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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嶺東科技大學進修部 97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招生考試試題 

經  濟  學  
注意： 

1. 本試題共計 50題，總分 200分。 

2. 請選擇一個最適當答案，以原子筆依次填寫在答案卷上。 

3. 答錯者，不倒扣；未填答者以 0分計。有關數值計算題目，以最接近答案為準。 

 
第一部份：每題 3分，共 10 題，合計 30 分 

1. 老李以養豬為業，則口蹄疫爆發後對老李的供給曲線有何影響？(A)供給曲線向右移  (B)供給曲線變平坦  (C)供給曲線

變陡  (D)供給曲線向左移 

2. 若需求曲線為一水平線，則下列何者正確？(A)均衡價格由供給面決定  (B)需求彈性為 1  (C)需求曲線為完全無彈性 

(D)需求曲線為完全彈性 

3. 下列有關完全競爭市場中廠商邊際收益之敘述何者為非？ (A)邊際收益線為負斜率的線 (B)等於市場價格 (C)邊際

收益線為水平線 D) 等於平均收益 

4. 在下列有關完全競爭市場的敘述中，何者有誤？(A)每家廠商生產的產品完全同質 (B)廠商可抬高價格以增加利潤    

(C)廠商擁有充份的訊息 (D)廠商數目眾多 

5. 自然獨佔的廠商，具備何種生產結構？(A)規模經濟 (B)外部性 (C)利潤極大 (D)規模報酬 

6. 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合理經濟發展，應以何為原則？(A)長期發展 (B)永續發展 (C)均衡發展 (D)短期發展 

7. 一九七零年代以後，在何種背景下凱因斯理論逐漸受到其他新學派的挑戰？(A)發生停滯性物價膨脹  (B)經濟大蕭條 

(C)美元大幅貶值  (D)美國貿易赤字大幅擴大 

8. 角頭大哥阿助目前從事放高利貸的工作，則他的職業屬於(A)地上金融  (B)間接金融  (C)地下金融  (D)直接金融 

9. 所謂停滯性通貨膨脹係指(A)貨幣供給減少，物價上漲  (B)產出下降,物價上漲  (C)產出上升,物價上漲  (D)政府支出增

加,物價上漲 

10.中共向台灣發射導向飛彈，台灣人心慌亂，紛紛將存款換成美元匯往國外帳戶，外匯市場上會發生何種變動?(A)外匯的

需求曲線左移  (B)台幣相對於美元會貶值  (C)匯率不變  (D)外匯的供給曲線右移 

 
第二部份：每題 4分，共 30 題，合計 120 分 

11. 下列對市場均衡之描述何者有誤(A)只要有供需，市場均衡必定存在 (B) 為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之交點 (C) 若無其

他因素改變供需，市場將持續保持均衡 (D) 個人之行為無法影響市場均衡 

12.牛肉價格上升 5%使雞肉的需求量增加 2%，由此可知(A)雞肉的需求彈性為 2.5  (B)雞肉對牛肉的交叉彈性為 0.4  (C)

雞肉為一正常品  (D)牛肉與雞肉為互補品 

13.檳榔有害健康，為減少民眾對檳榔之消費政府決定進行價格管制，此一措施的成效取決於(A)所得彈性  (B)供給彈性   

(C)政府魄力  (D)需求彈性 

14.經濟學家以效用來表示(A)消費物品所獲得的滿足程度  (B)個人自利行為之代價  (C)物品實際上有用的程度  (D)物品

的真實價值 

15.皮卡丘想買一台價值 80000元的發電機來補充電力，此時的儲蓄利率為 6%，投資股票的報酬率為 10%，假如皮卡丘為

了增強實力而買了發電機，請問皮卡丘買發電機的機會成本為(A)88000元  (B)12800元  (C)84800元  (D)8000元 

16.下列有關獨佔廠商與完全競爭廠商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A)兩者的短期利潤均可能為正或負  (B)兩者在長期時均

會在長期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生產  (C)兩者的長期利潤均為零  (D)兩者的短期供給線均為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上

的邊際成本線 

17.下列敘述何者有誤？(A)反獨佔的政策目的為限制獨佔力的濫用  (B)制訂獨佔法是為了阻止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發生   

(C)我國的反獨佔法為消費者保護法 (D)常用來規範獨佔的工具為「管制」和「反獨佔」法 

18.在台灣的公路運輸未開放民營之前，只有台汽一家合法的公路運輸業者，然而當時卻存在為數不少的非法「野雞車」業

者，與台汽爭奪顧客。像這樣存在獨大廠商，但卻面臨很多潛在競爭者威脅的市場屬於(A)獨佔性競爭市場 (B)完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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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市場 (C)可競爭市場 (D)寡佔市場 

19.王老五在夜市擺攤子賣小吃，月入數百萬。原本他都沒有誠實納稅，後來他被稅捐機關盯上之後，必須誠實納稅，自此

之後他一個禮拜只工作 5天而非 7天，最可能的解釋為？(A)王老五賭氣不想工作 (B)所得效果使得王老五減少工作 

(C)休閒的機會成本增加了，使得王老五不工作 (D)替代效果使得王老五減少工作 

20.對任意甲、乙二人，若使甲的效用增加，此時必然影響到乙的效用減少，則此情形謂之(A)柏瑞圖最適境界 (B)柏瑞圖

效用交換 (C)柏瑞圖改善 (D)柏瑞圖理想國 

21.經濟效率的條件不包括(A)產品交換效率 (B)產出組合效率 (C)效用組合效率 (D)要素組合效率 

22.公共財總需求的推導過程中，何種性質扮演重要的角色？(A)非敵對性 (B)無排他性 (C)敵對性 (D)排他性 

23.關於「道德風險」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A)交易的一方於合約簽訂後所採取某些行為不會被另一方發現 (B)健保制

度只能算是反向選擇實例，不可以算是一個道德風險的實例 (C)交易或定契約的雙方有資訊不對稱的情形存在 (D)

產險合約常定有自付額的條款就是為了減少道德風險發生的機率 

24.下列何者不算是為了解決「反向選擇」而採取的做法？(A)汽車銷售通常配有保固期 (B)廠商通常很看重商譽 (C)保險

交易時常會要求被保險人去作健康檢查 (D)汽車保險通常都有自付額 

25.關於「債券」特性的描述下列何者為正確？(A)債券的風險較股票為高，因為債券有倒帳風險 (B)倒帳風險高，評價等級

極低債券通常稱為「垃圾債券」 (C)債券每期付的利息一定是固定的 (D)一般常把到期日一個月以上的債券稱為票券 

26.根據古典學派的看法：(A)供給自創需求 (B)政府應採行減稅政策，以刺激人民工作意願 (C)失業與經濟衰退之所以產

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 (D)價格具有僵固性 

27.下列何者為總體經濟所關切的“總量”觀念？(A)我國去年的出口總金額 (B)新加坡去年勞工平均工資 (C)仁寶電腦

去年營收總額 (D)美國上一季躉售物價指數 

28.下列何因素可以解釋為何政府支出通常大於政府購買?因為(A)政府的公債利息  (B)政府支付公務員薪水  (C)政府赤字 

(D)政府興建學校 

29.當物價膨脹率上漲 3%，若要求實質工資維持不變，則名目工資要上漲：(A)6% (B)0% (C)9% (D)3%  

30.當實際失業率等於自然失業率時，則社會上不存在下列何種失業？(A)結構性失業 (B)隱藏性失業 (C)摩擦性失業  

(D)循環性失業 

31.當人們預期未來實質可支配所得下降時，則下列何者正確？(A)沿著消費--所得曲線往上移動 (B)消費--所得曲線往下移

動 (C)消費--所得曲線往上移動 (D)沿著消費--所得曲線往下移動 

32.下列何者是產生「節儉矛盾」的充分條件之一？(A)投資是所得的正向函數 (B)進口量為常數 (C)出口量為常數 (D)

自發性消費為正 

33.貨幣基數是：(A) 通貨+支票存款 (B)通貨發行餘額 (C)通貨+商業銀行於中央銀行的存款 (D)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的

借款 

34.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買賣公債以調節貨幣供給,此政策稱為：(A)重貼現政策 (B)公開市場操作 (C)公債政策 (D)準備

率政策 

35.政府支出的融通手段不包括? (A)發行公債 (B)使用央行持有的外匯 (C)賦稅融通 (D)發行貨幣 

36.根據馬爾撒斯人口論，當一國農業灌溉技術進步時，其對經濟體系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A)長期人口成長率上升 (B)

長期均衡工資上升 (C)長期均衡工資下降 (D)均衡人口數上升 

37.請問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是：(A)印尼大銀行相繼倒閉 (B)韓國大企業相繼關廠 (C)泰銖貶值 (D)馬來西亞

股市崩盤 

38.在古典模型中, 自由貿易的特色主要是因為它帶來(A)生產力的提高 (B)產品需求的減少 (C)生產的專業化 (D)生產

規模的改變 

39.何謂平衡稅 (countervailing duty)？(A) 政府對進口的零件原料課稅，再將製成品以先前課稅的金額補貼出口 (B)政府課

徵適當關稅以達成預算的平衡 (C)政府對 A項進口品課稅，也對 A項出口品補貼相同的金額 (D)因外國政府對其出

口品實施補貼，故本國政府針對受補貼的商品所加課的關稅 

40.下列哪項敘述不是幼稚產業的特徵？(A)關稅保護可以提供國內生產機會，累積生產經驗 (B)產業有學習效果，生產經

驗愈多，生產成本愈低 (C)後進國家可能有進入該產業的障礙 (D)人口結構年輕的國家具有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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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每題 5分，共 10 題，合計 50 分 

41.香菸市場僅有甲與乙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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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X與 Y的價格皆為 1，某人的效用函數為 U = XY 且所得為 20，則 X與 Y的最適選擇為 (A) 2，8 (B)8，12 (C)5，

15 (D)10，10 

43.小明認為喝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無任何差別，則下列何者有誤？(A)無異曲線為一直線 (B)若兩者價格相同小明仍將只

購買一種 (C)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為完全替代 (D)若兩者價格不同小明將只購買價格較低者 

44.中華電信服務網的生產函數為 Q=2L+3K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邊際技術替代率為固定的數值 (B)L與 K在生

產上是完全互補的關係 (C)勞動邊際產量為 2 (D)資本邊際產量為 3 

45.假設「麥克搜夫公司」為一軟體獨佔廠商，其面對之市場需求函數為 Q=10-P，而成本函數為 C(Q)=2+Q^2，若麥克搜夫

公司採行單一定價，則其最適產量與價格為何？(A)產量=2.5，價格=$5 (B)產量=10/3，價格=$5 (C)產量=2.5，價格

=$7.5 (D)產量=10/3，價格=$7.5 

46.假設台灣電子產業存在 6家廠商，分別為一心（市場佔有率 30%）、二聖（市場佔有率 20%）、三多（市場佔有率 15%）、

四維（市場佔有率 15%）、五福（市場佔有率 10%）、六合（市場佔有率 10%）四家廠商。試問其四大售額指數與賀氏

指標各為多少？(A)四大售額指數 0.175，賀氏指標 1950 (B)四大售額指數 0.8，賀氏指標 1750 (C)四大售額指數 0.175，

賀氏指標 1750 (D)四大售額指數 0.8，賀氏指標 1950  

47.假設台灣的薪水階級今年的年收入為 50萬元，稅率為 20%，大家都最適的工作 300天。假設明年經濟成長使得大家的

薪資都成長 5%，但是政府調高稅率使稅後所得不變，假設兩年的其它條件都一樣，問明年大家會工作幾天？(A)320天 

(B)300天 (C)不能計算 (D)280天 

48.若托賓 q值（Tobin's q）大於 1，這表示(A) 市場的利率大於公司的投資報酬率 (B)公司的投資報酬低於資金成本 (C)

公司資產的現值大於其重置成本 (D)公司的投資報酬率大於資產的折舊率 

49.設社會生產 X,Y兩商品,第一年 X商品及 Y商品的價格與數量分別為(2,100),(10,40),第二年 X商品及 Y商品的價格與數

量分別為(3,80),(8,60),請問第二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為多少？（以第一年為基期）(A)103.3 (B)121.4 (C)105.6 (D)94.7 

50.以下對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敘述，請問何者有誤？(A)關稅貿易總協定的前身為世界貿易

組織 (B)關稅貿易總協定的功能為，規範各國政府的貿易行為，主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各國貿易障礙 (C)由關稅貿

易總協定中主導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是一項雙邊談判 (D)世界貿易組織(WTO)自 1995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