣變差，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增加
預期景氣狀況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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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就我國而言，下列何者會造成景氣衰退？

能源價格下降 總合需求增加

大規模傳染病 部分大學生延遲畢業

40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當所得增加 5,000 元時，消費增加 4,000 元，則：

平均消費傾向等於 0.8 邊際消費傾向等於 0.8

平均儲蓄傾向等於 0.8 自發性支出乘數為 1.25

41 物價水準上升會使得消費函數向下移動，主要是因為：

實質利率上升 實質財富下降

消費支出減少 非貨幣財富增加

42 某一封閉經濟體系的邊際儲蓄傾向為 0.2，自發性消費支出為 130 單位，

投資為 200 單位，政府支出為 150 單位，稅收為 100 單位。根據這些資

料，該經濟體系的均衡所得為多少單位？

 575  1,250  1,800  2,000

43 下列那一項不是「強力貨幣」（high-powered money）？

銀行的準備金 流通中的紙鈔 流通中的鑄幣 外匯存底

44 下列那一項不是貨幣供給 M2 的成分？

紙鈔金額 活期存款金額

銀行的放款金額 郵局的存款金額

45 中央銀行的下列那一項措施將使貨幣供給增加？

公開市場賣出票券 提高重貼現率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率 買進外匯

46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時，因為投資風險大幅提高，所以當時被投機客

攻擊的國家其貨幣：

升值 貶值 不受影響 先升後貶

47 在國際收支帳中，記錄商品與服務進出口金額的帳目為何？

誤差與遺漏 資本帳 金融帳 經常帳

48 政府支出所造成對經濟體系的「排擠效果」（crowding-out effect），實務

上最主要是指排擠：

民間消費 廠商投資 政府補貼 出口淨額

49 政府增稅，是屬於：

擴張性財政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

緊縮性貨幣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

50 若本年度政府支出總額為 20,000 億元，政府收入總額為 19,000 億元，上

一年底的負債餘額為 30,000 億元，則今年財政赤字為多少？

 1,000 億元  10,000 億元  30,000 億元  31,0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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