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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單選、複選混合，答案可能不只一個，每題 5 分，總計 60 分） 
1. 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A) 需求增加，供給增加，均衡價格、數量均增加 
(B) 需求增加，供給減少，均衡價格上升，均衡數量不一定 
(C) 需求減少，供給增加，均衡價格下跌，均衡數量不一定 
(D) 需求減少，供給減少，均衡價格、數量均減少 

   (E)買方買到的數量等於賣方賣出的數量，表示市場處於均衡狀態。 
 

2. 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A) 普通財(ordinary goods)，價格下跌，需求量減少 
(B) 季芬財(Giffen goods)，價格上漲，需求量增加 
(C) 正常財(normal goods)，所得增加，需求量增加 
(D) 劣等財(inferior goods)，所得減少，需求量減少 
(E) 以上皆非。 

 
3. 小華的消費效用函數為 U= min(x, 5y+2z)，x 的價格為$1，y 的價格為$15，z 的價格

為$7，小華的所得為$44，試問在極大化效用情況下，小華對 x 的需求量為多少? 
(A) 9.78 (B) 11 (C) 5 (D) 3 (E) 以上皆非。 

 
4.關於完全競爭廠商與獨佔廠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完全競爭廠商之均衡價格低於獨占廠商，均衡產出大於獨占廠商 
  (B)完全競爭廠商社會福利大於獨占廠商 
  (C)獨占廠商生產可達柏拉圖效率(Pareto efficiency) 
  (D)獨占廠商可藉由提高價格來增加利潤 
  (E)完全競爭可藉由增加產量來增加利潤。 

 
5.關於獨占競爭廠商(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短期均衡時，獨占競爭廠商利潤可能為負 
  (B)短期利潤為正時，廠商加入瓜分市場，需求曲線往右移動 
  (C)長期均衡時，獨占競爭廠商利潤為大於零 
  (D)獨占競爭廠商不具影響價格的力量 

(E)獨占競爭廠商長期均衡位於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最低點。 
      

6. A、B 兩人參加一賽局，可選擇方案為甲案或乙案，可獲得的報酬如下列償付矩陣(payoff 
matrix)表中的(P A , P B )，例如，左上方的(60, 30)表示 A、B 兩人均選甲案時，A 可獲得的

報酬 60，B 可獲得的報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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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甲      乙 

   甲 
   乙 

 (60, 30) (45, 45)
 (45, 45) (30,60) 

(A) A 的最佳策略為乙，B 的最佳策略為甲 
(B) A 的最佳策略為甲，B 的最佳策略為乙 
(C) A、B 的最佳策略可達到 Nash 均衡 
(D)該賽局不是零和賽局(zero-sum game) 
(E) A、B 的最佳策略無法達到柏拉圖效率(Pareto Efficiency)。 
 

7.2008 年年底發生全球性金融海嘯，導致臺灣出口大幅減少。如果臺灣的短期總供給曲

線保持不變，將使臺灣經濟的: 
(A)一般物價上漲 
(B)消費支出增加 
(C)產出減少 
(D)投資支出增加 
(E)以上皆非。 

 
8.李明將休閒與消費是為正常財，其勞動供給曲線為正斜率，原因是: 

(A)工資率提高發生的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B)工資率提高發生的所得效果等於替代效果 
(C)工資率提高發生的所得效果小於替代效果 
(D)李明相當喜歡休閒， 
(E)以上皆非。 

    
9.若經濟體系發生需求拉動型通貨膨脹(demand-pull inflation)時，政府可採取何種政策來解

決? 
(A)減少政府支出或提高租稅 
(B)同時提高政府支出及降低免稅額 
(C)提高所得稅免稅額 
(D)提高政府支出 
(E)以上皆非。 

 
10.鴻海公司董事會討論擴廠投資計畫案時，必須參考的經濟資訊是: 

(A)儲蓄率與非預期通貨膨脹率 
(B)利率與非預期通貨膨脹率 
(C)失業率與非預期通貨膨脹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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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利率與預期通貨膨脹率 
(E)以上皆非。 

 
11.2000 年代蘇州國估計總體生產函數的資本與勞動的增加率都是 4%，資本及勞動的產

出彈性(output elasticity)分別是 0.4 及 0.6。如果當時的經濟成長率為 6%，則無法以生產

要素增加解釋的成長率為: 
(A)0.02  (B) 0.016  (C) 0.024  (D) 0.06  (E) 以上皆非。 

 
12.2008 年君子國的對外貿易發生順差 100 億元，政府部門的預算赤字為 200 億元。當其

他條件不變時，則民間部門出現 
(A)超額投資 200 億元 
(B)超額儲蓄 200 億元 
(C)超額投資 300 億元 
(D)超額儲蓄 300 億元 
(E)以上皆非。 

 
二、消費者的效用函數為 U= min(3 , 2 )， 、 表示第一、二種商品的消費數量，

其價格分別為 、 ，消費者的所得為 m，在極大化效用情況下，試求: 
    1. 該消費者對第一、二種商品的需求函數。(10 分) 
    2. 期初消費者的所得 m 為$24，第一、二種商品的價格分別為 = $1、 = $2，若第

一種商品的價格 由$1 上漲為$2 時，依 Slutsky 的實質所得不變定義，第一種商品

價格上漲造成需求量變動的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各應為多少? (10 分) 
 
三、若蘇州國的一般物價水準不變，其凱恩斯總體經濟模型如下: 

民間消費函數 C = 1000 + 0.8Yd, 毛投資 I = 1000, 政府消費  
G = 800, 出口 X = 2500, 進口函數 M = 800 + 0.1Y, 所得稅函數  
T = 100 + 0.25Y 
式中， Y 是實質 GDP，Yd 是可支配所得。 

試求: 
1.毛投資乘數(multiplier)  (5 分) 
2.出口乘數 (5 分) 
3.若蘇州國的充分就業 GDP 水準 Yf = 10,000，則毛投資須增加或減少至若干才能達

到充分就業 GDP 水準? (5 分) 
4.為因應金融海嘯，政府將所得稅的邊際稅率由 0.25 降低為 0.20，則均衡 GDP 將增

加或減少至若干?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