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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豬肉的價格從 40 漲到 50，而供給量從 200 增加到 400。請問豬肉的供給彈性為何？ 

 4  0.33  3  0.25 

2 假設 為豬肉的供給量， 為豬肉價格， 為肥料價格，R 為口蹄疫疫情，則下列那一個供給函數是合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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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若需求的價格彈性是 0.5，當價格上漲 20%時將導致需求量下降多少？ 

 5%  10%  20%  40% 

4 對手機市場而言，下列何種情況會造成手機價格下降，且交易量增加？ 

手機的需求增加 手機的供給增加 手機的需求減少 手機的供給減少 

5 若需求價格彈性大於 1，則： 

邊際收益小於零  邊際收益等於零 

邊際收益大於零  邊際收益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 

6 假設對某人而言，X 物品為正常財，則當此人的所得減少時： 

對 X 物品的需求不變  對 X 物品的需求增加 

對 X 物品的需求減少   X 物品的均衡價格增加 

7 在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且價格固定下，若消費者增加消費量，必然導致下列何種變動？ 

邊際效用遞增 邊際效用遞減 消費者剩餘增加 邊際替代率遞增 

8 根據邊際效用遞減法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的邊際效用絕對不可能遞增 需求線必為正斜率 

邊際效用最高點為消費者效用極大時的消費量 在一定的期間內，邊際效用遞減是必然的現象 

9 在邊際效用遞減時，消費者減少對財貨之購買量，會造成下列何種變化？ 

總效用會增加，邊際效用會增加 總效用會減少，邊際效用會增加 

總效用會減少，邊際效用會減少 總效用會增加，邊際效用會減少 

10 廠商企業能力的平均報酬，最接近： 

正常利潤 經濟利潤 會計利潤 超額利潤 

11 有一家公司考慮在二台影印機當中選擇一台租用。第一台每月租金 3,000 元，每印一張費用 0.4 元，第二台

每月租金 8,000 元，每印一張費用 0.2 元。這家公司每月至少要影印多少張才值得租第二台影印機？ 

 8,000 張  11,000 張  24,000 張  25,000 張 

12 下列何者為「成本遞增產業」的可能成因？ 

固定生產要素數量固定  生產技術固定 

新廠加入造成要素成本上漲 邊際產量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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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假設 A 廠商的固定成本為 1,000 元，每多生產一單位產品的成本為 100 元。A 廠商的邊際成本為： 

 100 元  1,000 元  1,100 元  0 元 

14 設廠商僱用第 1、第 2、第 3 單位勞動的邊際產量分別為 12 單位、14 單位、16 單位，則當僱用 3 單位勞動

時的平均產量為多少？ 

 12  13  14  16 

15 臺灣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為固定，請問臺灣可耕作土地的供給彈性為何？ 

完全彈性 有彈性 無彈性 完全無彈性 

16 當農作物豐收時，常看見農夫雖然發生虧損也要採收出售。這是因為虧損低於： 

總成本 平均成本 總變動成本 總固定成本 

17 下列何種屬於差別訂價？ 

電影院對國片與洋片訂定不同的價格  

電影院對學生與成人分別訂定不同的價格 

高鐵對商務艙與經濟艙的客人訂定不同的價格  

高鐵對不同目的地的旅客收取不同的價格 

18 下列何者不是寡占市場中廠商特性？ 

廠商可以決定價格  進行廣告的動機很強 

進入障礙不大  廠商對於對手策略的反應敏感 

19 獨占性競爭的長期均衡符合下列那組條件？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利潤為零 價格等於平均成本，利潤為零 

價格大於邊際成本，利潤大於零 價格大於平均成本，利潤大於零 

20 短期內，假設一追求利潤最大的獨占者面對的需求線為一負斜率的直線，而其邊際成本線為一正斜率直線。

當邊際成本及邊際收益均等於 8 元時，產量為 10 單位。若此獨占者向消費者索價 15 元，則此廠商的總利

潤為： 

 160 元  70 元  35 元 資訊不足無法計算 

21 有二個國家：強國和弱國，都只使用勞動一種生產要素。強國的工人生產力高、工資也高，弱國的工人則是

低生產力、低工資。如果二國互相貿易，請問會發生以下何種結果？ 

強國不敵競爭，國內產業將全面倒閉  

強國可實現本國生產可能線以外的消費點 

強國可從弱國進口全部商品，享受到低價格好處  

因為強國工人生產力較高，可以出口所有產品 

22 如果世界上只有甲、乙兩國。利用相同的生產資源，甲國能生產 1,000 匹棉布或 500 匹絲綢，乙國則能生產

800 匹棉布或 200 匹絲綢，根據比較利益法則，乙國應該： 

出口棉布，進口絲綢  出口絲綢，進口棉布 

同時出口棉布和絲綢，完全不進口 同時進口棉布和絲綢，完全不出口 

23 文仁是一家外商公司的行銷經理，年薪 500 萬元，近日突然被老闆解僱了，其他公司聽聞紛紛前來邀請，提

出的年薪分別是：甲公司 490 萬元，乙公司 480 萬元和丙公司 450 萬元。因為人情關係文仁接受乙公司的

聘書。請問這個決定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450 萬元  480 萬元  490 萬元  500 萬元 

24 下列何者是準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共同點？ 

具有共享性 具有排他性 具有外部性 具有利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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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關於環保議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將高污染產業收歸公營是達到經濟效率的唯一途徑 

污染產業為由一家獨占所產生的絕對損失必然大於完全競爭 

宣導「節能減碳」做環保，易因搭便車心態達不到預期目標 

綠能產業由一家獨占可達經濟效率 

26 下列何者較不易產生搭便車的行為？ 

總統選舉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工業區實施污染總量管制 

勞資合約訂定每位員工的獎勵金相同 釣客在溪邊垂釣 

27 政府對下列那一行業採取自由放任較不易造成市場失靈？ 

自來水業 水泥業 養豬業 餐飲業 

28 目前家戶單位的教育支出是被歸類在國內生產毛額（GDP）的那一個項目之內？ 

消費，雖然教育支出可視為對人力資本的投資  

投資，因為教育支出可視為對人力資本的投資 

政府支出，因為高等教育的經費補助大多來自於政府 

家計單位對教育的支出並不被計算在 GDP 內 

29 在畫各國的洛侖士曲線（Lorenz curve）時，通常縱軸的變數為何？ 

失業率  通貨膨脹率 

家計單位按所得高低排列的戶數累計百分比 家計單位按所得高低排列的所得累計百分比 

30 1996 年臺灣的 GDP 為新臺幣 74,775.40 億元，若按 1991 年價格計算，實質 GDP 為 65,176.25 億元。1996

年之 GDP 平減指數最有可能是多少？ 

 100  150  115  87 

31 固定資本形成淨額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主要的差異為何？ 

租稅  折舊  

流量與存量的差異  政府投資所排擠之民間企業投資 

32 簡單凱因斯模型中，當邊際儲蓄傾向等於 0.2 時，乘數會等於： 

 0.2  0.8  1.25  5 

33 當政府降低稅收而政府支出未減少，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會刺激消費支出，減少國民儲蓄 會刺激消費支出，減少民間儲蓄 

不影響消費支出，但減少國民儲蓄 不影響消費支出，但減少民間儲蓄 

34 根據簡單凱因斯模型，在均衡時，下列何者必然正確？ 

投資等於儲蓄 投資等於消費 消費等於儲蓄 毛投資等於折舊 

35 我國中央銀行目前是隸屬於下列何機構？ 

行政院 財政部 總統府 獨立的法人機構 

36 當貨幣供給增加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短期名目利率下降，實質產出不受影響 短期名目利率上升，物價水準上升 

長期物價不受影響  長期會引起物價的上漲 

37 在 1998 年底國內連番發生企業集團週轉失靈事件後，中央銀行要求銀行不得緊縮對企業的放款。此一措施

是屬於那一項貨幣政策工具？ 

公開市場操作 選擇性信用管制 道義說服 重貼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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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何者為財政政策之工具？ 

改善就業服務與輔導  公開市場操作 

提高貼現率  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39 下列有關勞動力之敘述，何者錯誤？ 

失業率的定義為失業人口占勞動力的百分比 

結構性失業為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時所造成的失業 

勞動參與率為勞動力占年滿 15 足歲民間非監管人口的百分比 

就業人口因被解雇而失業即成為非勞動力 

40 各國大多採用那一種物價指數來計算通貨膨脹率？ 

消費者物價指數 躉售物價指數 加權股價指數 房價指數 

41 金融海嘯造成很多人失業，這些失業人口比較可能屬於那一種類型？ 

結構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自然失業 

42 關於總合供給線之說明，以下何者正確？ 

短期總合供給線之彈性比長期總合供給線之彈性小 

短期總合供給線假設貨幣工資僵固，長期總合供給線假設工資可以充分調整 

短期總合供給線假設勞動市場處於充分就業，而長期總合供給線則假設勞動市場尚未達到充分就業 

短期總合供給線和長期總合供給線都在不充分就業的前提假設下討論 

43 當商業銀行向中央銀行借款 100 萬元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可能會增加貨幣供給量  可能會創造存款貨幣 

會增加中央銀行的資產  會減少中央銀行的負債 

44 下列有關股票投資之敘述，何者錯誤？ 

銀行的定存利率上升可能導致股價下跌 投資股票的報酬來自公司未來的股利和股價的變動 

大眾預期股價會上漲就可能立刻使股價上漲 股票投資與公司實體的投資無關 

45 下列何者不具有儲藏價值的功用？ 

信用卡 儲值卡 遊樂園的代幣 骨董 

46 有關財政與貨幣之概念，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所稱的貨幣供給，指的是 M1A 與 M1B 等兩種定義下的貨幣之合計 

流動性指的是資產變現的難易程度，越容易變現的資產其流動性就越高 

當中央銀行調高法定存款準備率時，透過貨幣創造的乘數效果，可以有擴張的效果 

中央銀行購買財政部所發行之政府公債，是因應政府財政困窘時的極佳籌款辦法 

47 下列何者不是國際收支帳裡的帳目？ 

經常帳 金融帳 國民所得帳 誤差與遺漏 

48 為防止本國貨幣升值，中央銀行在外匯市場購買大量外匯，同時又在公開市場發行定期存單，此稱為何種政

策？ 

自動安定政策 信用管制政策 重貼現政策 沖銷政策 

49 若日圓兌新臺幣的匯率由 0.3 元變為 0.35 元，此代表： 

新臺幣升值，日圓貶值  新臺幣貶值，日圓升值 

新臺幣升值，日圓升值  新臺幣貶值，日圓貶值 

50 下列何種匯率制度對於貿易順差或逆差具有自動調整的功能？ 

固定匯率制度 浮動匯率制度 複式匯率制度 遠期匯率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