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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財經廉政 

科目：經濟學概論與財政學概論 

經濟學概論：徐喬老師 

財政學概論：周宇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請回答下列問題：（未說明原因或原因說明不完整，不計分） 

愛心敬老票或是學生票有助於照顧社會弱勢者。但獨占廠商是以極大化廠商利潤為目標，

故有人認為在沒有政府補貼之下，獨占廠商不會提供愛心敬老票或學生票。你是否同意這

個看法？請仔細說明原因。（10 分） 

去年下半年起，美國通貨膨脹率持續升高，許多報導甚至擔心，可能會發生停滯性通貨膨

脹。什麼是停滯性通貨膨脹？停滯性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可能為何？請運用總合供給與需

求模型繪圖說明之。又當發生停滯性通貨膨脹時，依據凱因斯學派，政府可以運用那些政

策？請詳細說明這些政策的效果。（15 分）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1版，徐喬，AK25，經濟學，頁數 1-208(個經第 11 章)，2-134(總經第 8

章)，2-157(總經第 9章) 

【解題關鍵】：第 3級差別取價， 停滯性通貨膨脹 

難易度：★ 

試題分析：第 3級差別取價的應用及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定義，原因，圖形，解決方法。 

【擬答】 

不同意， 

老人及學生對價格通常較為敏感，即需求彈性較大，故獨占廠商在以極大化廠商利潤為目

標，可以進行差別取價，即愛心敬老票或是學生票較一般成人票價便宜。 

證明: 

  A表一般成人市場， B 表老人及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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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最大利潤(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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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差別取價最大利潤下， 均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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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A需求彈性小，A 價格高;B 需求彈性大，B 價格低。 

  

停滯性通貨膨脹: 

指物價膨脹率與失業率同時上升的現象(亦即高物價、高失業、低產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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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性通貨膨脹發生之原因 

主要導因於成本推動(AS 左移)的通貨膨脹，如:  

油價上漲 

天災人禍(供給面衝擊) 如:地震、戰爭、饑荒。 

預期物價上漲(要求較高的工資率) 

圖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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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因斯推動的總合需求政策面臨『擴張忍受物價膨脹』、 『緊縮忍受衰退及失業』的抉

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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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地方政府評估境內廢水處理計畫。經過仔細計算得知，從廢水中移除特定污染物，每單位

必須花費 10元。以
LMB 表示污染物之移除，居住於當地民眾可獲得之邊際利益加總：

14 0.04LMB Q= − ，Q為污染物移除量。以MEB 表示污染物之移除，對於經濟體系中，居

住於其他地方民眾可獲得之邊際利益加總：MEB=3.5－0.01Q。請回答下列問題： 

就整體經濟體系而言，最適污染移除量為何？（5 分） 

整體經濟體系之最適污染移除量，相較於僅就當地民眾利益考慮之最適污染移除量，可帶

來的福利淨變化為何？（5 分） 

中央政府打算以「配合補助」（matching grant）方式補助地方政府之廢水污染物移除計

畫。請計算為達成整體經濟體系之最適污染移除量，每單位污染移除成本應予補貼之比

例。（6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重點在於看出題意是在考正外部性，其餘部分只要計算不出錯，便可順利拿

分。 

《命中特區》AK03(111 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三章第四節/頁 2-70至 2-71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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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0 

MSB= L+MEB=17.5-0.05Q 

由題意可知MSC=MPC=10 

整體最適汙染移除量決定於 MSB=MSC，因此 17.5-0.05Q=10，Q*=150 

淨福利變化=62.5 

由 L=MSC=MPC，即 14-0.04Q=10可解得 Q0=100 

淨福利變化即為圖中▲ABC 面積，▲ABC面積= (12.5-10)(150-100)=62.5 

補貼比例=0.2或 20% 

最適單位補貼等於最適汙染移除量下之 MEB，故最適單位補貼=3.5-0.01150=2。 

故補貼比例=2/10=0.2 

 

三、何謂「地方稅」？請根據「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回答。（9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熟悉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即可順利作答，然本題對財經廉政同學而言會較為陌生，

因而難度會略為提升。 

《命中特區》AK03(111年 8 月)/周群倫•周宇/ 財政學/第十三章第三節/頁 5-22 至 5-23 

【擬答】 

地方稅定義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2條規定，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 

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稅、臨時稅課。 

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 

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 

主要規定 

依同法第 3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

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事項不得開徵： 

轄區外之交易。 

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 

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 

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 

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

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 

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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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 

 

乙、測驗題部分 

  如果一個經濟體只生產蘋果與香蕉，並且兩種商品的生產可能線（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是一條直線，則下列何者正確？ 

蘋果相對香蕉的機會成本是固定不變的  

這個經濟體只有一個工人  

這個經濟體需要同樣數量的工人生產蘋果與香蕉  

這個經濟體只有在蘋果相對香蕉的機會成本不是固定不變的時候，與其他經濟體交易時

才有貿易利得 

  隨著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提高了消費者的所得並降低了智慧型手機的價格。這些因素將

使消費者在手機上的支出提高，如果對手機的所得彈性大於_____，並且需求的價格彈性

大於______： 

 0；0   0；1   1；0   1；1 

  下列那些情況會導致勞動需求曲線發生整條線的向外或向內移動？ 生產力改變 工資改

變 產出價格改變 

       

  當一個廠商是自然獨占時，該廠商： 

平均總成本曲線是負斜率 總成本線是水平的  

邊際成本總是高於平均總成本 邊際收入線是水平的 

  長期下，獨占性競爭賺取的經濟利潤為零，是因為： 

有超額產能（excess capacity）  沒有超過邊際成本的加價（markup）  

在邊際收入與邊際成本上生產 廠商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 

  長期菲力普曲線（Phillips Curve）為垂直線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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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給成長率的改變不影響該國的潛在 GDP 成長率  

貨幣供給成長率的改變不影響該國的通貨膨脹率  

貨幣供給成長率的改變帶來通貨膨脹率相反方向的改變  

通貨膨脹率與潛在 GDP 成長率的改變是一致的 

  下列那個市場結構在長期下的產出，從整體社會角度上來看是具有效率的產量？ 完全競

爭 獨占性競爭 完全差別取價的獨占 寡占 

       

  如果中央銀行想要擴張總合需求，可以_____貨幣供給，因為這個政策可以_____利率： 

提高；提高 提高；降低 降低；提高 降低；降低 

  物價沒有太大改變的情形下，貨幣供給量顯著提高，實質 GDP 下降，據此我們可以得

知： 

貨幣流通速度下降 貨幣流通速度提高  

貨幣流通速度不變 不清楚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方向 

  面對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在政策上所面臨的兩難為： 

如為總合需求面的經濟刺激，產出將增加但價格也會提高  

如為總合需求面的經濟刺激，失業與價格將更進一步提高  

如為總合需求面的經濟刺激來解決失業問題，價格將下降，會有通貨緊縮的風險  

如降低總合需求以對抗通貨膨脹，產出將增加，會有通貨膨脹缺口 

  政府透過分配財貨或調整資源配置，在不減損其他任何經濟個體效用的前提下，若能提高

部分經濟個體的效用，稱為： 

柏瑞圖最適 柏瑞圖效率 柏瑞圖改善 柏瑞圖公平 

  求解純粹公共財最適提供數量時，採垂直加總（vertical summation）之主要原因，係因公

共財之那種特性？ 

非排他性 非敵對性 可近性 對稱性 

  關於共同財產權資源，例如公海中的魚，具備那些特性？ 

敵對性與非排他性 敵對性與排他性  

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 非敵對性與排他性 

  下列關於 2020 年度我國中央政府支出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國防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最高  

經濟發展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最高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最高  

社會福利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最高 

  下列關於財政學「公共選擇」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單峰偏好與雙峰偏好下，多數決的結果皆反映中位投票者的偏好  

選票互助或選票交易必然提高經濟效率  

根據杜洛克（Gordon Tullock）和鄧恩斯（Anthony Downs）兩位學者所提出的理論，官

僚組織的目標為極大化機關預算  

在循環多數決的情況下，議場主持會議者，可能可以藉由操控議程影響投票結果 

  評估公共支出計畫時，可運用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的概念，內部報酬率係

指： 

計畫淨利益現值等於零的報酬率 計畫淨利益現值大於零的報酬率  

計畫淨利益現值等於一的報酬率 計畫淨利益現值大於一的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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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多數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負擔比率為 100%   

補充保費費率較一般保險費率為高  

財務原則上為隨收隨付制度  

為多元保險人制度 

  菸品健康福利捐屬於那種性質的租稅？ 

實物稅 定額稅 直接稅 指定用途稅 

  下列關於所得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根據概括性所得概念，所得等於本期所得加上本期淨資產變動數  

相對於綜合所得稅制，分類所得稅制比較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我國現行綜合所得稅原則上採屬人主義  

考量租稅中立性係屬於租稅公平範疇 

  下列關於地方財政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帝波模型（Tiebout model）的基礎假設之一為各地區皆存在最適規模人數，且地方政府

所提供之財貨存在外部利益  

根據捕蠅紙效果分析，總額補助款與指定用途補助款產生相同之經濟效果  

補助款的功能除了滿足下級政府財政需求外，亦能平衡區域發展  

我國上下層級政府之間存在財政水平不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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