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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經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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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A與 B兩國生產一公噸小麥的資本投入相同，勞動投入各為 10 小時與 12小時，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生產小麥的機會成本一定較 B國低  

 A 國生產小麥一定具比較利益  

 B 國生產小麥一定具比較利益  

 A 國生產小麥一定具絕對利益 

  假設 A 國生產電視與機車兩種產品，（4000台電視，3000部機車）與（3000台電

視，4000部機車）兩產品組合都在 A 國的生產可能曲線上，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情況

下，下列何種生產組合 A 國不可能生產出來？ 

（3000台電視，3000部機車）  （4000台電視，4000部機車）  

（3900台電視，3000部機車）  （3000台電視，3900部機車） 

  下列何者不屬於個體經濟學的研究範疇？ 

對香菸增稅對青少年吸菸行為的影響  

微軟的市場影響力對軟體價格的影響  

反貧窮計畫能否有效減少無家可歸者的人數  

政府預算赤字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生經濟成長模型中的經濟成長率，是由模型中供給面和需求面的結構參數所決定

的 

內生經濟成長模型中的經濟成長率，是建構模型者所假設而來的  

哈羅－杜馬模型的保證成長率，是由需求面商品市場均衡以及供給面之資本達到充

分就業的情況下所達成的  

哈羅－杜馬的模型中，當「自然成長率」小於「保證成長率」時，會有失業的情

況，而體系有「刀尖邊緣」的不穩定出現 

  家計單位與整個社會需面臨許多的抉擇，其原因為： 

資源是有限的  商品與服務隨處可得  

所得隨景氣循環而變化 人們無法形成同一共識 

  假設稻米的市場需求為：Qd=1,600-125P，市場供給為：Qs=440+165P。若政府為保護

農民，針對稻米提出價格下限，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下限可以設在 P=3元，政府並必須收購 290單位的多餘產量  

價格下限可以設在 P=5元，政府並必須收購 290單位的多餘產量  

價格下限可以設在 P=3元，政府並必須從歷年庫存補足 290單位的不足產量  

價格下限可以設在 P=5元，政府並必須從歷年庫存補足 290單位的不足產量 

  下列何種因素變動會使得冷氣市場的需求數量增加？ 

冷氣價格下跌 天氣變熱 消費者所得增加 電風扇價格上漲 

  有關需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需求指的是需求量與所得之間的關係  

需求法則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物品的需求量與其價格間正向變動的關係  

需求法則的兩個例外為炫耀財及劣等財  

劣等財有可能符合需求法則 

  當中央銀行購買商業銀行所持有的 100億元政府債券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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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基數與超額準備同時增加 100億元  

貨幣基數增加 100 億元，而超額準備沒有改變  

貨幣基數與超額準備同時減少 100億元  

貨幣基數減少 100 億元，而超額準備增加 100億元_ 

  假設一產品之消費者需求量 Q與價格 P之間的關係為 Q=100-2P，當該產品價格為 P=30

時，總消費者剩餘為多少？ 

400  800  1,200  1,600 

  下列敘述何者為供給量變動？ 

肥料價格上漲，引起稻米價格上漲  

稻米價格上漲，引起稻米產量增加  

降低汽車進口關稅，引起國產汽車價格下降  

開放蘋果進口，引起蘋果價格下跌，數量增加 

 
  如果政府想要透過課稅來增加收入，但又希望無謂損失盡量小，則課稅的標的物其需

求彈性____，且供給彈性____。 

要小，要小 要小，要大 要大，要小 要大，要大 

  其他情況不變下，當供給增加時，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分別會如何調整？ 

上升，上升 上升，下降 下降，上升 下降，下降 

  麵條的市場需求函數為：QD=168-2P+0.3PR，其中 QD為麵條的需求量，P為麵條的市場價

格，PR為米粉的市場價格。根據此需求函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米粉價格上升會連帶使麵條需求量下降  

對消費者而言，麵條和米粉可以互相替代  

米粉屬於米食類，麵條屬於麵食類，彼此需求並不相關  

米粉和麵條的需求皆滿足「需求法則」 

  關於邊際替代率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邊際替代率衡量額外獲得一單位的財貨所增加的效用  

邊際效用固定則表示兩財貨完全替代  

邊際替代率即為預算限制線之斜率  

邊際替代率遞減隱含無異曲線凹向原點 

  假設甲與乙兩個消費者均為追求效用極大的理性消費者，兩者皆消費 X與 Y兩種財貨，

兩種財貨的價格分別為 PX=10與 PY=5，甲的效用極大消費組合為 4單位 X 與 16單位 Y，

乙的效用極大消費組合為 6 單位 X 與 12 單位 Y，請問在效用極大消費組合點，甲的邊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際替代率是每 1單位 X____單位 Y，而乙的邊際替代率是每 1單位 X____單位 Y。 

0.25，0.5  4，2  2，2  0.5，0.5 

  假設某個廠商生產 10單位產品的平均變動成本為 20元，且平均總成本為 28元。則此

廠商的總固定成本為： 

8元 10元 50元 80元 

  當一個廠商處於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時： 

其長期平均總成本小於長期邊際成本  

其長期平均總成本達到最小  

其長期平均總成本大於長期邊際成本  

其長期平均總成本等於長期邊際成本 

  在完全競爭市場下，當邊際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上升，而且價格顯示生產者願意生產

的最適數量，所以邊際成本曲線亦為下列何者？ 

無異曲線 需求曲線 供給曲線 等利潤曲線 

  假設一個追求利潤最大的廠商，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最適產量發生在平均總成本隨產

量增加而遞增的階段。則此廠商： 

在最適產量生產時，會有正的經濟利潤  

在最適產量生產時，會有負的經濟利潤  

在最適產量生產時，會有零的經濟利潤  

會減少產量以增加其利潤 

  在某個產業中，任一個廠商的供給線為 q=p/2。若此廠商生產 5單位產出，則其總變動

成本為何？ 

25  50  23  37.5 

  獨占廠商生產的邊際成本為$4，固定成本亦為$4，市場需求函數為 Q=20-P，其中 Q為

數量而 P為價格。試問在利潤極大化之下，此獨占廠商的利潤為何？ 

$32  $40  $60  $64 

  下列那一個敘述不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特性？ 

市場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數目眾多  

個別廠商所面對的平均收入曲線為一水平線  

個別廠商所面對的邊際收入曲線為一水平線  

市場中所有的廠商皆有相同的生產函數 

  假設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而勞動需求曲線為負斜率。當市場的勞動供給增加時，

對市場均衡工資和就業量的影響為何？ 

工資上升，就業量上升 工資上升，就業量下降  

工資下降，就業量上升 工資下降，就業量下降 

  關於最低工資政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最低工資政策可以保護所有受雇勞工免於領取到過低的工資  

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會減低某些勞工的受雇機會  

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會提高某些勞工的失業率  

最低工資是一種設定價格下限（price floor）的干預市場之行為 

  下列關於人力資本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力資本與實體資本類似，可經不斷新增的投資而增加，也會隨時間而折舊  

教育與做中學是重要的累積人力資本的方法  

學歷的提升一定會提高勞動生產力，故其有助於薪資的提升  

某些人力資本一旦獲得後，可運用在不同的職務或場所，有些則否 

  根據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我們可以得知兩國之貿易總量： 

與兩國之間的距離長短成正比 與兩國之國內生產總值（GDP）成正比  

與兩國之國內生產總值無關 與兩國之間的距離長短無關 

   倘若政府介入市場，卻不能促使市場經濟效率、公平與安定，則我們稱這種現象為： 

政府失靈 市場失靈 市場價格機能 政府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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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政府針對某種商品進行課稅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商品的供給彈性或需求彈性越大，課稅造成的無謂損失將越大  

因課稅是進行市場干預，一定會降低資源分配的效率  

因課稅是進行市場干預，一定會造成經濟無謂的損失  

因課稅改變了資源的分配，對於供給者的影響高於消費者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在長期，較高的總合需求會造成： 

較高的物價膨脹率與較高的失業率  

較高的物價膨脹率與較低的失業率  

較低的物價膨脹率與較低的失業率  

較高的物價膨脹率，但對失業率沒有影響 

  從國民所得（NI）到個人所得（PI），會扣掉下列何項？ 

企業的保留盈餘 公債利息  

間接稅淨額  個人直接稅負 

  假設就業人數為 20 萬人，失業人數為 4萬人，且 15歲以上民間人口為 100萬人。根

據這些數字，失業率約為： 

4%  16%  20%  24% 

  用於生產電腦的主機板、勞動雇用、用於生產商品的機器手臂，屬於中間投入的有幾

項？ 

0項 1項 2項 3項 

  小明今年有下列的三項收入：工作的薪資、台積電股票的股利及出租房子的租金。應

計入本國 GDP的有幾項？ 

0項 1項 2項 3項 

  假設資本報酬遞減且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窮國會有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 富國會有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  

窮國會有比較高的物價膨脹率 富國會有比較高的物價膨脹率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者一定可以使一國的國內投資增加？ 

國民儲蓄增加且對外直接投資增加  

國民儲蓄增加且對外證券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增加  

國民儲蓄增加且外人證券投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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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直接投資增加且對外證券投資增加__ 

  假設財政政策有效且其他條件不變。如果政府要讓總合需求增加，它可以_____政府購

買支出，或_____稅收。 

增加，增加 增加，減少 減少，增加 減少，減少 

  假設政府宣告明年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但事後卻未實行，則對短期與長期經濟的影

響為何？ 

短期衰退，長期衰退 短期成長，長期衰退  

短期衰退，長期不變 短期成長，長期不變 

  如果聯準會提高美國利率，則美元需求______且美元幣值______。 

增加；上升 增加；下降 減少；上升 減少；下降 

   當新臺幣匯率高於其均衡匯率時，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外匯市場會發生： 

外匯供給大於外匯需求 外匯供給小於外匯需求 外匯供給量大於外

匯需求量 外匯供給量小於外匯需求量 

  若一杯拿鐵咖啡在日本東京價格為 500日元，而在美國西雅圖價格為 5美元，根據購

買力平價，日元匯率應為： 

90  100  110  0.01 

  某國的實際產出小於充分就業產出水準。依據總合供給與需求模型，若該國政府進一

步減少其支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工資短期下降、但長期回到原來水準  

貨幣工資短期不變、但長期下降  

貨幣工資短、長期皆下降  

貨幣工資短、長期皆不改變 

  下列有關於無政府部門及無進出口之簡單凱因斯模型的三項敘述，正確的有幾項？

平均儲蓄傾向隨著自發性消費上升而上升 平均消費傾向隨著產出增加而下降 邊際

儲蓄傾向隨著自發性消費上升而下降 

0項 1項 2項 3項 

  乘數效果指： 

人民消費支出的萎縮效果 自發支出的帶動效果  

商品交互買賣的成長效果 進出口部門的消費效果 

  某一個國家，其總合供給函數如下：當物價水準 P<40時，總合供給 Ys=40P+400；當

時，Y
s
=200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均衡價格為 30，則該國名目工資可自由調整  

若均衡價格為 45，則該國名目工資具向下僵固性  

若均衡價格為 30，則該國勞動供給量小於勞動需求量  

若均衡價格為 45，則該國勞動供給量等於勞動需求量 

  為抑制物價膨脹可能惡化的傾向，政府應採取的對策為何？ 

提高進口關稅 降低利率 減少貨幣供給 降低稅率 

  中央銀行為振興經濟而採用大量買入債券措施，下列何者不是刺激消費和投資支出的

貨幣政策管道？ 

短期利率降低 長期利率降低  

實質工資降低 商業銀行同業間的放款利率降低 

  因應暑假旅遊旺季將臨，民眾對現金需求增加，銀行為充實超額準備而向一般民眾賣

出持有的政府債券。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乘數變小但貨幣基數不變 貨幣乘數變小但貨幣基數增加  

貨幣乘數變大但貨幣基數不變 貨幣乘數變大而且貨幣基數增加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分析焦點是放在： 

貨幣市場 借貸市場 商品市場 勞動市場 

  根據簡單凱因斯模型，假定消費函數為 C＝72+0.8(Y-T)，而投資函數為 I＝53+0.1Y，

在 T、G為外生給定之下，求算此經濟體系的政府支出乘數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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