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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上任何一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符合生產配置效率，並且也符合消費配置效率

符合生產配置效率，但未必符合消費配置效率

未必符合生產配置效率，但符合消費配置效率

不符合生產配置效率與消費配置效率

2 政府對中低收入戶相關的救助和扶助措施是屬於政府的那一項財政功能？

分配功能 行政功能 懲罰功能 配置功能

3 下列有關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之敘述，何者錯誤？

吉尼係數愈趨近於 1，所得分配愈平均

可藉由徵收租稅及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等手段調整吉尼係數大小

吉尼係數之值取決於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位置

吉尼係數在歐洲等相對重視社會福利制度國家較低

4 布坎南（J. M. Buchanan）的最適俱樂部財模型，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滿足個人殊價慾望（merit want）的財貨

均衡時最適規模與成員人數須同時決定

每個成員依據自俱樂部財所得到的邊際效用付費

每個成員依據提供俱樂部財的邊際成本付費

5 同時符合「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的財貨稱為 ：

純共有財 純私有財 純公共財 純殊價財

6 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廠商所具有的特性，不包括下列何者？

長期平均成本遞減 具有規模經濟性

最具效率訂價法下會產生虧損 平均成本訂價法下，社會福利最大

7 下列何者是在說明公共支出成長的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此效果由布坎南（J. M. Buchanan）和魏斯曼（J. Wiseman）所提出

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很多事件需要由中央政府承擔解決，因此中央政府支出規模較地方政府有顯著

擴張現象

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迫使公部門重視社會中長久存在問題，使得公部門增加支出，因而產生公共支出

增加現象

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迫使公部門增加支出，但事件消失後已增加支出並無法減少，使得公共支出產生

遞增現象

8 皮古稅（Pigouvian tax）是為了解決下列何種情況？

外部性 公共財 分配不均 投票矛盾

9 公共投資計畫全部資金分別來自民間投資與消費支出的移轉，成本效益評估所使用的折現率為下列何

者？

私部門稅前報酬率 私部門稅後報酬率

私部門稅前與稅後加權平均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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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兩個具互斥性質的公共投資計畫，兩者之投入成本相同，在評估成本效益時，採取下列何種折現率，對

效益發生較晚的計畫較有利？

高的折現率 低的折現率

折現率高於內部報酬率 折現率高低無關緊要

11 X 商品由公營事業生產，Y 商品由民營企業生產，原先均以邊際成本來訂價，且 X 商品與 Y 商品互為代

替品。現政府對 Y 商品課徵從量貨物稅，此時為期增加社會福利，X 商品之訂價須如何？

價格高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低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等於其邊際成本 價格與其邊際成本無關

12 採用尖峰負荷訂價法的財貨，下列何者不是此財貨所具備的性質？

可差別取價 無法儲存 需求不固定 短期產能不受限

13 根據凱因斯學派的主張，提高政府支出可提升經濟景氣，此乃透過何種效果所致？

集中效果 閉鎖效果 外部效果 乘數效果

14 因社會結構變動而造成政府支出上升的因素，下列何者錯誤？

財政幻覺 都市化程度提高 人口老化 農業社會邁入工業社會

15 政府為了推動防治污染政策，對於業者購置防治污染設備給予租稅之減免，可視為廣義之公共支出，稱

為：

稅式支出 移轉性支出 耗竭性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16 下列何者會使選票交易的操作不容易進行？

投票者具有殊價慾望 投票者隱藏偏好強度 發生通貨膨脹時 投票者具有雙峰偏好

17 下列對全體一致決（unanimity rule）的敘述，何者錯誤？

要求議案的通過必須經由所有選民的同意

任何一次投票後的結果必為柏瑞圖最適的資源配置

投票後的社會福利必定會提升

投票過程的決策成本十分高昂

18 下列何者可能是布坎南（J. M. Buchanan）與杜洛克（G. Tullock）最適憲政模型（the 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中的外部成本函數（EC）？其中 P 為贊成議案的人數比例，且 P 大於 0。

 EC=P+1  EC=1-P  EC=P2  EC=P0.5

19 如果在選舉中有多個選項，在第一回合投票中，若沒有任何選項獲得過半支持，則再以得票最高的前兩

個選項，進行第二回合的投票，最後由得票較多的選項勝出，此種投票方法稱為：

消耗性投票法（exhaustive voting） 康多塞投票法（Condorcet voting）

決選投票法（runoff voting） 波達投票法（Borda voting）

20 假設 Q1、Q2、Q3三議案依規模大小排序，依序為 Q1<Q2 < Q3；甲、乙、丙三人，甲偏好次序為 Q1、Q2、

Q3；乙偏好次序為 Q2、Q3、Q1；丙偏好次序為 Q3、Q1、Q2。若採兩兩議案簡單多數決投票，則何議案最

後會勝出？

必為 Q1 必為 Q2 必為 Q3 無法確定

21 尼斯坎南（W. Niskanen）認為政府的決策是由下列何者執行？

政黨 公營事業 官僚體系 利益團體

22 廠商賄賂官署的行為，符合下列何種公共選擇理論的看法？

選票互助理論 競租理論 亞羅不可能定理 官僚理論

23 假設私部門資金可用於消費或投資，投資報酬率稅前為 10%，投資報酬課稅稅率為 20%。若政府計畫的

財源皆來自於私部門消費的資金，該計畫的折現率應採多少？

 8%  9%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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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淨利益現值法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當預期未來有通貨膨脹時，則淨利益流量與折現率究應採實質或

名目計算，下列何者正確？

淨利益流量採實質；折現率採名目 淨利益流量採名目；折現率採實質

淨利益流量一定要採實質 兩者皆採名目或皆採實質

25 成本效益分析中，關於生命價值的評價，可利用行為者的選擇做為評價基礎。假設性質接近的兩項工作，

僅每年發生意外的死亡率相差 5%；且每年的薪水，高風險工作高出低風險工作達 200 萬元，則生命的統

計價值評價應為多少萬元？

 1,000  1,050  4,000  4,200

26 若折現率為 r，試問第 n 年到期值 1 元，其第 0 年的現值為何？


1

rn 元 
1

(1+r)n 元 
1

1+rn 元 
1

1+r
元

27 下列何項並非全民健康保險目前所面臨的財務問題？

平均壽命延長導致支出面增加

安全準備金的運用績效深受國內股市波動影響

一般保險費率調整困難

一般保險費率的費基過度仰賴薪資所得

28 下列何項政策屬於我國政府的實物補助政策？

提供學童免費營養午餐 發放天然災害慰問金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發放敬老津貼

29 就社會保險而言，下列關於道德危機與逆選擇的敘述，何者錯誤？

逆選擇會導致保險制度高估保險費率 道德危機會增加保險給付

嚴格審核理賠申請，有助於降低道德危機 透過強制納保，有助於降低逆選擇情況

30 下列關於綜合所得稅扣除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實施扣除額所減少之政府稅收不屬於稅式支出

若高低所得者適用相同金額之扣除額，相較於低所得者，高所得者之稅負減少額度比較大

若高低所得者適用相同金額之扣除額，相較於低所得者，高所得者之稅負減少額度比較小

扣除額又稱為免稅額

31 在部分均衡架構下探討課稅的超額負擔時，為簡化分析，通常假設供給曲線為水平線，其目的在於：

可省略租稅對消費者剩餘造成的影響 可假設課稅後消費者價格不變

此時課稅不會造成供給曲線的移動 可以不考慮租稅對生產者剩餘造成的影響

32 當所得為外生給定時，若政府對所有財貨課徵單一稅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符合租稅中立性原則 不會產生無謂損失

財貨間會產生替代效果 不會改變財貨間的相對價格

33 假設 E 為免稅額、個人所得總額為 I、稅率 t 為固定常數，若以邊際稅率定義稅制之累進性，則應納稅額

T = t（I-E）的所得稅制是：

累進稅 累退稅 比例稅 定額稅

34 當所得稅的課徵採行屬地主義時，下列論述何者不成立？

課稅資料較易蒐集與查核 違背量能課稅原則

符合租稅中立性原則 放棄國外所得課稅主權的行使

35 假設休閒為正常財，當個人面對政府對其薪資課徵所得稅，何種情況會產生勞動後彎的供給曲線？

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等於所得效果 不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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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據課稅所造成主觀效用的犧牲來判斷公平，此時公平的原則不包括：

絕對犧牲相等 比例犧牲相等 邊際犧牲相等 超額犧牲相等

37 假設甲公司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邊際稅率為 20%，若其向銀行貸款利息可列為費用扣除，且借款利率為

5%。當購買政府公債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免稅時，則甲公司在政府公債利率至少超過多少的情況下，會從

事租稅套利行為？

 1%  4%  5%  6%

38 下列關於功能性所得分配與規模性所得分配的敘述，何者錯誤？

功能性所得分配，指的是不同所得階層的分配

規模性所得分配可以用吉尼係數衡量

功能性所得分配，指的是租稅在各類生產要素間的分配

規模性所得分配，指的是租稅在不同所得階層間的分配

39 下列對於租稅負擔率的定義，何者正確？

所得稅率 租稅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

租稅的福利損失 租稅的超額負擔

40 資本增益在實現年度要適用較高的累進稅率課稅，影響資產持有人出售資產的意願，此一效果稱為：

集遽效果（bunching effect） 閉鎖效果（lock-in effect）

排擠效果（crowding out effect） 逃稅效果

41 為避免我國綜合所得稅因通貨膨脹而增加稅負，將免稅額按通貨膨脹率自動調整的措施稱為：

租稅名目化 租稅自動化 租稅指數化 租稅資本化

42 依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在鄉（鎮、市）徵起之何項稅收全數屬於該鄉（鎮、市）？

地價稅 房屋稅 契稅 娛樂稅

43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定，在我國直轄市及縣（市）稅中，下列何者同時有縣統籌與稅收分成的規定？

土地增值稅 菸酒稅 地價稅 娛樂稅

44 我國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中，所謂基本財政收入係指下列何者？

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收入 歲入扣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稅課收入扣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稅課收入扣除依地方稅法通則徵收之稅課收入

45 上級政府針對下級政府具有外溢效果的公共支出進行補助，主要是基於補助款的何種功能？

滿足下級政府財政需求 平衡區域發展 區域間分配公平 資源配置效率

46 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的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特別統籌分配稅款的財源？

營業稅 所得稅 貨物稅 土地增值稅

47 財政學者華格納（A. Wagner）提出之公債發行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應以吸收閒置資金為原則 應以發行國內公債為原則

應以籌措臨時財源為原則 發行應有一定額度的限制

48 地方機關得提出追加預算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項？

依法律增加業務致增加經費者 依自治條例增設新機關時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者 原編預算經刪減無法依行政機關原計畫執行者

49 中央各機關按其法定預算，在預算實施前編造歲入、歲出分配預算，應遞轉下列何者核定？

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計部 立法院

50 單位預算內依據何種分類所編之預算為單位預算之分預算？①機關別 ②政事別 ③基金別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