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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國出口香蕉到 B 國，並從 B 國進口蘋果。如果 A、B 兩國因政治原因中斷貿易，相對貿易中斷前，貿

易中斷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的生產可能曲線外移  A 國生產的香蕉會減少

香蕉與蘋果在 A 國的消費數量一起增加 香蕉與蘋果在 B 國的消費數量一起增加

2 小明大學畢業後選擇進入硏究所深造，放棄以下工作機會，小明選擇研究所深造的機會成本為何？

教鋼琴每月 3 萬元收入 當家教每月 2 萬元收入

教圍棋每月 5 萬元收入 在銀行上班每月 4 萬元收入

3 廠商在生產要素市場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提供資本 僱用員工 銷售商品 購買商品

4 關於比較利益、絕對利益、進口及出口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國應生產具絕對利益的商品，並出口該商品 各國應生產具比較利益的商品，並出口該商品

各國應生產具絕對利益的商品，並進口該商品 各國應生產具比較利益的商品，並進口該商品

5 如果 A 國可以生產 6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也可以生產 7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6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一定落在生產可能曲線上

 6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一定沒有落在生產可能曲線上

 7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一定落在生產可能曲線上

 7 萬部腳踏車及 8 萬部電視一定沒有落在生產可能曲線上

6 本國提高鋼鐵製品進口關稅，下列何者會得利？

本國鋼鐵製品消費者 本國營建業者 本國鋼鐵製品廠商 外國鋼鐵製品廠商

7 A 國生產一單位棉花需要花 6 小時，生產一單位酒需要花 3 小時；B 國生產一單位棉花需要花 10 小時，

生產一單位酒需要花 3 小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生產酒具有絕對利益  A 國生產棉花具有比較利益

 B 國生產棉花具有絕對利益  A、B 兩國生產酒具有相同的比較利益

8 假設 A 國只生產蘋果與汽車兩種產品，下列何種情況不會讓 A 國的生產可能曲線整條移動？

汽車生產技術進步 地層下陷，蘋果可耕面積減少

增加蘋果生產 開放外籍移民工作

9 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消費者對便當的需求顯著增加，各餐飲業者也紛紛提供外帶便當服務。便當的市場

均衡數量與價格將如何變動？

均衡數量上升、均衡價格下降 均衡數量上升、均衡價格上升

均衡數量變動不一定、均衡價格上升 均衡數量上升、均衡價格變動不一定

10 關於需求法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劣等財違反需求法則

需求是指需求量與價格間的關係

季芬財與炫耀財都違反需求法則

需求法則是指其他條件不變下，需求量與價格間呈反向關係

11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者不會造成某特定財貨的國內市場供給變動？

該特定財貨之市場價格波動 生產該特定財貨之工資上漲

該特定財貨之生產互補品市場價格波動 開放該特定財貨進口

12 如果虱目魚市場的價格上漲，交易量下降，由此可判斷虱目魚市場最可能發生的單一事件為何？

需求增加 需求減少 供給增加 供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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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當供給者與需求者均預期商品價格上升，則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各會如何移動？

右移，右移 右移，左移 左移，左移 左移，右移

14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若某財貨的需求量 Q 與價格 P 的關係式為 Q = 300 3P，下列那一個點的需求價格

彈性絕對值大於 1？

需求量 Q = 120，價格 P = 60 需求量 Q = 150，價格 P = 50

需求量 Q = 180，價格 P = 40 需求量 Q = 300，價格 P = 0

15 產出、資本、投資，這三個變數中，屬於存量變數有幾項？

 0 項  1 項  2 項  3 項

16 有關政府訂定「最低工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若政府調高「最低工資」，有助於減少失業

若「最低工資」訂得太高，此一管制將無實效

若「最低工資」高於勞動市場均衡工資，會造成失業增加的現象

若「最低工資」低於勞動市場均衡工資，則勞動市場會有超額需求

17 A 國勞動市場的勞動需求函數為 LD = 3W+54，勞動供給函數為 LS = 4W 16，W 為工資率。假設為保障

勞工福利，政府訂定了基本工資水準 W = 15 元，此政策將造成 A 國勞動市場出現何種不均衡？

人力不足 35 人 人力不足 44 人 44 人失業 35 人失業

18 無異曲線凸向原點隱含下列何者成立？

邊際效用遞增 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替代率遞增 邊際替代率遞減

19 假設一追求效用極大之理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 U(x, y) = xy，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下，若 x 的價格變為原

來的 2 倍，有關消費者最適消費選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消費者用於 x 之支出變為 2 倍 消費者用於 y 之支出不變

 y 的消費量與原來相同  x 的消費量變為原來的一半

20 假設一消費者認為蘋果與橘子沒有任何差別，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蘋果與橘子為完全替代 無異曲線為一直線

邊際替代率遞減法則成立 若兩者價格不同，則消費者只會購買價格較低者

21 小白為了開一家糖果店，放棄了年薪 50 萬元的高中老師教職。另外，小白從年利率 3%的定期存款戶頭

中提出了 20 萬元，也向銀行借了 10 萬元，年利率為 3%。小白糖果店今年的所有材料費為 25 萬元，且

總收益為 60 萬元。下列何者正確？

小白今年的會計利潤為 34.1 萬元，經濟利潤為 35 萬元

小白今年的會計利潤為 34.1 萬元，經濟利潤為 15.9 萬元

小白今年的會計利潤為 34.7 萬元，經濟利潤為 15.9 萬元

小白今年的會計利潤為 34.7 萬元，經濟利潤為 34.1 萬元

22 假設某農夫僱用 2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300 公斤的玉米，僱用 3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440 公斤的玉米。

下列何者可以顯示某農夫僱用的工人會有勞動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

僱用 4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560 公斤的玉米 僱用 4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580 公斤的玉米

僱用 4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600 公斤的玉米 僱用 4 名工人時，能生產出 700 公斤的玉米

23 當在某個產量區間，廠商的平均總成本都大於邊際成本。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邊際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減 邊際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增

平均總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增 平均總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減

24 下列訂價模式中，何者不算是三級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相同的一杯飲料，男性顧客付出的價格高於女性顧客付出的價格

同一所大學的學生，男性學生付出的學費高於女性學生付出的學費

相同保額與年齡的壽險保單，男性保戶付出的保費高於女性保戶付出的保費

相同的一本書，男性顧客付出的價格高於女性顧客付出的價格

25 下列有關完全競爭市場的短期市場供給曲線敘述，何者錯誤？

不可能是負斜率

短期市場供給曲線為所有個別廠商短期供給曲線的垂直加總

短期市場供給曲線的高度反映出此市場中廠商們的邊際成本

個別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是推導該曲線過程中的重要假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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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有關獨占性競爭市場的長期或是短期均衡的敘述，何者錯誤？

個別廠商在短期均衡之下，其利潤為零

個別廠商在長期均衡之下，其利潤為零

個別廠商在長期均衡之下，其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為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

個別廠商在短期均衡之下，其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為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

27 假設一個獨占廠商面對負斜率的需求曲線。當此獨占廠商增加其產量時，其平均收益：

增加，且邊際收益也增加 維持不變，且邊際收益也不變

增加，且邊際收益遞減 遞減，且邊際收益也遞減

28 關於貧窮問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解決社會貧窮問題是各國政府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

一個經濟社會的貧窮率指的是家庭所得低於貧窮水準的人口比率

臺灣各縣市設定有最低生活費之標準，作為人民落入貧窮的判斷標準

因臺灣最低生活費標準未隨物價每年調整，故造成貧窮率逐年提高

29 當政府補助廠商聘用大專應屆畢業生的薪資時，對大專應屆畢業生勞動市場供需最直接的影響會是下列

何者？

勞動供給增加 勞動供給量增加 勞動需求增加 勞動需求量增加

30 下列關於市場均衡與市場失靈的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均衡代表社會福祉達到最大的結果

市場均衡代表市場達到了最有效率分配資源的結果

市場失靈指的是市場無法有效率分配資源的現象

公共政策定可解決因市場失靈造成的無效率問題

31 關於俱樂部財貨（club goods，又稱「準公共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具有排他性（non-exclusive），亦不具互斥性（non-rivalry）

具有排他性，但不具互斥性

不具有排他性，但具互斥性

具有排他性，亦具互斥性

32 下列關於生產要素之敘述，何者正確？

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值（val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input factor）是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乘上該產品

的市場價格

當生產要素增加時，該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定會下降

完全競爭要素市場，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值定會隨該要素的增加而遞減

不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定會隨要素的增加而遞減

33 假設供需法則成立，且其他條件不變。一般言之，政府經常為達到特定目的，而執行具有約束力的價格

管制、課稅、補貼、或限量措施，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具有約束力的房屋租金上限不一定會產生社會無謂損失

具有約束力的稻米保證價格不一定會產生社會無謂損失

課徵進口關稅一定不會產生社會無謂損失

具有約束力的最低工資法一定會產生社會無謂損失

34 某一個國家的人口資料如下：15 歲以上人口為 900 萬人、現役軍人與監管人口為 100 萬人、就業人口數

500 萬、失業人口數 100 萬。該國勞動參與率為多少？

 55.5%  66.6%  72.0%  75.0%

35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者會造成短期菲力浦曲線（Phillips curve）線上的移動？

石油危機 政府消費支出增加 基本工資上調 技術進步

36 國內生產毛額的定義為：

在給定時間內，特定經濟體生產的最終商品和服務的數量

在給定時間內，特定經濟體出售的最終商品和服務的數量

在給定時間內，特定經濟體出售的新舊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和

在給定時間內，特定經濟體生產的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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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若我國目前的失業率高於自然失業率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景氣燈號可能為紅燈 景氣燈號可能為藍燈

摩擦性失業人口比循環性失業人口多 摩擦性失業人口比循環性失業人口少

38 假設綜合所得稅的課稅級距只有 2 級：100 萬元以下及以上，且稅率分別為 10%與 20%。若某甲原先的綜

合所得為 100 萬元，後來因 CPI 漲了一倍而變成 200 萬元。如果課稅級距沒調整，則某甲的平均稅率：

由原先的 10%上升為 15% 由原先的 10%上升為 20%

由原先的 10%上升為 25% 由原先的 10%下降為 5%

39 各種景氣循環理論認為，影響經濟的主要因素為何？

消費支出 政府支出 投資支出 淨出口

40 若政府未事先宣告實行貨幣政策，對完全預期民眾的短期及長期效果，下列何者正確？

短期有效，長期無效 短期無效，長期有效

長短期皆有效 長短期皆無效

41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當一國的商品貿易由封閉體系轉為開放體系時，它可以：

經歷與該國儲蓄率提升下的相同經濟成長 經歷與該國稅收增加下的相同經濟成長

經歷與該國勞動人口增加下的相同經濟成長 經歷與該國發生技術進步下的相同經濟成長

42 若政府擴大預算赤字時，該國將會面臨：

淨資本流出減少和本國通貨升值 淨資本流出增加和本國通貨升值

淨資本流出減少和本國通貨貶值 淨資本流出增加和本國通貨貶值

43 當一國因政局動盪而發生資本逃避時，該國通貨會面臨：

實質利率上升與實質匯率貶值 實質利率下跌與實質匯率貶值

實質利率上升與實質匯率升值 實質利率下跌與實質匯率升值

44 古典學派主張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是垂直線，而凱因斯學派主張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具有正斜率。造成這兩

學派有前述主張差異的原因是下列那一項？

古典學派認為工資調整速度很快，而凱因斯學派認為勞動市場存在著到期時間不一的工資契約

古典學派認為物價調整速度很快，而凱因斯學派認為債券與貨幣是完全替代

古典學派認為商品市場是完全競爭，而凱因斯學派認為經濟的主要干擾來自需求面

古典學派認為經濟的主要干擾來自供給面，而凱因斯學派認為民眾具有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

45 當經濟體系存在膨脹缺口時，下列那一項變動有助於達到充分就業的產出水準？

減稅 政府支出增加 自發性投資增加 自發性消費下降

46 貨幣供給量不變及流動速度不變，物價水準上升時，會使下列那個選項下降？

每筆交易的平均貨幣成本 實質總產出

利率 家庭和廠商花費的支出

47 有關貨幣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小真為買皮鞋而在百貨公司各櫃位比較價格，這時貨幣扮演的是計價的單位

樟宜將手頭多餘現金拿去買債券以準備未來花費，這時貨幣扮演的是計價的單位

老李拿到年終獎金興奮地去買一部電動機車，這時貨幣扮演的是交易的媒介

眼看美元可能升值，大方將新臺幣存款轉成美元存款，這時貨幣扮演的是價值的儲藏

48 在無政府部門及無進出口之簡單凱因斯模型中，若自發性消費大於零，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①平均消費傾向一定小於邊際消費傾向。

②邊際消費傾向一定大於邊際儲蓄傾向。

只有①正確 只有②正確 ①、②皆正確 ①、②皆不正確

49 下列因素何者最有可能使實質貨幣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實質 GDP 增加 活期儲蓄存款利率上升

國內投資減少 政府國庫券利率下跌

50 中央銀行為對抗經濟衰退可採取的最有效寬鬆性貨幣政策工具為何？

公開市場賣出持有的政府債券 調降重貼現率

公開市場買入商業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券 調升法定準備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