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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嶺東科技大學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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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經濟學描述成研究：(A)如何投資股票債券 (B)如何配量稀少性的生產資源 (C)政府政策如何影響勞工和

企業 (D)如何使企業獲利 
2. 一般而言，某商品市場存在「短缺」現象時，該商品的價格會：(A)上升 (B)不變 (C)下降 (D)變化不定 
3. 所得愈高的人，購買力愈高，所擁有的商品愈： (A)多 (B)少 (C)不一定 (D) 一樣多 
4. 若交叉彈性係數為負，則 (A)兩種財貨為互補品  (B)兩種財貨為替代品  (C)兩種財貨為獨立品  (D)無法判定 
5. 假定勞動價格固定，勞動為變動要素，AP最高點對應下列何者的最低點：(A) TC曲線  (B) AC曲線  (C) MC
曲線  (D)以上皆非 

6. 假設一完全競爭廠商發現他的 ATC > P > AVC , 則此廠商會： (A)在短期停止生產  (B)獲得零經濟利潤  (C)
在賠錢狀況下繼續生產  (D)會選擇一個產出水準使 P>MC 

7. 假設 1989 年名目GNP為 1,190億元，GNP平減指數為 110。1989 年的實質 GNP約為： (A) 1,040億元  (B)1,082
億元 (C) 1,100億元  (D) 1,124億元 

8. 痛苦指數(misery index)是指： (A)物價膨脹率  (B)失業率  (C)物價膨脹率與失業率之和  (D)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 

9. 下列哪一項不是貨幣的功能？ (A)作為計價的單位  (B)作為價值的儲存  (C)作為交易的媒介  (D)作為激勵

生產的工具 
10. 向政府申請身分證或繳交交通罰款，應該算是：(A) 移轉性支付  (B)消費支出  (C)投資支出  (D)定額稅 

 
第二部份：每題 4分，共 30題，合計 120分 
11. 下列哪一項敘述能定義理性抉擇？ (A)對於每一項決定能事先分析其總成本  (B) 對於每一項決定能事先分
析其總效益  (C)繼續從事某一行為只要其總效益大於總成本  (D)繼續從事某一行為只要其邊際效益大於邊

際成本 
12. 廠商廣告的目的是想使他們的產品需求曲線： (A) 右移，變得較有彈性  (B) 右移，變得較無彈性  (C) 左
移，變得較有彈性 (D) 左移，變得較無彈性 

13. 個人需求曲線為負斜率的原因是：(A)所得變少  (B)邊際效用遞增  (C)邊際效用遞減  (D)負的邊際效用 
14. 長期下，最適要素組合發生於： (A) 等產量曲線與等成本線相切  (B)要素邊際技術替代率等於要素價格比  

(C) 等產量曲線與等成本線相切且要素邊際技術替代率等於要素價格比  (D) 不一定 
15. 匈牙利革命詩人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更高，若為自由故，兩者皆可拋。」試問，當生命、愛情與自由只

能選擇其一時，選擇自由的機會成本為：(A)生命  (B)愛情  (C)生命與愛情  (D)以上皆非 
16. 下列哪一種有關獨占的敘述不正確 (A)追求利潤最大  (B)獨占廠商沒有供給計劃(或供給線)  (C)獨占廠商容

易組織鬆散，冗員過多  (D)獨占廠商不在乎消費者的需要 
17. 寡占市場異於其他所有市場的是： (A) 個別廠商生產異質產品  (B)個別廠商之間的決策互相牽制  (C)常依
賴檟格的競爭  (D)均衡時的價格高於邊際成本 

18. 一般而言，有效的最低工資規定會使得： (A) 失業提高  (B) 失業不變  (C) 失業減少  (D) 以上皆非 
19. 契約(交易)完成後的雙方訊息不對稱，會產生何種問題？ (A) 逆道德  (B) 道德危險  (C) 外部性  (D) 以上
皆非 

20. 獨占廠商的逐財利行為會造成： (A) 政府稅收增加  (B)社會福利增加  (C) 社會無謂損失  (D) 消費者剩餘
增加 

21. 在物物交換時代，n種物品的交易，將產生幾個交換比率？ (A) n 個 (B)  n+1 個 (C)  [n(n-1)]/2個 (D)  n-1 
個 

22.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總市場貨幣需求曲線的斜率為負，這是因為： (A) 當利率上升時，因持有現金的機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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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社會大眾的貨幣需求量增加 (B)  當利率下降時，因持有現金的機會成本低，社會大眾的貨幣需求量減

少 (C)  貨幣供給曲線的斜率為正 (D)  當利率下降時，因持有現金的機會成本低，社會大眾的貨幣需求量增

加 
23. 貨幣供給量的定義中，就流動性的強度而言，下列哪一項為真？ (A) M2 > M1B > M1A (B) M1B > M2 > M1A (C) 

M1A > M1B > M2 (D) M2 > M1A > M1B 
24. 現代國家的經濟系內的內在安定機能(Built-in Stabilizer)以何者為主： (A) 租稅制度與社會安全制度 (B)  租
稅制度與公司紅利制度 (C)  社會安全制與個人消費行為 (D)  財政支出 

25. 古典學派之總供給曲線為： (A) 總產出為物價水準之減函數 (B) 總產出為物價水準之增函數 (C) 總產出固
定於某一水準之曲線 (D) 以上皆非 

26. 在景氣繁榮時，資源利用率高，則 AS曲線： (A) 較平坦 (B) 較陡直 (C) 平坦或陡直都有可能 (D) 與 AS
曲線斜率無關 

27. 石油價格上升時，總合供給曲線： (A) 右移 (B)  不動 (C)  左移 (D)  不確定 
28. 當經濟體系發生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時，此經濟體系內： (A) 產出水準及物價水準俱下跌 (B)  產出
水準及物價水準俱上升 (C)  產出水準上升，物價水準持續下跌 (D)  產出水準下跌，物價水準持續上升 

29. 若工資增加率小於生產力增加率，則物價水準： (A) 不變 (B)  下降 (C)  提高 (D)  不確定 
30. 一經濟成長的適當誘因包括：(A)實質資本的投資(B)人力資本的累積(C)新技術的發明(D)以上皆是 
31. 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產品的生產上均「技不如人」，它仍然可以藉由貿易使自己國家得利，這是(A)絕對優勢

理論(B)比較優勢理論(C)保護貿易理論(D)自由主義 
32. 下列敘述何者為誤？ (A) 保護(Protection)減少消費者選擇 (B)  配額(Quotas)將使價格下跌 (C)  保護將減
少競爭 (D)  保護將低資源使用效率 

33. 根據 Ricardo模型，貿易後各國在生產上： (A) 完全專業化生產一種商品 (B) 部分專業化各種商品皆生產 (C) 
每項產品皆專業生產 (D) 不一定 

34. 設過去一年我國的通貨膨脹率為 10%，美國的通貨膨脹率為 5%，則根據相對購買力平價理論，新台幣對美元

應： (A) 升值 5% (B)  貶值 5% (C)  升值 15% (D)  貶值 15% 
35. 一般而言，小國提高進口關稅稅率會使：(A)世界價格上升 (B)小國進口增加 (C)本國價格下降 (D)小國進口
減少。 

36. 政治景氣循環理論強調下列何種原因促成景氣循環？(A)投資數額的變動 (B)生產力的變動 (C)對價格及工資
變動的錯誤觀察 (D)政治人物對貨幣及財政政策選擇使用的不同  

37. 一般而言，下列何者不屬於所謂的「交易成本」？(A)商品的價格 (B)討價還價所需的時間 (C)取得商品訊息
的花費 (D)品質檢驗的花費  

38. 有關價格管制，下列敘述何者為非？(A)當市場價格低於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時，市場價格將不受價格管制

的影響 (B)當市場價格高於價格下限(price floor)時，市場將產生短缺 (C)價格上限是指市場價格不得高於法律

所規定的價格 (D)價格下限是指市場價格不得低於法律所規定的價格。 
39. 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為水平線，表示：(A)遞增規模報酬  (B)遞減規模報酬  (C)固定規模報酬  (D)以上皆非 
40. 委託－代理問題是因為下列何種原因而產生？(A)財富不對稱 (B)訊息不對稱 (C)良心不對稱 (D)權利不對稱 
 
第三部份：每題 5分，共 10題，合計 50分 
41. 對排放污染的廠商課稅，稅額等於其所引致的外部性，則： (A) 此會提供廠商增加產量的誘因  (B)  此會提
供廠商減少產量的誘因  (C)此無法提供廠商尋求降低污染方法的誘因  (D)此無法降低污染程度 

42. 下列關於推理謬誤何者為錯？  (A) 合成謬誤是指誤將整體反應的現象，視之為個體亦屬必然  (B) 因果謬誤
是指觀察到先後發生的現象，就以為兩者間存在一者為因，另一為果的印象  (C) 分割謬誤是指誤將整體方為
正確的事，用之於解釋個體的行為現象  (D) 以上皆非 

43. 設某廠商在甲、乙兩市場執行第三級差別取價，則 (A) 該廠商所面對之邊際收入就是其所面對之需求線    
(B)  兩市場必須可分隔且需求線必須相同  (C)均衡時在兩市場銷售之邊際收入必須相等  (D)均衡時於兩市

場銷售之價格通常不等，但需求彈性則相等 
44. 若某一廠商在產品與要素市場均是價格的接受者，則使其利潤極大的要素雇用條件為： (A) 邊際產值＝邊際
收益產量＞邊際要素成本＝要素價格 (B)  邊際產值＝邊際收益產量＝邊際要素成本＝要素價格 (C)  邊際
產值＞邊際收益產量＞邊際要素成本＝要素價格 (D)邊際產值＜邊際收益產量＞邊際要素成本＝要素價格 

45. 「國際收支餘額」等於以下哪兩者之和？ (A) 經常帳餘額，官方準備交易帳  (B) 經常帳餘額，資本帳餘額   
(C) 資本帳餘額，官方準備交易帳 (D)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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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當自然失業率為 4%，充皆就業為 1000億時，則實際失業為 6%時，失業成本為何： (A) 20億 (B)  60億 (C)  
960億 (D)  940億 

47. 傾銷是指(A)將產品銷售到國外去 (B)將產品銷毀 (C)產品銷售到國外之價格低於國內價格 (D)傾全力銷售到

國外市場 
48. 在浮動匯率制度下，美元兌換新台幣之匯率從 30提高為 40，則新台幣： (A) 貶值 25%   (B) 貶值 20%      

(C) 貶值 33.33%  (D) 升值 33.33% 
49. 一國的貨幣貶值後，導致：(A) 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品價格提高，以本國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亦提高  (B)以外
幣表示的出口品價格降低，以本國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提高  (C)外幣表示的出口品價格與本國幣表示的進口
品價格均降低  (D)外幣表示的出口品價格與本國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變動的方向不確定。 

50. 在流動性陷阱時：(A)貨幣政策效果充分發揮  (B)財政政策效果為 0  (C)貨幣政策無效  (D)財政政策將產生
排擠效果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