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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令整個社會只有兩位消費者，且資源於兩人間的配置滿足柏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之條件，若進行

資源重分配，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人的效用均會增加  兩人的效用均不會減少 
至少有一人的效用會減少 至少有一人的效用會增加 

2 下列何者會導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年關將至，南北貨的需求大增，造成市場價格大漲 
香蕉盛產，造成市場的零售價格大跌 
工廠排放黑煙，造成附近地區的空氣污染 
中央銀行收縮銀根，導致利率上升 

3 每逢颱風侵襲臺灣，農作物將遭受嚴重的損害，導致相關農產品的價格飆漲，此時政府降低國外農產品

的進口關稅，此政策代表政府發揮何種財政功能？ 
外交功能 配置功能 分配功能 穩定功能 

4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預算案的決議，認為有窒礙難行，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經立法院何種決

議下，行政院院長即應接受該預算案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5 未受管制的自然獨占廠商，其市場均衡產出水準由下列何項條件決定？ 
邊際收益等於變動成本  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邊際收益等於固定成本  邊際收益等於總成本 

6 下列關於外部性（externality）的敘述，何者正確？ 
外部利益有益於社會，因此不會產生資源配置不效率 
社會資源配置 適之污染量應該為零 
在有外部利益的情況下，邊際社會利益高於邊際私人利益 
在有外部成本的情況下，邊際社會利益高於邊際私人利益 

7 有關外部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存在時，政府政策可以改善市場的資源配置 
當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存在時，政府政策可以改善市場的資源配置 
正外部性屬於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一種 
沒有政府干預時，產生負外部性的產品必定產量過少 

8 假設社會上僅有 A 與 B 二人，且其對某一財貨的個人需求曲線分別為 A：P+Q=100；B：P+2Q=100，此

財貨的供給曲線為 P=50+Q，且此財貨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其中 P 為價格，Q 為數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若此財貨為私有財，社會的 適提供數量為 37.5 個單位 
若此財貨為私有財，社會的 適提供數量為 25.5 個單位 
若此財貨為公共財，社會的 適提供數量為 25.5 個單位 
若此財貨為公共財，社會的 適提供數量為 37.5 個單位 

9 假設 X 財貨可同時由很多人消費，若增加一人消費 X 財貨，原消費者消費 X 財貨數量並不因而減少，則

該財貨具有何種特性？ 
具敵對性 不具敵對性 具排他性 不具排他性 

10 「公共財」被提供之後，  ①  消費者都能夠同時且  ②  進行消費： 
①部分；②不等量 ①部分；②等量 ①全部；②不等量 ①全部；②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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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公共財提供的林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下： 
所有人的公共財邊際利益總和等於公共財的邊際社會成本 
每個人的公共財邊際利益等於公共財的邊際社會成本 
每個人的公共財邊際利益相同 
所有人的公共財邊際利益總和等於每個人的公共財邊際成本 

12 一般所謂的「兩稅合一」，係指讓下列那兩稅的稅負得以抵減？ 
遺產稅與贈與稅  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 
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 

13 下列何者非屬改善污染排放行為之方式？ 
課污染稅 訂定菸害防制法 出售污染許可證 兩階段訂價法 

14 公共投資的增加可能吸收民間可用資源，而使民間投資減少，稱為下列何者？ 
代替效果 所得效果 位移效果 排擠效果 

15 中位數選民定理之投票法則是採用何種方式？ 
一致票決 簡單多數決 四分之三多數票決 高票決 

16 關於我國實施的 低稅負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是將某些原本所得稅減免項目採取分離課稅的方式加計稅負 
相對於一般的所得稅，它的稅基較廣 
它的政策目的在於改善所得分配 
個人與公司均為課徵對象 

17 假設社會上有甲、乙、丙三位投票者，若公共支出水準 A1<A2<A3，甲、乙、丙對公共支出水準之偏好

排序（1 表示效用 高；2 其次；3 低）如下表，則有關投票者的偏好型態，下列何者正確？   

偏好順序 A1 A2 A3 
投票者甲 1 2 3 
投票者乙 1 3 2 
投票者丙 3 1 2 

丙為雙峰偏好  乙為雙峰偏好 
甲、乙、丙三位均為單峰偏好 甲、乙、丙三位均為雙峰偏好 

18 下列何方法可能解決循環多數決的窘境？ 
記點投票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位移效果  克拉克租稅（Clarke tax） 

19 有關選票交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能會使原本不會通過的議案，因選票交易而通過 
犧牲未參加勾結者的利益，必定會使社會福利水準降低 
若投票者隱藏偏好強度，會使選票交易之操作難度提高 
可能提高或降低社會福利水準 

20 有關競租行為（rent-seeking）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完全競爭廠商相互競爭所賺取的正常利潤 
競租行為不會產生社會福利的損失 
經濟環境所產生的經濟租會誘使經濟主體投入非生產性的活動 
賄賂行為的本身即會產生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21 下列有關社會折現率的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犧牲目前消費的未來價值 反映消費者的偏好 
永遠高於市場利率  社會折現率高低會影響計畫的評估 

22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投資計畫的評估準則？ 
益本比大於 1  淨現值大於 0 
內部報酬率大於資金成本率 預決算比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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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評估公共投資計畫的成本和利益時，基於資源配置效率考量，下列那項利益或成本不必考慮？ 
 間接無形利益  直接無形成本  金融利益  直接有形利益 

24 若三個公共支出計畫的利益現值總和及成本現值總和如下表，依淨利益現值法評估，三個計畫的優先執

行順序是： 

 A 計畫 B 計畫 C 計畫 
利益現值總和 1,000 億 500 億 100 億 
成本現值總和 900 億 350 億 50 億 
 A、B、C  A、C、B  C、A、B  B、A、C 

25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如有通貨膨脹，且採用實質折現率來衡量時，合理的淨現值估算應採用下列何者來

衡量？ 
實質淨利益  名目淨利益 
實質或名目淨利益都可以 實質及名目淨利益的平均數 

26 下列那一項風險在我國尚未建構社會保險予以保障？ 
職災風險 失業風險 醫療風險 長照風險 

27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採隨收隨付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期健保保險給付來自當期保費收入 
安全準備供代際間所得重分配之用 
當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化及少子化時，易造成工作人口負擔增加 
可透過費率調整來維持財務穩定 

28 下列關於負所得稅的說明何者錯誤？ 
有課稅門檻之設計，若所得低於此一門檻時，政府給予補貼 
此制度結合社會福利制度及所得稅制 
此制度打擊低所得家庭的工作意願 
此制度為實物補貼，故政府有儲存、運輸成本 

29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收費制度之特色？ 
原則上按個人各項應徵收補充保費所得高低收費  
計費時需考量其投保身分及投保金額 
適用同一費率 
論口計費，眷屬超過三口者以三口計 

30 在無外部性的完全競爭市場，對有正斜率供給曲線與負斜率需求曲線的財貨課稅或補貼，是否會產生超

額負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補貼會；課稅不會 補貼不會；課稅會 兩者皆會 兩者皆不會 

31  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為負斜率時，稅收對稅率彈性的絕對值為何？ 
等於零 小於 1 等於 1 大於 1 

32 我國政府收入中，下列何者沒有指定用途？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菸品健康福利捐 工程受益費 地價稅 

33 若家庭中之主要工作者與次要工作者對於工作時間的選擇兩者無關，且次要工作者之勞動供給較具彈

性。為使家庭超額負擔極小化，應如何對兩者的勞動供給課稅？ 
重課前者 重課後者 兩者稅率一樣 只對後者課稅 

34 要求每人因課稅所犧牲的效用總量相同的公平原則為何？ 
相等絕對犧牲 相等比例犧牲 相等邊際犧牲  小總犧牲 

35 在兩部門兩財貨兩生產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對所有部門的財貨課徵相同從價稅稅率的貨物稅，與下

列何者具有相同的租稅歸宿效果？ 
對某一部門所有生產要素課徵相同稅率的要素稅 
對某一部門的某一生產要素課徵相同稅率的要素稅 
對某一生產要素課徵相同稅率的要素稅 
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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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若休閒為正常財時，課徵定額稅會： 
降低休閒的價格 增加個人的工作意願 促進所得分配的公平 產生超額負擔 

37 有關分類所得稅制與綜合所得稅制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分類所得稅制較符合量能課稅的原則 分類所得稅制的稽徵成本較高 
綜合所得稅制的計算較為簡便 綜合所得稅制較能發揮改善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38 假設韓國現代汽車公司 1600cc 的小汽車，在我國的售價明顯較其他地區為低，以致我國國產同級小汽車

國內市場占有率遭受嚴重侵蝕時，我國政府基於公平貿易之理由，對該公司銷售至我國之汽車課徵的特

別關稅稱為： 
平衡稅 反傾銷稅 保護關稅 報復關稅 

39 財產稅租稅歸宿的「傳統觀點」認為長期下，房屋稅會完全轉嫁是因： 
 房屋的需求完全無彈性  房屋的供給具完全彈性 
 房屋的需求具完全彈性  房屋的供給完全無彈性 

40 在以全球所得為課稅範圍的所得稅制下，為了維持資本出口中立性（capital-export neutrality），對於國外

來源所得，應該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給予免稅 分離課稅 國外稅額扣除 國外稅額扣抵 

41 下列那些是財產稅適合作為地方稅的原因？①符合受益原則②財產（尤其是不動產）變化不大，稅收穩

定③稅負容易轉嫁，符合市場效率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①① 

42 根據林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每位投票者是根據那種原則負擔公共財的提供成本？ 
受益原則 平均分攤 量能原則 中立性原則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央政府計畫型補助款的補助範圍？ 
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的補助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的補助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 

44 下列何者提供了一般性補助（general grants）的合理化基礎？ 
平衡不同地方政府間的「水平財政不均」 資源配置無效率 
矯正地方公共財外溢效果 地方政府無法採累進稅制 

45 下列何者不是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主要財源？ 
所得稅 營業稅 貨物稅 地價稅 

46 基於效率的考量，中央集權會比地方分權較佳的理由是： 
邊際效用遞減  公共財的提供可能呈現規模經濟 
政府間的競爭  捕蠅紙效果 

47 對採公債籌措財源，下列何項敘述較接近古典學派的觀點？ 
以充分就業為目標，必要時可擴張赤字而由公債融通 
公債發行費用較租稅稽徵費用為低 
公債發行的可能性，使政府支出任意擴張，增加戰爭的可能性 
公債對持有者的財富效果，使其消費減少，不利經濟發展 

48 政府將公營事業資產、股份移轉至民間部門，或藉由開放管制市場以提升公營事業資源利用與經營效能，

通常被稱為： 
公營事業資產化 公營事業科技化 公營事業國有化 公營事業民營化 

49 經行政院核定，送交立法院審議，尚未經立法程序通過之總預算，稱為： 
概算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預算案 

50 我國現行中央總預算之編製機關為下列何者？ 
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預算管理局 審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