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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學的分析中，若純粹從科學角度來看問題，而不加入個人之主觀判斷，則屬於下列經

濟學的何種研究方法？ 

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 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 

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 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 

  下列何者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 1776 年的《國富論》一書中，所做的觀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家戶與廠商在市場中的互動，彷彿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引導，而產生令人滿意的結

果 

政府政策無法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帄 

政府有時可以介入改善市場結果 

  在每 1 小時，小明可以洗兩輛 5 人座轎車或除一片 30 帄方公尺的草坪；小志可以洗三輛 5 

人座轎車或除一片 30 帄方公尺的草坪。在此情況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明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小志對除草具比較利益 

小志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小明對除草具比較利益 

小明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兩人對除草都不具比較利益 

小志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兩人對除草都不具比較利益 

  A 國現在生產 200 萬輛機車與 30 萬台電腦的組合，但此商品組合沒有落在 A 國的生產可

能曲線上，則 A 國： 

可以同時增加機車與電腦產量 增加機車產量必頇降低電腦產量 

增加電腦產量必頇降低機車產量 不可能同時增加機車與電腦產量 

  生產可能曲線的斜率代表下列何者？ 

生產某個特定產量的總成本 

多生產一單位商品的機會成本 

在一個經濟體中，人們願意用一種商品交換另一種商品的比率 

無法在用盡資源及現有技術下生產的商品組合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散布之後，國際航班搭乘旅客數目銳減，各航空公司也紛紛以

減少班機數量來因應。此種情況將如何影響國際航線機票市場？ 

均衡價格、均衡數量皆下降  

均衡價格變動方向不一定、均衡數量下降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變動方向不一定  

均衡價格、均衡數量變動方向皆不一定 

  關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自由市場經濟架構下，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能夠代替政府進行資源配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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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不是一種經濟均衡的條件？ 

 MC = d TC/d Q   P×MPL =W   MU1/MU2 = P1/P2   MR = MC 

  若需求量超過供給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造成短缺，此時價格低於均衡價格 造成短缺，此時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造成剩餘，此時價格低於均衡價格 造成剩餘，此時價格高於均衡價格 

  一般而言，若消費者均衡時，其對所有財貨的消費量均大於 0，則此均衡不具有下列那些性

質？①所消費之各種財貨的邊際效用達到最大 ②各種消費財貨的最後 1 元支出，均對消費

者產生相同的邊際效用③所消費之各種財貨的效用比等於其支出金額比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假設市場上只有 2 家廠商，且 2 家廠商進行合併而導致市場價格上升，相對於合併前，廠

商合併後則會發生何種情況？ 

消費者剩餘上升 生產者剩餘上升 社會福利上升 社會福利不變 

  假設 X 產品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0.7，如果技術進步使得 X 產品的生產成本降低，相對

於技術進步前，技術進步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 產品生產者的總收益增加  X 產品生產者的總收益不變 

 X 產品生產者的總收益減少 無法判斷 X 產品生產者的總收益增加或減少 

  政府對 X 市場的廠商課銷售稅，如果 X 產品市場的需求彈性變大，則會發生下列何種情

況？ 

 X 市場的消費者稅負歸屬變高  X 市場的消費者稅負歸屬不變 

 X 市場的社會無謂損失變高  X 市場的社會無謂損失不變 

  關於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消費者剩餘不能當作對消費者福利之衡量  

消費者剩餘可當作對消費者福利之衡量 

消費者剩餘增加，表示對消費者福利下降  

消費者剩餘減少，表示對消費者福利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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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序數理論（ordinal theory）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消費者在可以選擇商品的範圍內，可排出對商品的偏好順序 

對商品的偏好只能用順序（order）來表示 

若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偏好沒有差別，則這些商品為完全替代品 

消費者在排列商品的選擇偏好時，可前後不一致 

  給定一消費組合（X1, X2），假設經過此點之凸向原點之無異曲線的斜率為-2，經過此點之

預算限制式斜率為-2。此消費組合是否為效用最大之消費點？若否，如何調整可以使效用增

加？ 

是，不需要再調整 

否，增加 X1 的消費、減少 X2 的消費 

否，減少 X1 的消費、增加 X2 的消費 

無法判定此點是為效用最大化抑或效用最小化之消費點 

  如果一家廠商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當其總收入不足以支付固定成本時，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應該繼續生產更多的產量，只要帄均固定成本降得夠低就可以獲利 

短期應該歇業，直到有辦法使帄均收入超過帄均固定成本再開始營業 

只要帄均固定成本低於帄均變動成本，短期就應該繼續生產 

只要總收入足以支付變動成本，短期就應該繼續生產 

  某早餐店的生產函數為 Q= 10(LK)1/2，其中 Q 為服務的數量，L 代表勞動者的數量，K 代

表使用的機器設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短期，假設機器設備為 1，勞動的帄均生產力為遞減 

在短期，假設機器設備為 1，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為遞增 

此生產函數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 

此生產函數為固定比例生產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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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裡的廠商有相同的固定成本與邊際成本。不過當廠商家數增加時，這

個產業會面臨原料價格上漲，所有廠商的邊際成本會因此等幅上升。這個產業的長期市場供

給線呈現何種樣態？ 

是一條水帄線  是一條正斜率的線   

是一條負斜率的線  不存在 

  當賽局達到納許（Nash）均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參賽者得到的報償（payoff）都相同 

還是可能有參賽者會採取劣勢策略 

這個均衡不可能同時是優勢策略均衡 

給定對手的策略，每一位參賽者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在經濟學中，下列何者可以衡量人們從消費財貨所獲得之滿足程度或快樂程度？ 

預算 效用 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 

  假設生產某個產品需要投入勞動（L）與資本（K）兩種生產要素，要素價格分別為工資率

（w）及利率水準（r），MPL 與 MPK 則分別代表勞動與資本的邊際產出。在要素市場皆

為完全競爭市場的情況下，給定產出水準，成本極小化的要素僱用組合必頇滿足何種條件？ 

 MPL× r = MPK× w   MPL× w+MPK× r = 1  

 MPL× w = MPK× r   MPL = MPK 

  當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提升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工資上升，勞動供給量上升 市場工資上升，勞動供給量下降 

市場工資下降，勞動供給量下降 市場工資下降，勞動供給量上升 

  假設某國總就業人數 80 萬人，總失業人數 20 萬人，總非勞動力人數 40 萬人。根據上列

數據，計算該國之失業率為何？ 

 20%   25%   33.3%   50% 

  下列有關勞動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勞動供給函數是透過廠商利潤極大化模型推導得出 

勞動供給函數是透過廠商成本極小化模型推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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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供給函數是透過勞工效用極大化模型推導得出 

勞動供給函數是透過勞工支出極小化模型推導得出 

  如果在資源重新配置時，不會傷害到任何人的利益，但是至少會使某一人得益，這種情形所

稱為何？ 

社會效用極大化 社會利潤極大化 柏瑞圖效率 柏瑞圖改善 

  當廠商生產的過程中會對其他人造成外部成本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的均衡產量會小於社會最適產量 

透過對生產者補貼更多產出，可以達成社會最適產量 

透過對消費者補貼更多消費，可以達成社會最適產量 

透過對生產者的產出量課稅，可以達成社會最適產量 

  下列有關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敘述，何者正確？ 

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且確立財產權的歸屬，則外部性造成的問題可以透過市場自行運作解決 

在競爭市場的前提之下，資源配置會達到最有效率的結果 

供給彈性越大，廠商負擔的租稅比例越低 

需求彈性越大，消費者負擔的租稅比例越低 

  有關失業（unemploy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而言，當資訊傳播與資訊蒐集的技術提升，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會

傾向減少 

當失業救濟金（unemployment benefits）給付越高，搜尋工作的時間會趨於縮短，導致摩

擦性失業增加 

科技與產業技術變遷，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至少短期內會上升 

一般而言，年輕的勞動力經驗較少且比較勇於嘗試選擇不同的工作機會，故他/她們的工

作轉換比例相對於壯年人口要來得高，故年輕勞動人口的失業率常比壯年人口的失業率高 

  下列敘述何者是公共財會導致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 

因為公共財大多由政府提供 

因為人們會利用他人消費公共財時，順便免費享受此財貨 

因為公共財大多是由獨占市場所提供 

因為公共財的生產大多具有規模報酬的特性 

  關於我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下列何者錯誤？ 

可作為公民營機關調整薪資及合約價款之參考，與政府調整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之依據 

颱風造成蔬果價格大漲，通常會使我國的核心 CPI 指數低於 CPI 總指數 

若高估 CPI，則真實的生活水準會被低估 

與上年同月比較之變動率（年增率）易受季節波動影響，需季節調整 

  有關通貨膨脹（infla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通貨膨脹也稱為物價膨脹（price inflation） 

對通貨膨脹有完全掌握時，菜單成本（menu costs）就不存在 

通貨膨脹越高，名目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就越高於實質利率（real interest rate）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更重視個人消費支出物價

指數（personal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所計算出的通貨膨脹，來調整其貨幣

政策 

  假設實質的總合產出水準可被資本（capital）、勞動（labor）與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三因素所適切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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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勞動增長（labor growth）越多的國家，則該國實質的總合產出成長率

就越高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資本增長（capital growth）越大，則實質的總合產出成長率也越大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總要素生產力增長（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越大，則帄均每

人的實質產出增長就越大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資本增長比貣勞動增長來得快的時候，總要素生產力增長就會表現

出，比帄均勞動生產力增長還要來得快的現象 

  根據梭羅（Solow）成長模型，儲蓄率提高會造成下列何種現象？ 

每人所得提高  均衡的成長率提高  

資本與勞動比不變  每人消費水準提高 

  關於景氣循環階段中擴張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從谷底到頂峰的期間 由收縮與蕭條的期間 

由黃藍燈到藍燈的期間 由紅燈到綠燈的期間 

  根據實質景氣循環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當政府支出增加時，會造成利率與實

質工資的變化各為何？ 

上升，上升 上升，下降 下降，上升 下降，下降 

  當外國的消費者所得減少時，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國的出口會增加  本國的出口會減少 

本國的進口會增加  本國的出口淨額會增加 

  在開放體系下，下列有關一國的國民儲蓄之敘述，何者正確？ 

大於經常帳餘額  小於經常帳餘額 

大於國內投資  小於國內投資 

  某年度祖魯國的國際收支如下，對內、對外金融投資淨額為順差 100 億美元，中央銀行增

加持有國外資產 10 億美元，該國的經常帳收支為多少億美元？ 

 90  -90   110  -110 

  下圖描繪簡單凱因斯模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橫軸可以代表產出和所得 橫軸可以代表所得和支出 

縱軸可以代表產出和所得 縱軸可以代表所得和支出 

  承上題，當所得為 8 兆元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支出高於產出 支出等於產出 支出低於產出 產出市場達到均衡 

  「政府的經濟活動，是以犧牲民間經濟活動為代價」又稱為何種效果？ 

大政府效果 替代效果 排擠效果 外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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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公共財或公共服務，其消費只限於一定的空間範圍內，我們稱這類公共財為何？ 

地方公共財 劣等性公共財 小型公共財 純粹公共財 

  關於消費支出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存款者而言，實質利率上升的所得效果使存款者當期消費增加 

對借款者而言，實質利率下降的所得效果使借款者當期消費增加 

對借款者而言，實質利率上升的替代效果使借款者當期消費增加 

無法經由理論推導得出實質利率與總合消費（支出）函數的反向關係；當期利率與總合消

費支出的反向關係是經由資料得到的實證結果 

  甲國 2019 年與 2020 年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分別為 95 億元及 100 億元時，則甲國 2020 

年的經濟成長率： 

 2.25%   5%   5.26%  無法估計 

  下列何者不是 AD 曲線呈負斜率的原因？ 

較高物價水準使自發性（autonomous）消費支出減少，進而使總合需求減少 

較高物價水準降低實質財富，使因為實質財富誘發的（induced）消費支出減少，進而使

總合需求減少 

較高物價水準使貿易餘額降低，進而使總合需求減少 

較高物價水準使實質貨幣供給降低，利率上升，投資支出減少，進而使總合需求減少 

  實質 GDP 的衡量主要有定基法（fixed-based）與連鎖法（chain-linked）兩種，下列何者正

確？ 

定基法下，選擇不同的參考年不會影響經濟成長率之計算結果 

定基法不具備可加性，無法計算各組成項目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連鎖法易造成替代性偏誤（substitution bias），且離基期年愈遠，偏誤愈大 

連鎖法以最近期的價格作為權數，各年之 GDP 連鎖量指數變動率即為經濟成長率 

  當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買進外匯時，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貨幣乘數會上升 貨幣乘數會降低 貨幣供給會增加  貨幣供給會減少 

  菲力普曲線長期為一垂直線時，政府支出增加對產出與物價各有何種影響？ 

上升，上升 下降，上升 不變，上升 不變，不變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若中央銀行採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量，則為維持本國匯率穩

定，它必頇同時採取何種措施？ 

買進外匯 賣出外匯 調升重貼現率 調降重貼現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