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110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財稅行政
科 目：財政學概要
鄭漢老師
甲、申論題
一、假設政府訂定明年必須達成境內電廠之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s)減排 20%的目標。為達此一目
標，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境內所有的 5 座電廠各減排 100 單位。下表為各電廠每減排 1 單位之成
本：
減排 1 單位之成本
電廠
(單位：元)
A
B
C
D
E

600
500
500
400
200

進一步假設：境內電廠之排放量皆相同、每單位減排成本固定、在技術上可以做到零排放。請
回答下列問題：
執行此政策之總成本為何?(5 分)
以指定電廠減排方式來達成減排 20%之目標，政策應如何設計方可符合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此時減排總成本為何?(10 分)
政府考量部分廠商减排成本過高，改以對無法達成减排目標之每單位排放收取 450 元費用的
方式，希冀促進電廠主動減排。有那些電廠會購買排放權與排放權費收入各為何?可達成減
排總量與減排總成本又各為何?(10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
：此為近年來矯正外部成本最常考的排放費制度，因此了解排放費與減排成本之間
之關係，本題將可順利拿分。
《命中特區》：ak34 2-71 至 2-73
【擬答】：
600*100+500*100+500*100+400*100+200*100=220,000
總減產量為 500，則總產量 500/20%=2500

五家各生產 2500/5=500 單位
E 廠商之減產成本最低，故由 E 廠商全部減產可達成本有效性減產成本為 500*200=10,000

A 、 B、C 減排成本大於 450 者，將支付排放費，購買數量 500*3=1500，政府收入
500*3*450=675,000
D 、 E 減 排 成 本 小 於 450 者 ， 將 自 行 減 產 ， 故 減 排 總 量 500+500=1000 ， 減 排 成 本
400*500+200*5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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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通貨膨脹如何影響個人所得稅租稅負擔與所產生的效果。(20 分)又公司所得稅與通貨膨
脹的關聯何在?(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通貨膨脹對於個人會產生虛幻所得，對於營利事業可能會有資產低估之情事，
配合我國所得稅制度將可順利拿分。
《命中特區》：ak34 3-181 至 3-182
【擬答】：
通貨膨脹對於個人之影響：
由於通貨膨脹之發生，若屬物價推動之所得增加，且增加幅度依但小於通貨膨脹幅度，實質所
得是減少，但由於個人稅係依據名目所得課徵，而產生虛幻所得，加重稅負。
此種影響，可透個人之免稅額或扣除額，按物價指數連動，使得扣除金額亦隨著物價增加而跟
著提升，得減少虛幻所得之發生，避免因物價上漲而增加稅負。
通貨膨脹對於公司稅之影響：
由於公司會購買固定資產、遞耗資產或其他資產，而在稅務上處理，係按取得時之成本按年提
列折舊，但是隨著時間經過，物價上漲，而導致公司資產價值偏低。
此種影響，可透過資產重估方式，待物價上升到某一程度，可以辦理資產重估，將可解決上開
之問題。
乙、測驗部分：（20 分）




關於財政學常用的規範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規範分析討論政府應該執行何種收支政策才是理想選擇
規範分析又稱唯真分析
規範分析聚焦於檢視政府政策對經濟體的影響規模
規範分析聚焦於檢驗政府預算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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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財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教育是純公共財
義務教育具備外部利益
高等教育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
發放教育券會降低學校間之競爭





有關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政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達成特定污染減量目標
廠商自由交易污染排放權
政府排放權收入極大化
解決外部成本問題





自然獨占產業為了避免虧損，可採何訂價法以求損益兩平?
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平均收益等於平均成本
邊際收益等於平均成本
平均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假設政府公營事業為自然獨占廠商，為使資源配置最佳，採邊際成本訂價，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可達損益兩平，政府無超額利潤
可能產生虧損，政府須另行設法彌補虧損
可使資源配置最佳，同時達成利潤最大之目標
可產生超額利潤，但非最大利潤





政府為矯正污染，對生產者給予生產减量補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是一種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矯正措施
長期下有可能吸引更多污染性廠商加入生產，而使得社會總污染量提高
政府為支付補貼金額，可能增稅，以致造成其他的福利損失
此為寇斯定理之應用





政府提供公費疫苗，是因為疫苗注射為下列何種財貨?
俱樂部財
殊價財
擁擠性財貨

地方公共財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當體系中平均每人所得增加時，政府的公共支出會呈現遞增式
的成長，此現象稱之為：
外部效果
位移效果
華格納法則
不平衡成長理論













政府為達成經濟、社會或其他特定政策目標，利用租稅優惠方式，使特定對象獲得租稅
利益之補貼，此稱為：
財政幻覺
稅式支出
擴張性財政政策 所得重分配
G1、G2 與 G3 分別代表某公共財的三種不同規模，由小至大排序為 G1、G2 與 G3。今
有甲、乙、丙三位選民，甲的偏好為 G1>G2>G3，乙的偏好為 G3>G1>G2，丙的偏好為
G2>G3>G1，此處 Gi>Gj 代表選民偏好 Gi 優於 Gj。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的偏好為多峰
乙的偏好為單峰
兩兩對決的多數決投票結果滿足遞移性
中位數選民定理無法成立
現有一組決策成本線與外部成本線，且兩條線隨同意門檻的增加，呈嚴格遞增或遞減改
變。今有三種不同的同意門檻，門檻 a 之決策成本與外部成本均為 10；門檻 b 之決策成
本為 15，外部成本為 7；門檻 c 之決策成本為 8，外部成本為 14。根據最適憲政模型，
a、b、c 之間的關係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b a c
b c a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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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羅認為一個良好的投票法則應具備之性質，不包括下列何者?
投票法則應能對所有議題予以排序
所有選民的偏好均為單峰
不相關議題具獨立性
不應有獨裁者





社會保險財務處理方式中，基金(或安全準備金)的投資運用，下列何者較不涉及長期收
益?①隨收隨付制②完全儲備制③部分儲備制
②
①
③
①及②





關於在社會保險及商業保險等二者中的逆選擇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保險的逆選擇發生率會高於商業保險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逆選擇情況都是起因於資訊不對稱
透過擴大強制納保對象可以降低社會保險的逆選擇問題
透過強化核保可以降低商業保險的逆選擇問題





在部分均衡分析架構下，對完全競爭市場之消費者或生產者課從量貨物稅，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對消費者課均衡價格較高
對生產者課均衡價格較低
對消費者課均衡數量較低
稅後均衡數量相同





假如家計單位在預算限制下，選擇休閒與其他財貨來追求效用極大，當政府課徵比例薪
資所得稅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休閒為正常財時，所得效果會使稅後的休閒變多
當休閒為劣等財時，所得效果會使稅後的休閒變少
當休閒為正常財時，替代效果會使稅後的休閒變多
當休閒為劣等財時，替代效果會使稅後的休閒變少





在哈柏格租稅歸宿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中，若對某一產業的商品課稅，則生產該商品較密
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相對價格會：
降低
提高
不變
不確定





若政府對土地課徵 10%地價稅，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地主只好將售價降低才能出售，
此現象稱之為：
租稅差異
租稅套利
租稅資本化
租稅指數化





政府課徵租稅應追求最高之經濟效率，係符合下列何項租稅原則?
公平
中立
充足
穩定





下列何者為雷姆斯法則(Ramsey rule)所主張之論點?
為誘使公共財偏好顯示之機制
以課稅改善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為解釋政府支出的所得彈性大於 1
最適貨物稅須使得所有財貨課稅後，受補償需求量等比例下跌





下列何者不是丁波(C. Tiebout)以腳投票模型的基本假設?
人民了解各地區的公共支出與租稅上的差異
個人依賴工資所得為生
各地區提供各具特色的公共財供人民自由選擇居住
每一地區皆存在一個最適的規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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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統籌分配稅及補助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為普通統籌及特別統籌
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款分為一般性、計畫型及專案型
統籌分配稅及補助款皆為地方政府之自有財源





何種預算制度可由公民投票決定計畫之優先順序?
功能預算
績效預算
零基預算









參與式預算

為強化債務管理，中央政府當年度稅課收入 1.5 兆元，國營事業繳庫收入 2,000 億元，
至少應編列多少債務還本：
150 億元
170 億元
750 億元
850 億元
某縣政府當年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之歲出總額，各編列 110 億元及 25 億元。該縣為調
節庫款收支，所舉借之未滿一年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不得超過：
16.5 億元
20.25 億元
33 億元
4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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