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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試題共計五十題，皆為單選題，每題兩分，總分為一百分 
2) 考生必須就每題的四個答案之中，選擇最恰當的答案。 
3) 本試題於若干關鍵的名詞首度出現時，附以中英名詞對照。該名詞若重覆出

現，則直接使用中文(或英文)名詞。 
 
1. 生產可能曲線以外的點代表 
a) 資源的不當利用 
b) 經濟體內部有失業率的問題 
c) 資源的有效利用 
d) 需要動用比現有資源更多的資源才能到達 
2. 下列何者最能夠說明機會成本? 
a) 因為吃義大利麵而放棄了吃中國菜的機會 
b) 上大學所付的學費 
c) 經濟學老師從教授經濟學之中所獲得的樂趣 
d) 看電影所付的電影票以及飲料，爆米花的費用 
3. 當冰淇淋的價格下跌，冰淇淋的 
a) 需求量會增加  
b) 需求量會減少 
c) 需求會增加 
d) 需求會減少 
4. 供給的變化不會受到下列那項因素的影響? 
a) 生產者對未來價格的預期 
b) 科技的進步 
c) 要素價格的改變 
d) 生產者數目的變化 
e) 消費者數目的變化 
5. 如果價格低於均衡價格，將導致 
a) 需求太少 
b) 需求量超過供給量，市場出現短缺 
c) 需求增加 



d) 供給量超過需求量，市場出現短缺 
6. 當消費者預期米酒的價格將在未來調漲，當前米酒市場的 
a) 需求會增加 
b) 需求會減少 
c) 需求與供給皆不受影響 
d) 供給會增加 
e) 供給會減少 
7. 假設市場中的買方人數增加，同時又出現科技創新，這將對市場產生何種衝

擊? 
a)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則有可能增加或是減少 
b) 均衡價格下跌，均衡數量則有可能增加或是減少 
c) 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同時上升 
d) 均衡數量上升衡價格則有可能增加或是減少 
e) 均衡數量下跌，均衡價格則有可能增加或是減少 
8. 當我們說需求為有彈性的(elastic)，這代表 
a) 商品的價格隨著需求量的改變而產生明顯的變化 
b) 商品的需求隨著價格的改變而產生明顯的變化 
c) 商品的需求量隨著價格的改變而產生明顯的變化 
d) 買方的行為不怎麼受到商品價格改變的影響 
9. 決定價格供給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的主要因素為: 
a) 時間 
b) 賣方的人數 
c) 買方的人數 
d) 科技發展的程度 
10. 一個具約束力的價格下限(binding price floor)將導致市場出現 
a) 過剩 
b) 短缺 
c) 供需平衡 
d) 需求的增加 
11. 劣等財的所得需求彈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a) 大於 1 
b) 等於 1 
c) 介於 0 與 1 之間 
d) 等於 0 
e) 小於 0 
12. 當一個消費者增加某個商品的消費，並減少另一個商品的消費，這將使得其

效用因此 
a) 增加 



b) 減少 
c) 不變 
d) 以上皆有可能 
e) 可能增加或是減少，但大部份 
13. 市場需求曲線(market demand curve)圖是如何導出的? 
a) 經由垂直加總的過程所得到的 
b) 在每個需求量之下找出個別消費者的邊際效用，並將這些邊際效用相加。 
c) 在每個價格之下，找出個別消費者的需求量，並將這些需求量相加 
14. 因為改變一單位勞力所造成的總產量變化，可稱為 
a) 勞力的總產量 
b) 勞力的平均產量 
c) 勞力的邊際成本 
d) 勞力的邊際效益 
e) 勞力的邊際產量 
15. 因為增加一單位產量而造成的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改變，可稱為 
a) 邊際變動成本 
b) 平均變動成本 
c) 總變動成本 
d) 邊際產量 
e) 邊際成本 
16. 下列那一項原理告訴我們：在完全競爭市場下，供給與需求曲線的交會點上

可達到柏雷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 
a) 均衡觀念 
b) 效用極大之第一定理 
c) 福利第二定理 
d) 成本極小之第一定理 
e) 福利第一定理 
17. 當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即蘊含 
a) 邊際成本曲線處於下墮狀態 
b) 邊際成本曲線處於上升狀態 
c) 平均成本曲線處於下墮狀態 
d) 平均成本曲線處於上升狀態 
18. 一家完全競爭的公司，應在什麼情況下選擇關門(shut down)? 
a)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MC) 
b) 價格低於平均變動成本(AVC)的最低點 
c) 價格低於平均固定成本(AFC)的最低點 
d) 價格高於平均變動成本，但低於平均總成本(ATC) 
19. 當產業擴張而導致要素價格上升，這一現象可稱為 



a) 外部不規模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 of scale) 
b) 供給法則 
c) 報酬率遞減 
d) 內部不規則經濟(internal diseconomies of scale) 
e) 報酬率遞增 
20. 當一個獨占者的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低於邊際成本，從利潤極大的觀

點看來，這家公司 
a) 產量太少 
b) 產量過多 
c) 有利潤 
d) 虧損 
e) 損益兩平(breakeven) 
21. 獨占者的價格與成本差距(price-cost margin)約等於 
a) 價格需求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b) 價格除以邊際成本 
c) 價格需求彈性的倒數 
d) 邊際成本減去價格 
22. 一旦我們將某個正面的生產外部效果(positive externalities in production)內部

化，該產業的供給曲線將因此 
a) 向右移動 
b) 向左移動 
c) 變得更有彈性 
d) 變得更沒有彈性 
23. 在那一種市場裏，任何一個賣方的行為將對其他的賣方利潤造成實質的衝擊? 
a) 獨占市場 
b) 寡占(oligopoly)市場 
c) 完全競爭市場 
d) 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市場 
24. 在短期內，一個壟斷性競爭的廠商 
a) 決不會產生濟斷虧損 
b) 總是能夠賺取經濟利潤 
c) 可能產生經濟利潤、經濟虧損或是損益兩平等結果 
d) 一旦出現經濟虧損將選擇退出市場 
e) 將產量設定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點以求後潤極大 
25. 在囚犯的兩難(prisons’ dilemma)賽局之中，如何產生合作的結果? 
a) 兩個囚犯都認罪 
b) 兩個囚犯都不認罪 
c) 一個囚犯認罪，另一個囚犯不認罪 



d) 兩個囚犯都沒有被警察抓到 
26. 景氣衰退(recession)的定義為 
a) 為期至少一年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下跌 
b) 為期至少六個月的實質 GDP 下跌 
c) 為期至少一個月的實質 GDP 下跌 
d) 實質 GDP 滑落至長期趨勢線以下 
e) 實質 GDP 滑落至長期趨勢線以下為期至少一個月 
27. 何謂 potential(潛在)GDP？ 
a) 實質 GDP 的別名 
b) 名目 GDP 的別名 
c) GDP 的短期變動 
d) 實質 GDP 的長期趨勢 
e) 總需求的別名 
28. 決定實質 GDP 的三大供給面要素為 
a) 勞力、資本與科技 

b) 勞力、資本與市場 
c) 勞力、資本與政府 
d) 勞力、資本與消費 
e) 消費、投資與政府開支 
29. 下列何者為存量(stock)變數？ 
a) 投資 
b) 所得(income) 
c) 儲蓄 
d) GDP 
e) 財富(wealth) 
30. 進口的洋酒漲價將對國內的物價指標產生何種影響？ 
a) 對 GDP 平減指數(deflator)與消費者 
b) 不會對 GDP deflator 與 CPI 造成衝擊 
c) 只對 GDP deflator 造成衝擊，但不影響 CPI 
d) 只對 CPI 造成衝擊，但不影響 GDP deflator 
31. 後來趕上效果(catch-up effect)意指: 

a) 窮國比較容易快速成長 

b) 富國幫助窮國好讓窮國從後面趕上 

c) 如果儲蓄過低，必須透過增加儲蓄的方式才能讓投資迎頭趕上 

d) 儲蓄總是能夠支應(趕上)投資所需要動用的開支 

32. 何謂垃圾債券(junk bonds)？ 

a) 低利率的債券 

b) 高信用風險的債券 



c) 長期的債券 

d) 垃圾清運公司所發現的債券 

e) 沒有價值的債券 

33. 如果政府決定減少對利息所得課稅，這將會對可貸資金(loanable funds)市場造

成何種衝擊？ 

a) 可貸資金的供給會增加 

b) 可貸資金的供給會減少 

c) 可貸資金的需求會增加 

d) 可貸資金的需求會減少 

34. 政府的財政赤字(budget deficit) 

a) 排擠投資 

b) 刺激投資 

c) 不影響投資 

d) 以上皆有可能 

35. 何謂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a) 跟景氣循環有關的失業率 

b) 經濟榮景(boom)下的失業率 

c) 景氣衰退下的失業率 

d) 當實質 GDP 等於 potential GDP 之時所產生的失業率 

e) 當實質 GDP 等於名目 GDP 之時所產生的失業率 

36. 為何公司要付給員工效率薪資(efficiency wage)？ 

a) 因為公司想要儘可能壓低員工薪水 

b) 因為員工只願意接受這樣的薪水 

c) 為了降低員工的流動性 

d) 因為法律的規定 

e) 因為工會的要求 

37. 為何名目僵固性(nominal rigidities)? 

a) 短期內產出不變 

b) 短期內薪資與物價為固定 

c) 短期內薪資與物價呈現變動 

d) 短期內產能為固定 

e) 短期內貨幣供給為固定 

38. 下列何者敘述為真？ 

a) 政府開支變動影響所得，但所得變動無法進一步影響消費。 

b) 政府開變動不影響 GDP，但不影響所得。 

c) 政府開支變動不影響 GDP，GDP 等於所得，所得變動將進而影響消費。 

d) 政府開支變動不影響所得與消費 

39. 一個經濟體往往因為其內部各部門間的變動(sectoral shifts) 



a) 生產力的降低 

b) 失業率的降低 

c) 工作搜尋(job search)的增加 

d) 以上皆是 

40. 要增加貨幣供給，央行必須 

a) 出售政府債券 

b) 調降重貼現率 

c) 增加法定準備率 

d) 以上皆非 

41. 如果民眾決定手中持有更少的現金，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將因之…，貨

幣供給將因之…。 

a) 增加；增加。 

b) 減少；減少。 

c) 增加；減少。 

d) 減少；增加。 

42. 在長期中，…會自行調整，以讓貨幣的供給量等於需求量而達成貨幣市場的

均衡。 

a) 價格(price level) 

b) 貨幣供給 

c) 實質利率 

d) 名目利率 

43. 根據貨幣中立性(monetary neutrality)的說法，減少貨幣供給將 

a) 不影響失業率 

b) 降低實質利率 

c) 增加實質 GDP 

d) 不影響價格 

44. 購買力平價說(PPP)闡明了決定---的重要因素。 

a) 短期匯率 

b) 短期物價 

c) 長期匯率 

d) 長期物價 

45. 墨西哥在 1994 年出現了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的現象，美國的實質利率因

而…，美國的實質匯率也因而…。 

a) 降低；貶值 

b) 降低；升值 

c) 提高；貶值 

d) 提高；升值 

46. 在開放經濟體當中，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將會…實質利率，並促使實質匯



率…。 

a) 降低；貶值 

b) 降低；升值 

c) 提高；貶值 

d) 提高；升值 

47. 在短期內，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影響： 

a) 產出 

b) 物價 

c) 失業率 

d) 以上皆是 

48. 新凱因斯學派的價格僵固理論(sticky price theory)提到，短期內的總供給應為： 

a) 負斜率 

b) 垂直 

c) 水平 

d) 正斜率 

49. 下列那一種失業理論不是以超額的勞力供給為基礎？ 

a) 最低薪資 

b) 工會 

c) 效率薪資 

d) 工作搜尋 

50. 根據費雪效果，當通貨膨脹從 2%增加至 4%，…利率將因此…2%。 

a) 名目；增加 

b) 名目；減少 

c) 實質；增加 

d) 實質；減少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