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 財經廉政
科
目： 經濟學概論與財政學概論
考試時間： 2 小時

代號：22660

全一張
（正面）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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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一、假設一個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之效用函數可表達為：X Y ，函數中 X、Y 為兩項消費

品之數量，α、β>0。再假設 PX、PY 代表 X、Y 之市場價格，M 為消費者之名目總支出。
請回答下列各問題：
導出消費者對 X、Y 之需求函數。（15 分）
如果總支出及消費品價格皆上漲一倍，則需求量如何變動？另一方面，若總支出及消
費品價格皆下跌 50%，需求量又如何變動？（5 分）
利用無異曲線圖來表示靜態分析的結果，則消費者之所得消費線（income consumption
curve）與價格消費線（price consumption curve）之形狀及特點為何？（5 分）
二、說明什麼是克拉克租稅（Clarke tax）？假設一簡單的社會中祇有兩個成員，兩人都對一

純公共財有負斜率的邊際願付意願（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曲線。其中一人為逃
避負擔公共財的財務成本而低報對公共財的偏好，另一人則誠實顯示。再假設公共財的
邊際成本曲線為一正斜率之直線。雖有人低報公共財之偏好，但提供公共財之政府部門
卻信以為真以決定公共財之供應量，此數量是否符合效率的要求？若政府要以克拉克租
稅來解決隱瞞偏好的問題，克拉克租稅應如何設計？均衡如何達成？均衡是否滿足效率
配置的條件？（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22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 20 題，每題 2.5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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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對某品牌運動鞋之需求與供給曲線分別如下： QYd = 25 − 0.4 PY ; QYs = 5 + 0.6 PY ，其中 QYd 為運動鞋之需求量， QYs
為運動鞋之供給量， PY 為運動鞋之價格。試問此時張三之運動鞋之需求與供給彈性分別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
需求彈性為-0.40，供給彈性為 0.60
需求彈性為-0.47，供給彈性為 0.71
需求彈性為-0.59，供給彈性為 0.88
需求彈性為-0.62，供給彈性為 0.94
張三在一星期內可製造 40 雙球鞋，20 雙皮鞋；而李四可製造 30 雙球鞋，30 雙皮鞋。試問下列何者正確？
張三在球鞋之生產上具比較利益，李四在皮鞋之生產上具比較利益
李四在球鞋之生產上具比較利益，張三在皮鞋之生產上具比較利益
張三在球鞋與皮鞋之生產上皆具比較利益
李四在球鞋與皮鞋之生產上皆具比較利益
下列獨占性競爭廠商之敘述何者錯誤？
獨占性競爭廠商之短期利潤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
獨占性競爭廠商在長期均衡時其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獨占性競爭市場裡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因此獨占性競爭廠商之長期利潤為零
獨占性競爭廠商在長期有發揮最大的生產效率
勞動供給曲線後彎之原因為：
工資變動之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
工資變動之所得效果小於替代效果
工資大於勞動之邊際產值
工資小於勞動之邊際產值
d
某一生產要素之需求與供給曲線可表示如下： QF = 150 − 0.6 PF ; QFs = 50 + 0.4 PF ，其中 QFd 為要素之需求量， QFs 為要
素之供給量， PF 為要素之價格。試問該要素之經濟租為何？
 2250
 2500
 2750
「不可能之三頭馬車」（Impossible Trinity），指的是：
浮動匯率制度，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管制不可能同時存在
固定匯率制度，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管制不可能同時存在
浮動匯率制度，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完全移動不可能同時存在
固定匯率制度，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完全移動不可能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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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通貨膨脹之說明何者錯誤？
通貨膨脹為物價持續上漲之現象
石油危機所引發之通貨膨脹為成本推動之通貨膨脹
菲利普曲線隱含政府可以同時達成降低失業率與穩定物價之政策目標
若實質利率不變，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使名目利率上升
假設一國之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進口（M）及出口（X）如下：C＝100＋0.5Yd，Yd＝（Y－T(Y)），
T(Y)＝0.4Y，I＝ I ＝20，G＝ G ＝50，X＝ X ＝30，M＝20＋0.1Y，其中 Y 為所得，Yd 為可支配所得，T 為所得稅。
試問此時之均衡所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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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總合需求曲線之敘述何者錯誤？
總合需求曲線為商品與貨幣市場均衡下，價格與產出間之負向關係
貨幣供給減少則總合需求曲線左移，政府支出增加則總合需求曲線右移
貨幣供給減少則總合需求曲線右移，政府支出增加則總合需求曲線右移
民間消費之外生增加則總合需求曲線右移，民間投資之外生增加則總合需求曲線右移
下列有關投資理論之敘述何者錯誤？
古典學派之投資函數顯示投資受實質利率之影響
投資之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theory）指的是產出之波動造成投資更大幅度之波動
 Tobin q 比率指的是建構資本之市場價值占建構資本之重置成本的比率
 Tobin q 小於 1 表示廠商會購買新機器設備，Tobin q 大於 1 表示廠商不會購買新機器設備
我國現行的統籌分配稅款、計畫型補助款之主管機關分別為：
前者為財政部、後者為行政院各部會
前者為行政院各部會、後者為行政院主計總處
前者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後者為財政部
前者為行政院各部會、後者為財政部
有關地方財政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間的課稅輸出（tax exporting）會使人民租稅負擔之淨效果變得複雜且不確定
一般而言，所得重分配由中央政府執行的效果較地方政府為佳
帝波（Tiebout）以腳投票（voting by feet）的結果將使社會所得分配更公平
用以腳投票來實現最適均衡，必須各地區的公共財不產生外溢效果
跨國間租稅課徵的調和有所謂「目的地原則（destination principle）」，其主要適用於何種類型的租稅課徵？
所得稅
不動產財產稅
動產財產稅
消費稅
有關我國現行房屋稅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房屋標準價格由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房屋標準價格每二年重新評定一次
房屋稅規定的房屋耐用年數與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的固定資產耐用年數，兩者相同
評定房屋標準價格需考量當地的房屋供求概況
有關租稅課徵「相等比例犠牲公平」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其探討租稅課徵的受益公平，且租稅必須採比例稅率
其探討租稅課徵的量能公平，且租稅必須採比例稅率
其探討租稅課徵的受益公平，但租稅不一定採比例稅率
其探討租稅課徵的量能公平，但租稅不一定採比例稅率
關於所得稅採均一稅（flat tax）課徵方式之建議，其主要目的為：
簡化稅務行政
促進稅制累進性
增加政府稅收
改善稅制公平性
有關尖峰負荷定價（peak-load pricing）的敘述，下列那些是正確的？①適用於短期生產能量受到限制的財貨 ②適用
於不易儲存的財貨 ③適用於需求不平均的財貨 ④其定價目的在賺取最大利潤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有關公共投資成本效益分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發生金融效益或成本，對整體社會並不產生無效率問題
當社會折現率愈高，則淨效益現值（present value of net benefit）會愈大
當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的值大於零，則淨效益現值也大於零
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是指使淨效益現值最大化的折現率
下列那些項目是達成寇司理論（Coase Theorem）效率解的條件：①外部性的影響範圍不大 ②財產權可歸屬污染者
或受污染者 ③由政府介入主導協商 ④污染的邊際成本需降為零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有關殊價財（merit goods）與俱樂部財（club good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二種財貨都不適用排他原則
二種財貨都適用排他原則
前者適用排他原則，後者則不適用
前者不適用排他原則，後者則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