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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 (單選題，每題 3 分，總計 36 分) 

1. 假設一物品之需求與供給皆增加，此時 
(A)  該物品之均衡價格上升，均衡數量增加 
(B)  該物品之均衡價格下降，均衡數量減少 
(C)  該物品之均衡價格不變，均衡數量亦不變 
(D)  該物品之均衡價格可能增加、可能減少或維持不變，均衡數量增加  

2. 消費者消費 X、Y 兩物品，若其 ，則他願意以 

(A)  8 個單位的 Y 物品，換 1 個單位的 X 物品 
(B)  1 個單位的 Y 物品，換 8 個單位的 X 物品 
(C)  8 個單位的 Y 物品，換 1/8 個單位的 X 物品 
(D)  1/8 個單位的 Y 物品，換 1 個單位的 X 物品 

3. 決定供給彈性大小的因素為 
(A)  預期價格 
(B)  原料價格 
(C)  替代品的多寡 
(D)  生產成本隨產量變動的敏感度 

4. Samsung 為智慧型手機產業龍頭，假設 Facebook 想進入智慧型手機產業並行銷新產

品。若雙方皆執行網路行銷策略，分別會吸引 400 萬的網路用戶的關注。若只有

Facebook 執行網路行銷，Facebook 和 Samsung 則分別吸引 500 萬與 200 萬網路用戶

的關注。若 Facebook 不執行網路行銷，且不管 Samsung 是否執行相同策略，Facebook
皆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網路用戶的關注，但是 Samsung 會持續保有 500 萬網路用戶的

關注。在此情況下，試問下列哪個選項是 Nash Equilibrium 的結果? 
(A)  只有 Facebook 執行網路行銷策略 
(B)  只有 Samsung 執行網路行銷策略 
(C)  雙方皆執行網路行銷策略 
(D)  雙方皆不執行網路行銷策略 

5. 當廠商生產達到最小效率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生產越多長期平均成本會遞減 
(B)  生產越多長期總成本會遞減 
(C)  長期平均成本已達到最低 
(D)  再多生產長期邊際成本終究會遞減 

 

※務請標明題號後，一律 

  作答於答案卷上 (不可 

  於試題紙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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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列四種市場結構中，何者均衡產出水準可滿足社會福利最大化的條件? 
(A)  完全競爭市場 
(B)  寡占市場 
(C)  獨占市場 
(D)  獨占性競爭市場 

7. 假設一獨占廠商之需求函數為 ，總成本函數為  ，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A)  在沒有市場干預的情況下，廠商定價為$5 
(B)  社會福利最大化的情況之下，廠商定價為$3 
(C)  若政府期望廠商達到最適產出水準，政府須補貼廠商$2 
(D)  若政府干預採用平均成本定價法，廠商定價將高於$5 

8. 若通貨膨脹率是 3%且利息所得稅率是 30%，則為了賺得 4%的稅後利息報酬，名目

利率須為 
(A)  8%   
(B)  10% 
(C)  5.75% 
(D)  9.75%  

9.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Keynes model)中，若投資需求與利率呈反向關係，則當利率下降

時，下列哪種情況會發生? 
(A)  物價膨脹 
(B)  儲蓄減少 
(C)  投資增加 
(D)  誘發性消費減少 

10.  失業率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短期關係通常稱為 
(A)  菲力浦曲線 (Phillips curve) 
(B)  凱因斯交叉 (Keynesian cross) 
(C)  古典二分法 (Classical dichotomy) 
(D)  貨幣中立性 (Money neutrality)  

11. 在一個資本移動性低且實施浮動匯率制度的國家，該國政府增加支出的最終效果為

何? 
(A)  利率上升，產出水準增加 
(B)  利率下降，產出水準增加 
(C)  利率上升，產出水準下降 
(D)  利率不變，產出水準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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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理性預期的假說(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下，台灣央行總裁彭淮南先生宣

布將要實施提高利率的政策，在社會大眾對於彭總裁具有高度信任下，試問此政策

對於台灣經濟的影響為何? 
(A)  物價上漲 
(B)  物價下跌 
(C)  所得上升 
(D)  所得下降 

 
二、 計算與問答題 (總計 64 分) 

1. 假設市場上出售兩種產品 X 和 Y，兩產品之需求曲線分別為  與

 ，其中 和 分別是產品 X 的售價和產量， 和 分別是產品

Y 的售價和產量，兩產品邊際成本皆為 1。 

(1) 當市場上只有一家廠商獨占時，在利潤最大化下，該廠商對於兩產品分別的定

價為何? (12 分) 

(2) 當市場上有兩家廠商分別生產一種產品時，在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下，

兩產品分別的定價為何? (12 分) 

(3) 請比較(1)與(2)所計算出的產品價格如何受到市場競爭情形的影響。(4 分) 

 

2. 請寫出中央銀行控制貨幣供給量最重要的三個政策工具並加以闡釋。(12 分) 

 
3. 請解釋何謂無拋補利率平價理論(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與利差交易(Carry 

Trade)。(12 分) 

 

4. 美國政府近期在貨幣政策上進行量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與財政政策

上進行自動減赤計畫(Sequestration)，請解釋何謂 QE 與 Sequestration。(1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