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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36％（本大題共計 12 小題，每小題各占 3％） 

1. 有關於需求，下列何者正確？ 

（A）市場需求量將因需求人數之下降而上升（B）當產品價格下跌時，其需求曲線往右

上平移（C）在正常財下，所得增加將使需求曲線往左下平移（D）若 X 與 Y 為互補財，

則 Y 價格上升將令 X 之需求曲線向左下平移。 

2. 供給的增加代表 

（A）供給曲線順時針方向的轉動（B）供給點沿著供給曲線向右上移動（C）在任何價

格下，供給量均較前增加（D）此現象是由價格增加所造成。 

3. 有關於需求彈性，下列何者不正確？ 

（A）缺乏彈性之產品通常具有很多替代品（B）當考量的時間越短時，需求彈性越小（C）

「穀賤傷農」是正確的（D）當富有彈性時，降價對賣者是有利的。 

4. 下列何者正確？ 

（A）已知 y 為劣等財，則所得提高將使 y之價格下降（B）若對賣者課每單位 1元之貨

物稅，則該產品之供給增加（C）經濟成長是屬於個體經濟學的議題（D）季棻財遵循需

求法則。  

5. 已知張三之預算為 200 元，X1之價格為 4元／單位，X2之價格為 2元／單位，則在

以 X1為橫軸，以 X2為縱軸的平面上 

（A）( X1=5，X2=10)之消費組合是不可能達到的（B）張三的實質所得為 100 X2（C）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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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線斜率之絕對值為 1/2（D）張三無異曲線斜率之絕對值為 1/2。 

6. 在 MC、AVC 與 ATC 之圖形中， 

（A）ATC 與 AVC 之垂直距離隨著產量的增加而減少（B）AVC 曲線通過 ATC 曲線之最低

點（C）ATC 曲線通過 MC 曲線之最低點（D）MC 曲線必通過 ATC 曲線之最高點。 

7. 在短期下，完全競爭生產者 

（A）MR 曲線即為 MC 曲線（B）在最適產量下，若 AR 小於 ATC，則遭致損失（C）若 MR

小於 ATC，則將增加產量（D）MC 曲線即為 ATC 曲線。 

8. 下列何者不正確？ 

（A）在利潤極大之目標下，產商可能得到小於零的利潤（B）若 TC 等於零，則極大化

利潤與極大化收入(益)均令生產者得到相同的產量（C）若為價格接受者，則其 TR 曲線

呈水平狀（D）若某產品降價，則消費者對該產品之需求量有可能下降。 

9. 有關於寡占市場，下列何者不正確？ 

（A）廠商通常面臨囚犯兩難的困境（B）賽局理論是很好的分析工具（C）若廠商聯合

起來，則對消費者不利（D）因為具有顯著的加入與退出障礙，所以生產者彼此之間具

相互影響力。 

10. 在獨占性競爭市場中， 

（A）廠商短期利潤必大於零（B）在最適產量下，當 AVC 小於 AR 時，廠商遭致損失（C）

在利潤極大之產量下，MR＝MC 之條件必定存在（D）廠商面臨正斜率的市場需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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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獨占市場中，下列何者不正確？ 

（A）規模經濟會形成加入障礙（B）在有效期限內，具專利權之廠商將形成獨占的局面

（C）廠商短期供給曲線為 AVC 以上之 MC 曲線（D）當一家生產比多家生產更有效率時

就容易形成自然獨占。 

12. 有關於差別取價， 

（A）在二級差別取價中，消費者剩餘大於零（B）當產品可以轉售時，三級差別取價將

更完美的執行（C）生產成本不相同令賣者必須施行差別取價（D）在三級差別取價中，

廠商對需求彈性較高的市場將收較高的價格。 

 

貳、複選題，30％（本大題共計 10 小題，每小題各占 3％，考生提供之答案與 

正確答案完全一樣時，該小題方計分。答錯不倒扣分數。） 

1. 在僅只包含家計單位與廠商之經濟體系中，已知 Y = C + I，C = 300 +0.8Y，I = 400，

則下列何者正確？ 

（A）均衡所得為 3,500（B）若所得為零，則當期消費為零（C）MPC = 0.8（D）投資

乘數為 5。 

2. 在包含家計單位、廠商、政府、國外部門之經濟體系中， 

（A）增加政府支出將增加所得（B）增加稅賦將增加所得（C）增加進口將增加所得（D）

減少投資將減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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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何者是貨幣的功能？ 

（A）計價單位（B）價值儲存（C）交易之媒介（D）促進生產。 

4. 下列何者不正確？ 

（A）出口增加將使所得增加（B）充分就業時之失業率必大於零（C）MPC 愈低，則均

衡所得愈高（D）通貨（物價）膨脹對房東有利。 

5. 下列何者正確？ 

（A）法定準備率越高則貨幣乘數越大（B）消費曲線具有正斜率（C）儲蓄越多則當期

所得越少（D）電子貨幣是 M2之一項。 

6. 下列何者正確？ 

（A）若 MPC 越小，則政府支出乘數越小（B）進口是漏出的一項，因此進口越多則當期

所得越少（C）降低法定準備率將使貨幣供給量增加（D）當利率高於均衡利率時，公債

價格將下降，致使利率下降。 

7. 下列是有關於貨幣的敘述，請問何者正確？ 

（A）貨幣的價值儲存功能將因物價水準之變動而變動（B）支票存款是狹義貨幣的一項

（C）包含於廣義貨幣內之貨幣一定屬於狹義的貨幣（D）商業銀行持有的通貨是貨幣的

一項。 

8. 在貨幣需求函數中，下列何者不正確？ 

（A）所得下降將減少貨幣需求（B）法定準備率與貨幣需求量之間無固定的關係（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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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下降將減少貨幣需求（D）物價水準提高將降低貨幣需求。 

9.  有關於 AD 曲線，下列何者正確？ 

（A）因為存在替代品，所以 AD 曲線具負斜率（B）當物價水準下降時，財富的實值購

買力上升，致使消費以及總合需求水增準加（C）古典學派之 AD 曲線為一垂直線（D）

調降法定準備率將下降利率，進一步提高該國之總合需求。 

10. 在AD/AS架構中，下列何者不正確？ 

（A）若原油價格提高，則 AD 曲線往右平移（B）增加政府支出將提高總合供給，並進

一步提高該國之產出（C）增加儲蓄將使 AD 曲線往右平移，並使產出增加（D）名目工

資率上升將降低廠商們之利潤與供給量，進一步使 AS 曲線右移。 

 

叁、問答題，34％ 

一、給定消費者之預算線與無異曲線。若縱軸產品之價格下降， 

（A） 消費者的預算線與無異曲線將因之而做如何的變動？分析之。（10％） 

（B） 消費者均衡將有何變動？分析之。（5％） 

二、就長期而言，一國如何決定其充分就業的所得水準？詳細分析之。（12％） 

三、在短期下，一國可用甚麼政策（或稱措施、方法等）來提高其產出？請提出 

兩項，並且說明之。（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