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3 頁

學系 經濟學系

考試時間

70 分鐘

科目 經濟筆試

本科總分

100 分

※一律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不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請勿使用鉛筆作答。
壹、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每題4分，共20題，80分)
1. 新冠狀病毒爆發（2019-nCoV），戴口罩成為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之一，對於口罩市
場有何影響 (A)需求曲線左移，且變平坦 (B)需求曲線左移，且變陡 (C)需求曲
線右移，且變平坦 (D)需求曲線右移，且變陡 (E)需求曲線左移
2. 承上題，此時，廠商在短期無法大量供應口罩下，造成口罩供不應求的情況，在經
濟學中稱之為 (A)超額供給 (B)效用降低 (C)價格上限 (D)超額需求 (E)價格下
限
3. 下列何者屬於總體經濟的探討？ (A)Gooooog 公司如何僱用勞工 (B)政府對汽車排
放廢氣進行管制的效果 (C)人民接受高等教育對於薪資收入的影響 (D)中美貿易戰
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E)廠商的生產成本的分析。
4. 根據下表判斷，若四人都選擇在小蘋果公司工作，則何人的機會成本最大？ (A)小
白 (B)天天 (C)阿胖 (D)灰灰
小白
小蘋果公司工作

天天

阿胖

灰灰

29,000 元 23,000 元 31,000 元 25,000 元

從事其他工作所能獲得的最高待遇 27,500 元 25,500 元 28,000 元 24,000 元
5. 「經濟學」被稱為「選擇的科學」，是因為 (甲) 資源可以用來賺錢；(乙)資源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丙) 資源有多種用途；(丁)資源有限；(戊) 資源能被掌控；(已)、
知識不足。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E)丁己
6. 目前大多數的國家都採用哪一種經濟制度？ (A)混合經濟 (B)計劃經濟 (C)共產主
義經濟 (D)自由經濟 (E)貿易經濟。
7. 經濟學所指的「社會福利」是 (A)買賣雙方的價格差異 (B)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的合計 (C)市場均衡價格減去生產最低要求價格的差額 (D)需求價格減去市場均衡
價格的差額 (E)消費者的願付價格減掉售價。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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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假設阿中幫女友天天慶祝生日，放棄去打工所得 1000 元，看電影花掉 400 元，吃
牛排用掉 1000 元，在 PUB 跳舞花 掉 2000 元，但女友天天帶了價值 200 元的
滷味做為宵夜，試問阿中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A)1000 元 (B)4400 元 (C)4200 元
(D)3650 元 (E)1400 元
9. 口罩市場僅有甲與乙兩位消費者，其需求函數分別為 Q ﹦10 ﹣P 和 Q ﹦6 ﹣
2P，在何種情形下市場僅剩甲一人願意消費 (A)價格大於等於 2 (B)價格大於等於
3 且小於 10 (C)甲與乙二人皆願意消費 (D)價格大於等於 10 (E)不一定，要和市
場供給共同決定。
10.供給曲線不受下列何者所影響 (A)提供產品的廠商家數增加 (B)商品需求改變
(C)政府對生產者課稅 (D)生產要素，如原油，價格大漲 (E)創新生產技術的出現
11.需求法則(law of demand)隱含下列何者 (A)某物品價格上升，則該物品需求量下降
(B)所得上升，則該物品需求量上升 (C)某物品價格上升，則該物品需求量上升 (D)
某物品需求量上升，則該物品價格下降 (E)替代商品價格增加，需求增加。
12.如果經濟體對每增加一單位 Y 財貨的生產要犧牲越來越多的 X 財貨，則其生產可
能曲線是： (A)一條垂直線 (B)一條負斜率直線 (C)一條凹向原點曲線 (D)一條凸向
原點曲線 (E)皆有可能。
13.為因應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所帶來的消費緊縮效應，2009 年台灣政府所發行的振
興經濟消費券，每人新台幣$3600，此舉是為了從哪一個項目企圖提高國內生產毛
額？ (A)民間消費支出 (B)政府消費支出 (C)國內投資毛額 (D)淨出口 (E)企業營
收。
14.下列何者正確? (甲) 失業率加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率稱為痛苦指數；(乙)布
瑪近期被裁員，從此窩在家裡成為「繭居族」，再無求職工作意願，使得失業率的
計算值增加；(丙)勞動力指年滿 15 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丁) 108 年台灣的勞動力參與率約為 60%；(戊)108 年台灣的失業率約為 8%。
(A)甲丙戊 (B)乙丙 (C)甲丙丁 (D)丁戊 (E)甲乙丁。
15.下列對於公共財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公共財是政府所提供的財貨 (B)免費享用的
就是公共財 (C)公共財因為共享性的特性，無法避免別人搭便車 (D)公共財有共享
及無法排他兩種特性 (E)外部性與公共財的共享性質相似，但只有前者才會發生市
場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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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列何者正確? (甲)透過全球分工與國際貿易，無論出口國或進口國都可以享受到貿
易利得；(乙)若出口小於進口，稱為出超或順差；(丙)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第
1 條規定為普遍最惠國待遇原則；(丁)1995 年 WTO 正式成立，一年之後取代了
GATT；(戊)台灣為 WTO 的會員國。
(A)甲丙丁戊 (B)乙丙 (C)乙丙丁 (D)甲丁戊 (E)甲乙丁。
17.下列何者會因為突發性的物價膨脹而遭受資本損失： (A)擁有多筆土地的地主 (B)
手上握有大量現金的個人 (C)債台高築的債務人 (D)在股市炒作股票的投機大戶
(E)房東
18.在編列國民所得帳時，國民年金算是 (A)由政府編列預算因此列入政府購置項 (B)
國民生產毛額的項目之一 (C)移轉性支付，故不屬於政府購置項 (D) 政府負債的
來源之一 (E)政府的支出項目。
19.下列關於景氣動向指標與景氣對策信號的敘述，何者正確？ (A)領先指標可用來瞭
解當前的景氣狀況 (B)當景氣燈號亮出藍燈時，政府應採取緊縮性政策 (C)我國的景
氣對策信號共有 6 種燈號 (D)股價指數屬於領先指標的構成項目 (E)由經濟部發布
景氣指標及景氣對策信號，供各界衡量我國景氣脈動。
20.若今年總出口為 800 億元,總進口為 500 億元,請問此部分對 GDP 有何影響? (A)減
少 300 億元 (B)減少 1300 億元 (C)增加 1300 億元 (D)不變 (E)增加 300 億元。

貳、 申論題(20分)
1. (10分) 皮蛋的市場需求函數為 Q ﹦10 ﹣2P，而市場供給函數為 Q ﹦5 ﹢3P，則
市場均衡之價格與數量為何？消費者剩餘為？
2. (10分) 假設每人每天的工作時間為10hr，小夫工作10hr可生產馬鈴薯12kg或豬肉
4kg；大雄工作10hr可生產馬鈴薯4kg或豬肉12kg，且生產馬鈴薯或豬肉的機會成本
固定。請以機會成本的概念，解釋並說明誰在生產何種商品具有比較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