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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民國 105 年的物價指數為 105，民國 106 年的物價指數為 110，民國 107 年的物價指數為 115；則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這三年的整體物價水準一年比一年高 
這三年經濟體系中的每一個商品都越來越貴 
民國 105 年至民國 106 年的通貨膨脹率大於民國 106 年至民國 107 年的通貨膨脹率 
民國 105 年至民國 106 年的通貨膨脹率為正，民國 106 年至民國 107 年的通貨膨脹率也為正 

2 丁丁麵包店花新臺幣 80 元買了一包台製麵粉，並用這包麵粉製作售價新臺幣 300 元的麵包賣給消費者；

另一包台製麵粉在金聯超市被消費者以新臺幣 120 元購買。試問前述三筆交易對臺灣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影響： 
國內生產毛額增加新臺幣 120 元 國內生產毛額增加新臺幣 200 元 
國內生產毛額增加新臺幣 420 元 國內生產毛額增加新臺幣 500 元 

3 根據勞動部的資料，民國 53 年的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幣 450 元，民國 108 年的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幣

23,100 元。給定民國 53 年與民國 108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 CPI），則我們

如何計算民國 108 年的基本工資相當於民國 53 年的多少錢？ 
($23,100 / $450) × 民國 53 年的 CPI $450 × (民國 108 年的 CPI /民國 53 年的 CPI) 
$23,100 × (民國 108 年的 CPI /民國 53 年的 CPI) $23,100 × (民國 53 年的 CPI /民國 108 年的 CPI) 

4 小明每週工作 20 小時；小華處於暫時解雇（temporary layoff，又稱臨時解雇）狀態；小強為全職大學生，

試問誰屬於「民間勞動力」？ 
小明 小華 小明和小華 小明和小強 

5 勞動參與率告訴我們民間人口中________________的比例。 
從未就業 受雇勞工 選擇參與勞動市場 可以參與勞動市場 

6 下列那一個選項將不同資產由流動性 高排到流動性 低？ 
通貨、債券、汽車、房子 通貨、汽車、房子、債券 
債券、通貨、汽車、房子 債券、汽車、通貨、房子 

7 當物價攀升的幅度超過目標通膨，中央銀行可以採行下列何者以減輕通膨壓力？ 
購買國庫券或提高貼現率 購買國庫券或降低貼現率 
出售國庫券或降低貼現率 出售國庫券或提高貼現率 

8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假設消費函數為 C=200+0.8(Y-T)。若均衡產出為 8,000，政府課稅為 1,000，投資

為 1,600，則政府支出為： 
 800  600  400  200 

9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若均衡 GDP 為$5,000，消費為$3,000，政府支出為$600，政府收入為$1,000，則下

列何者正確？ 
投資為$2,000 投資為$1,200 政府儲蓄為$600 私人儲蓄為$1,000 

10 下列何種情況會造成貨幣政策無效？ 
政府有預算赤字 流動性陷阱 浮動匯率制度 投資對利率具有彈性 

11 下列那個議題較符合個體經濟學的研究範疇？ 
個別廠商的決策  各國人均所得的差異 
一國物價水準的跨期比較 一國國內生產毛額的跨期比較 

12 當以一單位外國貨幣兌換多少本國貨幣作為匯率的表示方式時，此匯率上升代表本國貨幣： 
升值 貶值 不一定 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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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資料，臺灣在民國 107 年的淨出口值（net exports）為 496 億美元，並且從其他

國家購買的商品與勞務價值為 2,863 億美元，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有貿易盈餘（trade surplus） 我國進口總值為 2,863 億美元 
我國出口總值為 (2,863 - 496) 億美元 我國貿易總值為 (2,863 + 496 + 2,863) 億美元 

14 當購買力平價成立（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 PPP）時，若同一籃子的商品在臺灣的售價為新臺幣 100
元，在中國的售價為人民幣 25 元，則新臺幣與人民幣的名目匯率為： 
一單位新臺幣兌換一單位人民幣 
四單位新臺幣兌換一單位人民幣 


4
1
單位新臺幣兌換一單位人民幣 

介於「
4
1
單位新臺幣兌換一單位人民幣」與「四單位新臺幣兌換一單位人民幣」之間 

15 政府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的政策屬於： 
擴張性財政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 緊縮性貨幣政策 

16 當中央銀行施行寬鬆性貨幣政策後，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何者不是合理出現的影響或狀況？ 
物價上漲 新臺幣趨貶 市場實質利率下跌 經濟成長衰退 

17 請就總合供給總合需求模型（aggregate-supply and aggregate-demand model），分析石油價格提升，在其

他條件不變之下，以短期而言，對實質產出與物價的影響為何？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增加 物價不變，實質產出增加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減少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不變 

18 下列何者會造成短期物價與實質產出同時增加？ 
總合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總合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向左移動 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向右移動 

19 下列何者會造成長期總合供給曲線（long-run aggregate supply curve）向右移動？ 
物價水準提高 物價水準降低 實質資本增加 實質資本減少 

20 請就總合供給總合需求模型（aggregate-supply and aggregate-demand model），分析政府採行擴張性財政

政策，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以長期而言，對實質產出與物價的影響為何？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增加 物價不變，實質產出增加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減少 物價提高，實質產出不變 

21 若經濟已在長期均衡產出，當中央銀行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經濟會有何影響？ 
短期產出會減少，長期物價會上漲 短期產出會減少，長期物價會下降 
短期物價會下降，長期產出會上漲 短期物價會下降，長期產出會減少 

22 關於景氣循環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每一次景氣波動幅度不固定 
每一次的景氣循環都以 15 個月為周期 
同時指標比領先指標更能預測景氣波動 
當經濟成長率低於長期趨勢時，表示經濟正處於擴張期 

2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有新興國家面臨景氣波動 大部分廠商在經濟緊縮期面臨訂單增加 
造成景氣循環的 大因素為消費支出變動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下降通常伴隨失業率上升 

24 假設烹飪課只要求炒菜與煮湯，已知小華炒菜具有絕對利益，小明炒菜具有比較利益。則： 
小華應該既炒菜又煮湯，小明完全不用做 小華應該煮湯，小明應該炒菜 
小華應該炒菜，小明應該煮湯 小華與小明不應該合作 

25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由： 
單一賣家所決定  單一買家所決定 
所有買家所決定  所有買家與所有賣家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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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明打算開店賣咖啡，他正考慮選擇生產使用全自動咖啡機的「一鍵即享香醇義式咖啡」或「手沖單品

豆咖啡」。下列何者描述了小明所面對的決策問題？ 
生產什麼 何時生產 為誰生產 何地生產 

27 當新聞預報今年夏天將創高溫新紀錄， 有可能帶來的影響為： 
冷氣的需求減少  涼感衣的需求增加 
防曬產品的需求量不變  綿綿冰的需求減少 

28 假設在現行工資下，勞動市場中對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的需求量大於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的供給

量，我們預期： 
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的薪資上升 
對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的需求下降 
對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的替代品需求下降 
使用能應用人工智慧的勞工為投入的產品價格下降 

29 假設家事機器人的供需法則成立。現若市場上對於家事機器人的需求增加，同時生產家事機器人的技術

有革命性的進步，使生產成本降低，則家事機器人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會有何影響？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不確定 
均衡數量下降，均衡價格不確定 均衡數量上升，均衡價格不確定 

30 「薄利多銷」指的是廠商藉由降價吸引顧客多買之策略，試問廠商對產品降價能增加收入的條件為： 
該產品之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絕對值小於 1 該產品之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絕對值大於 1 
該產品之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絕對值等於 1 該產品之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絕對值等於 0 

31 當政府移除有效的價格上限（binding price ceiling），對該產品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有何影響？ 
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皆下降 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皆上升 
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下降 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上升 

32 小明、小華、小強、小米對某商品的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分別為：50、30、20、10。假設該商

品的價格為 18，則總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為多少？ 
 32  44  46  82 

33 開放國際貿易前臺灣玉米售價為每台斤新臺幣 100 元，玉米在國際市場上的售價是每台斤新臺幣 60 元。

假設臺灣玉米的產量很小，在國際市場上為價格接受者，則臺灣開放玉米貿易後的影響為： 
玉米消費者與玉米生產者同時福利增加 
玉米消費者與玉米生產者同時福利受損 
玉米消費者福利增加，玉米生產者福利受損，整體而言，福利增加 
玉米消費者福利增加，玉米生產者福利受損，整體而言，福利受損 

34 假設在香香果園勞力是唯一的變動成本，已知當勞力為 0，產出為 0。此外，當勞力為 2，總成本為 100；
當勞力為 3，總成本為 120。若每單位勞力的成本是一樣的，試問固定成本為何？ 
 40  60  80  100 

35 小華每個月去看一場電影，電影院提供四種套餐組合：一號餐售價新臺幣 150 元，包含小杯的飲料與小

包的爆米花；二號餐售價新臺幣 210 元，包含中杯的飲料與中包的爆米花；三號餐也是售價新臺幣 210
元，包含大杯的飲料與小包的爆米花；四號餐售價新臺幣 270 元，包含大杯的飲料與大包的爆米花。根

據小華每次都選擇購買三號餐，我們得知： 
小華買不起四號餐  小華買不起二號餐 

小華偏好 ⎟
⎠

⎞
⎜
⎝

⎛
飲料

爆米花
比例比較小的組合 小華偏好 ⎟

⎠

⎞
⎜
⎝

⎛
飲料

爆米花
比例比較大的組合 

36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寒流來襲凍死許多魚塭的虱目魚，且偏好吃虱目魚的人口增加，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虱目魚價格會下降，交易數量會減少 交易數量會增加，虱目魚價格會下降或增加 
虱目魚價格會上漲，交易數量會增加或減少 交易數量會減少，虱目魚價格會下降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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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果牛肉漢堡與豬肉包子為替代品，則牛肉價格上漲，對兩種產品有何影響？ 
牛肉漢堡和豬肉包子的價格都會上漲 
牛肉漢堡和豬肉包子的價格都會下降 
牛肉漢堡的價格上漲和豬肉包子的價格下降 
牛肉漢堡的價格上漲和豬肉包子的價格不變 

38 公共財的市場需求曲線是由下列何者產生？ 
個人需求曲線的平均  個人需求曲線的垂直加總 
個人需求曲線的水平加總 無法由個人需求曲線導出 

39 為了照顧無殼蝸牛的租屋者，政府採取限制租房價格，對房租訂定有效的價格上限，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市場將出現超額供給  市場將出現超額需求 
房租將高於市場均衡價格 社會福利將增加 

40 低工資政策，對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勞動市場將出現超額供給 勞動市場將出現超額需求 
勞動市場的就業量不受影響 勞動市場的失業率會減少 

41 短期完全競爭廠商何時應停止生產？ 
當邊際成本大於平均成本 當價格小於平均成本 
當價格小於邊際成本  當價格小於平均變動成本的 小值 

42 完全競爭市場為何 有效率？ 
經濟利潤為零  因為廠商數多 
廠商會在總產量 高處生產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43 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小於邊際成本  廠商數多，但產品無法替代 
個別廠商所面對需求曲線為水平線 價格高於邊際成本 

44 對於獨占性競爭市場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廠商為價格接受者  長期存在超額利潤 
短期均衡也等於長期均衡 個別廠商所面對需求曲線為負斜率 

45 獨占性競爭市場中廠商長期利潤為零的原因為： 
廠商無法影響價格 價格相對不穩定 市場沒有進入障礙 合作優於競爭 

46 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追求利潤 大廠商的 適策略為： 
價格大於邊際成本  價格大於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  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 

47 獨占廠商差別取價的理由為？ 
不知道市場的需求特性 促進消費者大量消費 
攫取消費者剩餘 服務不同的客群滿足其需求 

48 在獨占市場中，若廠商面臨 A、B 兩個市場，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Ｂ兩市場的價格一定相同 需求彈性愈小的市場，價格越高 
需求彈性愈大的市場，價格越高 價格與兩市場的需求彈性無關 

49 下列有關追求利潤 大獨占廠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 適生產量，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 在 適生產量，邊際收益等於零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廠商沒有供給曲線 

50 若獨占廠商能進行完全差別取價，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有社會無謂損失  價格會等於邊際成本 
消費者剩餘將會極大化  廠商完全不知道消費者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