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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試比較對自然獨占產業，採取平均成本定價法與邊際成本定價法，其對產量與經濟利潤

之關係。（25 分） 

二、在民主政治制度中，何謂利益團體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其與政府支出之關係如

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40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那一學派主張政府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貨幣學派 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 凱因斯學派 

2 下列何者不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原因？ 
公共財 外部性 自然獨占 充分資訊 

3 下列關於外部利益的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小於社會最適產出 
貨幣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大於社會最適產出 
技術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小於社會最適產出 
技術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大於社會最適產出 

4 下列何種污染水準可達社會福利的最大？ 
消除污染之單位成本達最小之污染  
消除污染之總利益等於總成本之污染 
消除污染之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之污染 
零污染 

5 畢固稅（Pigouvian tax）主要是用來矯正外部成本而產生之： 
偏低的市場價格 偏低的市場銷售量 市場的擁擠 市場的虧損 

6 假設防盜器的使用具外部利益，則防盜器的私人邊際利益線相較於社會邊際利益線之關係將如何？ 
較低 相等 較高 無法判定 

7 所謂「財政拖累（fiscal drag）」係指： 
政府大量發行公債，因償還利息與本金所造成的財政僵固化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支出的增加超過稅收的增加，造成財政赤字的擴大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動增加的稅收超過政府支出，產生大量財政盈餘 
在民主政治下，政黨為討好選民，不斷減稅與增加支出，長期下將拖累國家財政 

8 財政學上對政府支出規模隨著所得增加而擴大的現象，稱為： 
柏瑞圖準則（Pareto criterion） 雷姆西法則（Ramsey rule）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包默法則（Baumol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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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有三個議案同時提供選擇，投票規則訂為投票者對三個議案排序，偏好最高者給予 3 點，其餘依序為 2 點和 1 點，

獲得點數最高者勝出。此種投票規則稱為： 
博達投票（Borda voting）  決選投票（runoff election） 
消耗性投票（exhaustive voting） 多數決投票（majority voting） 

10 下列有關布坎南（J. M. Buchanan）和杜洛克（G. Tullock）所提出之最適投票法則（optimal voting rule）敘述，何者

正確？ 
外部成本、決策成本均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外部成本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決策成本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外部成本、決策成本均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增函數 

11 下列那項政策可視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 
小學的免費營養午餐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勤勞所得稅額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優惠利率房屋貸款 

12 財貨需求價格彈性絕對值越大時，對於該財貨課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將： 
越大 越小 無關係 等於零 

13 我國下列何種租稅具有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的特性？ 
地價稅 貨物稅 菸品健康福利捐 所得稅 

14 若其他條件不變，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對某物品課徵從量貨物稅，且該物品的供給曲線斜率等於需求曲線斜率，則： 
買方分攤的稅負大於賣方 買方分攤的稅負等於賣方 買方分攤的稅負小於賣方 買方分攤所有的稅負 

15 依據租稅中立性（tax neutrality）原則，租稅的課徵不應該改變財貨或勞務的： 
品質  數量 
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  願意支付能力（willingness to pay） 

16 當其他情況不變，若課稅所得是 50 萬元時，應納稅額是 10 萬元；課稅所得是 100 萬元時，應納稅額是 18 萬元。此

租稅屬於： 
累進稅 比例稅 累退稅 定額稅 

17 「其他情況不變下，財貨彼此間沒有消費的關聯性，基於課稅經濟效率考量，稅率和財貨的需求彈性成反比」，此敘

述是指： 
反彈性法則（inverse elasticity rule） 柏瑞圖原則（Pareto principle） 
補償原則（compensation principle） 中立性原則（neutrality principle） 

18 僅分析政府新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的租稅負擔分配，此種分析方法，稱之為： 
差異租稅歸宿 絕對租稅歸宿 平衡預算歸宿 區域歸宿 

19 某財貨的市場需求曲線若為水平線，則對該財貨課稅，其稅負將會是： 
完全由消費者負擔 消費者與生產者平均負擔 消費者負擔小部分 消費者完全不負擔 

20 下列何者隱含租稅課徵後，使所有財貨之受補償需求量等比例減少？ 
租稅中立性（tax neutrality） 雷姆西法則（Ramsey rule）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 

21 在我國下列何者屬於地方稅？ 
房屋稅 關稅 貨物稅 證券交易稅 

22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若發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其利益擴及全國，則由中央政府來負責較為適合 
如其利益擴及全國，則由地方政府間自行協商提供即可 
不管外溢效果的大小，仍應由地方政府單獨來提供 
只要有外溢效果存在，就應由中央政府來提供 

23 政府機關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致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得辦理：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臨時預算 總額預算 

24 政府如以「國家發生重大災變」為理由，可以辦理或動用： 
第一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25 以跨期消費模型來分析李嘉圖等值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其理論要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假設： 
勞動市場完全可以自由移動 金融市場完全沒有信用限制，可自由借貸 
消費者視現在的消費價值與未來的消費價值一樣 民眾視現在的租稅負擔與未來的租稅負擔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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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試比較對自然獨占產業，採取平均成本定價法與邊際成本定價法，其對產量與經濟利潤之關係。（25分）

在民主政治制度中，何謂利益團體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其與政府支出之關係如何？（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40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那一學派主張政府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貨幣學派	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	凱因斯學派

下列何者不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原因？

公共財	外部性	自然獨占	充分資訊

下列關於外部利益的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小於社會最適產出

貨幣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大於社會最適產出

技術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小於社會最適產出

技術性外部利益的發生，將使得市場均衡產出大於社會最適產出

下列何種污染水準可達社會福利的最大？

消除污染之單位成本達最小之污染	

消除污染之總利益等於總成本之污染

消除污染之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之污染

零污染

畢固稅（Pigouvian tax）主要是用來矯正外部成本而產生之：

偏低的市場價格	偏低的市場銷售量	市場的擁擠	市場的虧損

假設防盜器的使用具外部利益，則防盜器的私人邊際利益線相較於社會邊際利益線之關係將如何？

較低	相等	較高	無法判定

所謂「財政拖累（fiscal drag）」係指：

政府大量發行公債，因償還利息與本金所造成的財政僵固化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支出的增加超過稅收的增加，造成財政赤字的擴大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動增加的稅收超過政府支出，產生大量財政盈餘

在民主政治下，政黨為討好選民，不斷減稅與增加支出，長期下將拖累國家財政

財政學上對政府支出規模隨著所得增加而擴大的現象，稱為：

柏瑞圖準則（Pareto criterion）	雷姆西法則（Ramsey rule）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包默法則（Baumol rule）

若有三個議案同時提供選擇，投票規則訂為投票者對三個議案排序，偏好最高者給予3點，其餘依序為2點和1點，獲得點數最高者勝出。此種投票規則稱為：

博達投票（Borda voting）		決選投票（runoff election）

消耗性投票（exhaustive voting）	多數決投票（majority voting）

下列有關布坎南（J. M. Buchanan）和杜洛克（G. Tullock）所提出之最適投票法則（optimal voting rule）敘述，何者正確？

外部成本、決策成本均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外部成本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決策成本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減函數

外部成本、決策成本均是投票贊同人數比例的遞增函數

下列那項政策可視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

小學的免費營養午餐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勤勞所得稅額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優惠利率房屋貸款

財貨需求價格彈性絕對值越大時，對於該財貨課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將：

越大	越小	無關係	等於零

我國下列何種租稅具有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的特性？

地價稅	貨物稅	菸品健康福利捐	所得稅

若其他條件不變，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對某物品課徵從量貨物稅，且該物品的供給曲線斜率等於需求曲線斜率，則：

買方分攤的稅負大於賣方	買方分攤的稅負等於賣方	買方分攤的稅負小於賣方	買方分攤所有的稅負

依據租稅中立性（tax neutrality）原則，租稅的課徵不應該改變財貨或勞務的：

品質		數量

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		願意支付能力（willingness to pay）

當其他情況不變，若課稅所得是50萬元時，應納稅額是10萬元；課稅所得是100萬元時，應納稅額是18萬元。此租稅屬於：

累進稅	比例稅	累退稅	定額稅

「其他情況不變下，財貨彼此間沒有消費的關聯性，基於課稅經濟效率考量，稅率和財貨的需求彈性成反比」，此敘述是指：

反彈性法則（inverse elasticity rule）	柏瑞圖原則（Pareto principle）

補償原則（compensation principle）	中立性原則（neutrality principle）

僅分析政府新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的租稅負擔分配，此種分析方法，稱之為：

差異租稅歸宿	絕對租稅歸宿	平衡預算歸宿	區域歸宿

某財貨的市場需求曲線若為水平線，則對該財貨課稅，其稅負將會是：

完全由消費者負擔	消費者與生產者平均負擔	消費者負擔小部分	消費者完全不負擔

下列何者隱含租稅課徵後，使所有財貨之受補償需求量等比例減少？

租稅中立性（tax neutrality）	雷姆西法則（Ramsey rule）

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

在我國下列何者屬於地方稅？

房屋稅	關稅	貨物稅	證券交易稅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若發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其利益擴及全國，則由中央政府來負責較為適合

如其利益擴及全國，則由地方政府間自行協商提供即可

不管外溢效果的大小，仍應由地方政府單獨來提供

只要有外溢效果存在，就應由中央政府來提供

政府機關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致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得辦理：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臨時預算	總額預算

政府如以「國家發生重大災變」為理由，可以辦理或動用：

第一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以跨期消費模型來分析李嘉圖等值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其理論要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假設：

勞動市場完全可以自由移動	金融市場完全沒有信用限制，可自由借貸

消費者視現在的消費價值與未來的消費價值一樣	民眾視現在的租稅負擔與未來的租稅負擔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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