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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論題（20 分） 

（1）2007 年至 2009 年間，全球發生金融海嘯，其最主要成因，對台灣的影響，與我

國政府對策為何，試說明之。〈10 分〉 

（2）另，列舉您曾經學習過的三項經濟理論，簡要說明這些理論與前述問題之間的關

係。（10 分） 

二、 選擇題（單選，40 題，每題 2 分，共 80 分，） 

請整齊複製下列表格在答案卷上（括弧內數字表示各小題題號），並將您的答案依

序填入空白處。（不可書寫於試題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馬鈴薯為一劣等品，若一國經濟成長使所得增加，則馬鈴薯的價格將如何變化?

（A）上升，（B）下降，（C）不變，（D）不能確定。 

（2）下列何者外部性較不明顯?（A）打新流感疫苗，（B）開休旅車，（C）裝太陽能熱

水設備，（D）春節到量販店購物，（E）坐捷運上班。 

（3）近年台灣大學畢業生起薪不增反減，與下列那一理論比較有關?（A）相對利益貿

易理論，（B）絕對利益貿易理論，（C）要素價格均等化理論，（D）秉賦貿易理

論，（E）產業內貿易理論。 

（4）一國對進口品課徵關稅，則（A）消費者剩餘會增加，（B）政府稅收不變，（C）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合計會減少，（D）不會造成社會無謂損失，（E）以上

皆非。 

（5）假設社會上所有人的需求曲線皆相同，商品為私有財，則市場需求曲線為：（A）
個人的需求曲線，（B）所有人需求曲線垂直相加，（C）所有人需求曲線水平相

加，（D）無法由個人需求曲線推知，（E）以上皆非。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2 頁，共 5 頁 

系 

級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碩士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經濟學 

本科 

總分 
 100 分 

（6）供給法則（law of supply）係指下列何者：（A）某物品的供給量上升，則該物品價

格上升，（B）成本上升，該物品供給量減少，（C）某物品價格上升，該物品的

供給量上升，（D）某物品供給曲線右移，該物品價格上升，（E）以上皆非。 

（7）需求法則（law of demand）係指下列何者：（A）所得上升，該物品需求量上升，（B）
某物品價格上升，該產品需求量上升，（C）某物品價格上升，該物品需求量下

降，（D）某物品需求曲線右移，該物品價格上升，（E）以上皆非。 

（8）需求彈性的特徵：（A）會受衡量單位影響，（B）短期彈性小，長期彈性大，（C）
與需求曲線斜率相同，（D）與該項商品支出佔總支出比重無關，（E）以上皆非。

（9）寇斯（R.Coase）定理主張，政府只需設定財產權，無須介入，即可使外部效果內

部化，但現實上難以執行，其原因為：（A）社會之資訊成本太高，（B）協商之

交易成本太高，（C）搭便車問題，（D）道德危機問題，（E）逆向選擇問題。 

（10）在消費者選擇達到均衡情況下，消費者：（A）不會購買季芬財，（B）消費每種

財貨的邊際效用要等於價格，（C）花在每種財貨的最後一元的邊際效用必須相

等，（D）每種財貨的邊際效用必須相等，（E）以上皆非。 

（11）當勞動邊際產量大於勞動平均產量，（A）勞動平均產量處於遞增狀態，（B）勞動

邊際產量處於遞增狀態，（C）勞動平均產量處於遞減狀態，（D）勞動平均產量

達到極大，（E）以上皆非。 

（12）已知產品 A 的邊際成本為 60 元，市場需求函數為 P=120-Q，若該產品由 B 公司獨

佔市場，則（A）均衡產量為 30，（B）均衡產量為 40，（C）均衡產量為為 60，（D）
均衡產量為 80，（E）以上皆非。 

（13）自然獨佔的廠商，通常具備何種特性：（A）規模經濟，（B）規模報酬不變，（C）
外部性，（D）追求短期利潤極大，（E）以上皆非。 

（14）我國全民健保可壓低醫療費用，因其大致上屬於：（A）自然獨佔，（B）賣方獨

佔，（C）買方獨佔，（D）雙邊獨佔，（E）二家廠商寡佔的市場。 

（15）已知 X 產品需求函數為：Qx=100-5Px+2Py，且 Px=4，Py=5，問 X 產品的需求價格

彈性為多少?（A）2/9，（B）1/3，（C）1/9，（D）4/9，（E）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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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上題，X 與 Y 的交叉彈性（Exy：意指 Py 變動對 X 需求量的影響）為多少?（A）

1/9，（B）2/9，（C）3/9，（D）4/9，（E）5/9。 

（17）一般而言，活期存款準備率較定期存款準備率更高，原因是：（A）定存利率較高，

（B）政府鼓勵銀行吸收定期存款，（C）活期存款的周轉率較高，（D）央行為控

制廣義貨幣供給而採取的經常性措施，（E）以上皆非。 

（18）我國央行的外匯存底近年增加很快，央行為控制貨幣供給，採行的沖銷操作措施

包括：（A）買入公債，（B）釋出郵政儲金，（C）降低存款準備率，（D）提供政

策性房貸，（E）增發央行定期存單。 

（19）影響實質貨幣需求的因素不包括以下何者：（A）實質所得，（B）實質利率，（C）
財富數量，（D）支出意願，（E）物價水準。 

（20）若經濟處於流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則（A）IS 曲線趨水平，（B）IS 曲線陡峭，

（C）LM 曲線趨水平，（D）LM 曲線越陡峭，（E）總供給曲線越陡峭。 

（21）狹義貨幣乘數，會因下列那些因素而上升?（A）央行提高存款準備率，（B）央

行公開市場操作買進債券，（C）農曆新年期間，民間持有通貨比率上升，（D）
經濟復甦，銀行減少超額準備，（E）以上皆非。 

（22）供給面經濟學提出，降低稅率反而增加稅收，與此主張有關的是：（A）格萊欣法

則，（B）恩格爾曲線，（C）拉弗曲線，（D）羅倫茲曲線，（E）歐肯法則。 

（23）假設我國人口數為 2300 萬，失業率為 6％，勞動參與率為 60％，而十五歲以上人

口數為 1600 萬人，請問就業與失業人數各為多少?（A）902.4 萬及 57.6 萬，（B）
960 萬及 96 萬，（C）1380 萬及 138 萬，（D）1297.2 萬及 82.8 萬，（E）以上皆非。 

（24）在 IS-LM-BP 模型下，若總體經濟原處於均衡狀態，而美國發生次貸金融危機，大

量資金回流台灣，則台灣（A）BP 曲線下移，（B）IS 曲線右移，（C）LM 曲線左

移，（D）陷入流動性陷阱，（E）以上皆非。 

（25）下列何者非經濟領先指標：（A）貨幣供給，（B）失業率，（C）股價指數，（D）
外銷訂單，（E）房屋開工數。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4 頁，共 5 頁 

系 

級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碩士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經濟學 

本科 

總分 
 100 分 

（26）2009 年初，我國政府發放消費券，造成下列何種影響?（A）民間平均消費傾向上

升，（B）民間邊際消費傾向上升，（C）民間當期可支配所得增加，（D）進口消

費品減少，（E）貿易順差擴大。 

（27）人口快速老化對金融市場的影響，下列何者為非?（A）投資人風險胃納上升，（B）
投資人偏愛現金股利，（C）房屋逆向抵押貸款需求上升，（D）債券需求增加，（E）
公用事業股票較受歡迎。 

（28）如不考慮交易成本及相關稅負，現行台灣加權指數（A）高估全體投資人實際報

酬，（B）不能確定高低估全體投資人報酬，（C）正確反映全體投資人實際報酬，

（D）指數不因除權、除息而受影響，（E）以上皆非。 

（29）如果投資人有薪資所得及投資所得，且為風險趨避者，則下列何者為非，（A）薪

資所得與投資所得通常為正相關，因此宜採保守投資策略，（B）電子業員工透

過分紅取得的股票，應出售一部分，以降低風險，（C）証券及金融從業人員，

不宜積極投資股票，以降低風險，（D）自己服務的公司股票，應定期買入俾作

養老準備，（E）屆臨退休者，應降低股票投資比重。 

（30）近年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下列何者為非：（A）工業產品價格持續下跌，（B）
各國失業率上升，（C）各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D）原物料價格上升，（E）政

府稅收增加。 

（31）我國實施「兩稅合一」，考慮此一稅負因素，投資人應特別重視那一指標?（A）
每股自由現金流量，（B）每股稅前淨利，（C）每股稅後淨利，（D）每股營收，（E）
每股淨值。 

（32）少子化的趨勢下，若 2010 年起台灣人口數量不增反減，其影響為：（A）短期間

總需求曲線先左移，長期間總供給曲線左移，（B）短期間總供給曲線左移，長

期間總需求曲線左移，（C）短期間總供給曲線左移，長期間總需求曲線右移，（D）
短期間總供給曲線右移，長期間總需求左移，（E）長短期總供給曲線皆右移。 

（33）假設台灣利率較美國高，根據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下列何者敘述正確?（A）
市場預期新台幣會貶值，（B）美國資金流向台灣，（C）台灣資金需求減少，（D）
遠期美元會有折價，（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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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近年所得分配問題備受重視，（A）Lorenz 曲線為直線時，吉尼（Gini）係數為 1，
（B）吉尼係數越低，所得分配越不平均，（C）政府擴大社會福利支出，會使吉

尼係數變大，（D）近年台灣與大陸的吉尼係數走勢相反，（E）以上皆非。 

（35）準備貨幣（或稱基礎貨幣）等於：（A）流通中通貨，（B）存款準備金，（C）流

通中通貨+超額準備，（D）央行通貨發行餘額，（E）流通中通貨+銀行存款準備

金。 

（36）金融海嘯發生後，各國政府大舉介入對金融機構紓困，此舉很容易發生何種問題：

（A）搭便車問題，（B）代理問題，（C）道德危險問題，（D）通貨緊縮問題，（E）
交易成本問題。 

（37）目前各國國際貨幣制度，下列何者不正確：（A）西班牙使用共同貨幣（歐元），（B）

香港實施聯繫匯率制度，（C）美國為獨立浮動匯率制度，（D）台灣實施管理浮

動匯率制度，（E）新加坡實施盯住美元制度。 

（38）下列那一項物價指數涵蓋的範圍較廣：（A）消費者物價指數，（B）躉售物價指

數，（C）庶民物價指數，（D）出口物價指數，（E）GDP 平減指數。 

（39）簡單凱因斯模型特別重視：（A）貨幣供需市場，（B）勞動市場，（C）債券市場，

（D）商品市場，（E）國際貿易市場。 

（40）對於風險的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A）政府債券風險低於公司債券，（B）金融

海嘯期間，社會大眾拋售垃圾債券轉而購買政府公債，（C）黃金風險比房地產低，

（D）經濟好轉使低評等公司債價格上升，（E）購買指數基金可有效降低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