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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答題(10%)
1、 有些先進國家(例如荷蘭)允許毒品在市場上交易。如果政府採行這樣的
做法，讓毒品在市場上成為合法交易，並課以重稅，再利用稅金向民眾
宣導吸毒的害處、推行戒毒計劃，這將對毒品市場成何種衝擊?試以供需
圖進行分析。
B. 選擇題(單選) (90%)
1、 科技創新將導致
a) 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b) 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c) 供給曲線向右移動 d) 供給曲線向左移動
2、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當價格上升導致某商品的營收下，我們可推
知該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為
a) 有彈性(elastic)
b) 沒有彈性(inelastic) c) 單位彈性(unit elastic) d)
完全沒有彈性
3、 當市場的需求沒有彈性，供給有彈性，政府對這樣的市場課稅將造成
a) 買方承受大部分的負擔 b) 賣方承受大部分的負擔
c) 買方與賣方承受同樣的負擔 d) 無法決定誰的負擔較重
4、 供給者剩餘為
a) 供給曲線以下的區域 b) 供給與需求曲線之間的區域
c)價格以下、供給曲線以上的區域 d) 價格以上、需求曲線以下的區域
5、 加倍課稅將使得無謂損失的規模
a) 為原先的三倍 b)加倍 c)不變 d)為原先的四倍
6、 關稅與進口配額的主要差別在於
a) 進口配額不會造成無謂損失，關稅造成無謂損失

b) 關稅幫助國內消費者，進口配額則幫國內生產者
c) 關稅增加政府稅收，進口配額則增加配額持有人的收入
d) 以上皆是
7、 下列那一種說法告訴我們私有帝場可以有效的處理外部性(externalities)
問題?
a) 看不見的手 b) 理性預期 c) 寇斯定理 d) 效率市場
8、 不壅塞的道路可視為
a) 公共財 b) 私有財 c) 共同資源(common resource) (d) 自然寡占下
的商品
9、 當邊際成本小於平均總成本時
a) 邊際成本小於平均總成本時 b) 平均總成本隨產出遞減
b) 平均總成本隨產出遞增 d) 平均變動成本隨產出遞減
10、下列何種情況為經濟規模?
a) 長期平均成本隨產出上升 b) 平均固定成本隨產出下滑
c) 長期平均成本隨產出下滑 d) 長期平均成本不隨產出改變
11、當獨占者面臨負斜率的市場需求曲線
a) 平均營收低於邊際營收 b) 邊營收高於獨占價格
b) 平均營收低於獨占價格 d) 邊際營收低獨價格
12、寡占下的市場價格將
a) 低於獨占市場、高於完全競爭市場
b) 低於獨占市場與完全競爭市 c) 高於獨占市場與完全競爭市場
c) 高於獨占市場、低於完全競爭市場
13、一個壟斷性競爭市場下的利潤極大公司，其生產點位於
a) 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 b) 需求曲線上的單位彈性點
b) 產能過剩(excess capacity)點 d)效率規模(efficient scale)點
14、當勞力供給曲線為正斜率時，即代表
a) 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 b) 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b) 人們隨著所得增加而降低工作時間 d)所得效果等於替效果
15、GDP 平減指數為
a) 名目 GDP 除以實質 GDP b) 名目 GDP 除以實質 GDP 再乘以 100
b) 實質 GDP 除以名目 GDP d) 實質 GDP 除以名目 GDP 再乘以 100
16、對我國而言，進口石油價格上升將使(註:CPI 為消費者物價指數)
a) GDP 平均減指數上升的幅度超過 CPI
b) GDP 平均減指數上升的幅度小於 CPI
c) GDP 平均減指數上升的幅度等於 CPI
d) GDP 平均減指數上升的幅度略小於 CPI
17、就長期而言，儲率的提高將增加
a) 所得(level of income) b) 產出成長率 c) 生產力成長率

b) 以上皆是
18、美國到墨西哥投資設廠將使
a) 墨西哥 GNP 增加的幅度超過 GDP
b) 墨西哥 GDP 增加的幅度超過 GNP
c) 墨西哥 GDP 增加，GNP 不變
d) 墨西哥 GDP 與 GNP 皆維持現狀
19、高本益比代表
a) 股價被高估或人們對企業前景感到樂觀
b) 股價被高估或人們對企業前景到悲觀
c) 股價被低估或人們對企業前景感到樂觀
d) 股價被低估或人們對企業前景感到悲觀
20、透過工會與雇主達成的薪資協議，將帶來
a) 薪資與失業率的上升 b) 薪資與失業率的下降
b) 失業率的上升與薪資的下降 d) 失業率的下降與薪資的上升
21、央行在公開市場出售公債即代表
a) 貨幣供給增加 b) 貨幣供給減少
b) 貨幣供給不變 d) 重貼現率降低
22、銀行選擇持有更少的超額準備(excess reserves)，這代表
a) 貨幣供給增加
b) 貨幣需求增加
c) 貨幣乘數增加
d) 重貼現率降低
23、下列何者為通貨膨脹的缺點
a) 財政赤字 b) 稅制扭曲 c) 失業率 d) 經濟衰退
24、貨幣中立性(monetary neutrality)的涵義為
a) 貨幣供給的改變將影響價格與產出
b) 貨幣供給的改變將影響產出，但不影響價格
c) 長期的，在短期不成立
d) 短期的，在長期不成立
25、購買力平價說(purchasing-power)描述
a) 決定價格的短期因素 b) 決定價格的長期因素
b) 決定匯率的短期因素 d) 決定匯率的長期因素
26、當國家的財政赤字增加
a) 可貸資金的供給向右移動 b) 可貸資金的需求向右移動
b) 可貸資金的供金向左移動 d) 可貸資金的需求向左移動
27、股市崩盤讓民眾的財富縮水，民眾因此
a) 增加消費，導致總供給向右移動
b) 增加消費，導致總需求向右移動
c) 減少消費，導致總供給向左移動
d) 減少消費，導致總需求向左移動

28、下列那一個狀況將使價格下跌與實質 GDP 上升？
a) 長期總供給向右移動
b) 長期總供給向左移動
c) 總需求向右移動 d) 總需求向左移動
29、在短期內，央行增加貨幣供給將導致利率
a) 上升，總需求向右移動 b) 上升，總需求向左移動
b) 下跌，總需求向右移動 d) 下跌，總需求向左移動
30、排擠效果意指，政府開支增加導致
a) 利率上升，投資增加 b) 利率上升，投資減少
c) 利率下跌，投資增加 d) 利率下跌，投資減少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