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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
外交行政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外交領事人員類科英文組一、外交領事人員類科法文組、外交領事人員類科
德文組、外交領事人員類科日文組、外交領事人員類科西班牙文組、外交領
事人員類科韓文組、外交領事人員類科土耳其文組、外交領事人員類科葡萄
牙文組
科
目：國際經濟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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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區域經濟整合的靜態經濟效果有所謂貿易創造效果（trade creation
effect）與貿易移轉效果（trade diversion effect）
，其意義為何？（8 分）
假設馬來西亞（A 國）X 財的國內供給與需求分別為：
QAs＝-10+P，QAd＝70-P。
若馬國由臺灣進口 X 財，其每單位成本為 20 元，由韓國進口 X 財，
其每單位成本為 25 元，又馬國對 X 商品的進口一律課徵每單位 10 元
的從量關稅。試繪圖並求解：若馬國因與韓國（而不與臺灣）簽署且
落實（implemented）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後的貿
易創造效果、貿易移轉效果與總效果。（15 分）
請分別闡述該 FTA 落實後，對韓國、臺灣與全球（包括馬來西亞）的
福利效果之影響方向。（7 分）
二、分別解釋課徵進口關稅（import tariff）與進口限額（import quota）政
策之目的。
（6 分）
以小國為例繪圖說明進口關稅與進口限額的對等性分析（equivalence
of tariff and quota），並舉例說明此二進口政策之對等性可能不成立之
情況。（14 分）
三、請闡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匯率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之內容、特色、以及其帶給全球的影響與問題；並
說明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金本位制度之差異。（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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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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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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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表為 A、B 兩國生產每單位 X、Y 商品所需投入的勞動時間。以該表內容，根據比較利益原則
所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家

2

3

4

5

商品

A

B

X

3

9

Y

4

2

 A 國將自 B 國進口 X 商品
 B 國將對 A 國出口 Y 商品
 A、B 兩國將不會進行貿易
需要更多資訊才能加以判斷
在遞增機會成本（increasing opportunity cost）假設條件下，A 國會增加生產具備比較利益的商品
（commodity）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際貿易，則 A 國的比較利益商品生產會傾向什麼程度的專業化
（specialization）？
完全
部分
小部分
零
假設兩國生產技術與需求相近條件下，美國的資本／勞動（capital/labor）因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比例是 0.5，中國的資本／勞動比是 0.02。則與中國相比較時，下列何者關於美國的
資本使用成本相對於其勞動使用成本是正確的？
偏高的
偏低的
無差異的
無法比較
小國對於進口汽車數量的限制可以透過課徵關稅（tariffs）或進口配額（quota）的措施完成。A 國
課徵進口關稅所限制進口的汽車數量與實施進口配額限制的數量一樣，則當 A 國國內汽車需求增
加時，在分別實施關稅與進口配額之情況下，國內汽車均衡價格各會如何改變？
不變，不變
上升，下降
不變，上升
不確定，不確定
根據下圖內容，其中 PW 代表商品的世界價格，而橫軸數量 Q 是以千為單位。若對商品課徵關
稅，政府可獲取 ① ，因課徵關稅產生的無謂損失為 ② 。

①$50,000 ②$25,000
①$60,000 ②$10,000
①$10,000 ②$50,000
①$220,000 ②$30,000
6 下列何者屬於非關稅壁壘的措施？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政府採購政策
匯率政策
財政政策
7 根據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模型，對比較利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產品的發展已成熟，比較利益將可能由原產品發明國轉移至其他國家
對農產品或同質的工業產品而言，比較利益與這些產品所處的生命週期階段有關
不論產品所處生命週期為何，原發明國將持續保有比較利益的地位
比較利益與一國所擁有的技術勞動資源與研究發展產品的能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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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加入區域貿易組織，使一國減少與非會員國之貿易，改偏向會員國進行貿易之現象稱為：
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
貿易扭曲（trade distortion）
貿易排除（trade exclusion）
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
9 為避免外國競爭對本國產業之不公平與不利影響，發展中國家應該扶植其正處於發展階段的產
業，此論點為：
免責條款假說
制度性公平貿易政策
保護國內市場
幼稚產業觀點
10 若一國中央銀行不樂見該國貨幣之價值相對於其他貨幣上升，將會採行 ① 貨幣政策，以 ② 該
國國內利率水準，使該國貨幣趨於弱勢。
①緊縮性 ②降低
①擴張性 ②提高
①緊縮性 ②提高
①擴張性 ②降低
11 若某投資人手中未持有歐元，但預期歐元在爾後三個月內的價值將持續下滑。在該投資人預期正
確下，投資人採下列何種操作，將可以出現獲利？
買空歐元
賣空歐元
賣空美元
作多歐元
12 有關形成 J 曲線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短期內供給高於需求，供給與需求在長期方達到相等所致
因大眾隨新訊息進行調整，而出現的過度反應現象
因投資人過度謹慎選擇外幣交易工具之行為所致
相較於長期，因短期內商品之供給與需求較不具有彈性所致
13 在固定匯率與資本完全移動下，有關總體經濟政策效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貨幣政策具超級有效性
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效果較差
財政政策無效
貨幣政策無效
14 根據 IS-LM-BP 模型，位在 BP 線左邊的區域，表示經濟體出現：
內部失衡
國際收支赤字
國際收支盈餘
外部平衡
15 有關固定匯率機制之優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可將投機行為排除
可將系統性風險排除
可將匯率波動排除
採此機制之國家，鮮少出現信用風險問題
16 若美元、日圓與新臺幣即期匯率的報價為 NT/$=30.5-30.6、Yen/$= 105-106，則透過交叉匯率計算
出之一單位新臺幣兌換日圓的報價為：
105 106
105 106
106 105
106 105








30.6 30.5
30.5 30.6
30.6 30.5
30.5 30.6
17 開發中國家因為不當的經濟決策導致國家收支帳（balance of payment）出現赤字（debt），可以尋
求那一個國際機構提供協助以獲取長期的國際收支帳平衡？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18 歐元（eurodollars）已經成為美國重要的外幣存款（deposits）
，主要是因為美國的銀行以相對於本
國貨幣存款比較狹窄的利差（narrower margins）發行歐元存款帳戶進行歐元買賣。銀行如此操作
的原由是因為歐元存款在美國屬於什麼性質？
重要的兌換貨幣
好的投資標的
免除監控
社會地位象徵
19 1944 年成立的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WB）是聯合國系統國際金融機構，主要任務除對開發
中國家提供貸款，以促進經濟發展外，尚包括：
現代化建設
市場開放
減輕貧困
減少污染
20 有關貨幣政策於固定匯率機制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具有國際準備貨幣地位者，該國將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
將本國貨幣幣值釘住他國貨幣者，將擁有更高之貨幣政策自主性
將本國貨幣幣值釘住他國貨幣者，將擁有控制他國貨幣政策的能力
將本國貨幣幣值釘住他國貨幣者，將不具有自己國家之貨幣政策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