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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試題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及
經營管理碩士班（聯合招生）
准考證號碼：

《作答注意事項》
1.請先檢查准考證號碼、座位號碼及答案卷號碼是否相符。
2.考試時間：100 分鐘。
3.本試卷共有 25 題 單選題，一題 4 分，共計 100 分。
4.請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
5.考試中禁止使用手機或其他通信設備。
6.考試後，請將試題卷及答案卷一併繳交。
7.本試卷採雙面影印，請勿漏答。
8.應試時不得使用電子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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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皆為單選題，請由各選項中選出一個最恰當的答案。答對一題 4 分。
1.假如商品Ｘ的價格下跌使得商品 Y 的銷售量減少，則 X 商品 與 Y 商品 的關係
為何？ (A)替代品 (B)互補品 (C)正常財 (D)劣等財
2.下列何者會造成番茄醬的均衡價格上升和其均衡數量下降？(A)番茄價格下降
(B)番茄價格上升 (C)芥末為番茄醬的替代品，芥末的價格上升 (D)薯條為番茄
醬的互補品，薯條的價格上升
3.下列有關劣等財的敘述，何者正確？(A)劣等財的所得效果為正 (B)劣等財的替
代效果為正 (C)所得提高後，劣等財可能變成正常財 (D)劣等財必定是季芬財
4.某航空公司在新的一年開始時，為了使其總收入金額極大化，採取票價變更策略，
則其應採策略為何？(A)經濟艙因需要彈性小於 1，需降價 (B)經濟艙因需要彈
性大於 1，需漲價 (C)頭等艙因需要彈性小於 1，需漲價 (D)頭等艙因需要彈
性大於 1，需降價
5.小惠有 10 萬元，放在銀行的利率為 2%，投資 A 方案的報酬率是 3%，投資 B
方案的報酬率是 4%。近日小惠的朋友阿全資金周轉困難，小惠情義相挺，決定
無息出借朋友阿全 10 萬元。請問小惠出借資金給朋友阿全，其機會成本是多少
報酬率？(A) 0% (B) 2% (C) 3% (D) 4%
6.假設某一國家生產 X 與 Y 兩種產品，生產可能線為 2X+5Y=10。該國生產 1 單
位 X 產品之機會成本為何？ (A) 0.4 單位Ｙ (B) 2.5 單位Ｙ (C) 5 單位Ｙ
(D) 10 單位Ｙ
7.有關長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關係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長期平均成本線是
短期平均成本線最低點的組合 (B)長期平均成本線一定不高於短期平均成本線
(C)長期邊際成本線是短期邊際成本線最低點的組合 (D)長期邊際成本線一定
低於短期邊際成本線
8.假設某追求利潤最大的獨占廠商，面對市場需求曲線 p=15-q，其中 p 及 q 分
別為價格及產量，且其總成本函數為 TC(q)=10+3q。該廠商最適價格及數量下
所對應的消費者剩餘為：(A) 6
(B) 12 (C) 18 (D)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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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若原料獨占商對兩個下游產品製造商採取三級差別訂價，則相對於付低原料價格
之製造商，對於付高原料價格的製造商而言，下列何者正確？ (A)產品價格較高
(B)原料商邊際生產力較大 (C)原料商需求彈性較小 (D)原料商使用量較少
10.下列關於生產者剩餘之敘述，何者正確？(A)完全競爭廠商之經濟利潤為零，故
完全競爭市場之生產者剩餘也是零 (B)獨占廠商的利潤一定大於零，所以生產者
剩餘也一定大於零 (C)需求減少需求曲線左移將使生產者剩餘變大 (D)需求
減少需求曲線左移將使生產者剩餘變小
11.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所發布的資料，若由支出面來衡量國民所得，則在臺灣下列
那一項目占 GDP 的比例最高？ (A)民間消費 (B)國內投資 (C)政府消費
(D)淨出口
12.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等於： (A)GNP 減折舊 (B)GNP 加折舊
減折舊再減去間接稅 (D)GNP 減折舊再加上間接稅

(C)GNP

13.根據古典二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若貨幣供給提高 1%，則產出可能改
變為何？ (A)提高 1% (B)降低 1% (C)不變 (D)無法確定
14.下列何者對家計部門消費決策的影響最小？(A)中間財價格
家計部門所得 (D)利率

(B)消費財價格(C)

15.當預期通貨膨脹率上升時，則： (A)整條短期菲力普曲線向上移動 (B)整條短
期菲力普曲線向下移動 (C)整條長期菲力普曲線向左移動 (D)整條長期菲力
普曲線向右移動
16.在固定匯率制度下，若購買力平價說成立，則： (A)兩國利率相同
業率相同 (C)兩國經濟成長率相同 (D)兩國物價膨脹率相同
17.若日圓相對美元的需求增加，將會發生下列何種情況？ (A)日圓貶值
需求增加 (C)美元升值 (D)美元貶值

(B)兩國失

(B)美元

18.在浮動匯率制度下，中央銀行不能採取下列何項措施？ (A)釘住美元 (B)調整
應提準備率 (C)中央銀行在公開市場買進債券 (D)中央銀行在公開市場賣出
債券

-2-

1 0 6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及經營管理碩士班(聯合招生)
第 3 頁，共 3 頁
經濟學考科

19.當經濟不景氣時，則： (A)產出通常會增加 (B)利率通常會下跌
減少 (D)所得通常會增加

(C)失業通常會

20.下列有關自然失業率之敘述，何者錯誤？ (A)自然失業率中包含摩擦性失業
(B)自然失業率中包含結構性失業 (C)自然失業率中包含循環性失業 (D)實際
失業率等於自然失業率，即稱為充分就業
21.當股市繁榮、股價飆漲而影響總合需求時，中央銀行可以採取下列何項措施來抵
銷該影響？ (A)調高應提準備率 (B)調降應提準備率
(C)調降重貼現率 (D)
買進債券
22.某國採行「加值型營業稅」，其稅率訂為 5%。現有一生產過程如下：老天爺賜
給甲農夫小麥種子以種植小麥，農夫收成後以 100 元出售給乙麵粉廠，乙麵粉
廠加工製成麵粉後，以 150 元出售給丙麵包店，丙麵包店製成麵包，以 300 元
出售。此一生產流程中，政府課徵之營業稅收共計多少？ (A)5 元 (B) 7.5 元
(C) 10 元 (D) 15 元
23.根據凱因斯模型，下列何者為景氣衰退的原因？ (A)勞動供給減少
求減少 (C)總合供給減少 (D)總合需求減少

(B)勞動需

24.有關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其值愈大表示所得
分配愈平均 (B)當其值為-1 時，所得分配最不平均 (C)當其值為 1 時，所得
分配最平均 (D)當其值為 0 時，所得分配最平均
25.小蘭在所得為零時，仍要支付每月固定食宿、瑜珈課程 4,000 元，她每月有
20,000 元可支配所得，每月總消費為 18,000 元，此時小蘭的「邊際消費傾向」
與「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 (A) 0.2 與 0.9 (B) 0.7 與 0.3 (C) 0.7 與 0.7
(D) 0.7 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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