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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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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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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假設一國境內僅有一家生產電腦的廠商，其面對的國內市場需求為
Q(P) = 100-0.5P，其中 Q 為電腦的數量，P 為價格。此廠商總成本函數
TC(Q) = 2Q＋Q2。
若此廠商的目標為追求利潤極大，其最適訂價為多少？銷售數量為多少？
（10 分）
在此一廠商利潤極大之最適解時，需求價格點彈性為多少？（5 分）
若電腦的國際貿易市場為完全競爭，目前電腦的國際市場價格為
$120，當該國開放電腦國際自由貿易時，國內生產量為多少？國內消
費量為多少？該國會出口或是進口多少數量的電腦？（10 分）
二、請回答下列有關外部性（externality）的相關問題：
何謂金融性的外部性？是否會造成市場失靈的現象？（5 分）
請以外部性的觀點，詳細繪圖且說明為何施打新冠肺炎（COVID-19）
疫苗的行為會有市場失靈的現象？（10 分）
請詳細繪圖且說明皮古稅（Pigouvian tax）如何矯正二手菸行為所造成
的市場失靈。（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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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完全競爭廠商，在市場價格為$40 時，利潤最大所對應的產量為 Q*，若此時短期平均成本為
$45，短期平均變動成本為$38，則下列對於廠商短期生產決策的敘述，何者正確？
利潤大於 0，廠商會生產
利潤等於 0，廠商會生產
利潤小於 0，廠商會生產
利潤小於 0，廠商會停產
2 假設當借貸市場達成均衡時，此時均衡利率為 5%。若政府限定貸放利率不可超過 3%，則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借貸市場有超額供給，相較於未限定利率前，借入者福利上升
借貸市場有超額供給，相較於未限定利率前，借入者福利下降
借貸市場有超額需求，相較於未限定利率前，貸出者福利上升
借貸市場有超額需求，相較於未限定利率前，貸出者福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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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 X 財貨價格上升時，其他條件不變，Y 財貨需求量亦會增加。由此可以推論：
 X 財貨與 Y 財貨為消費上的替代品
 X 財貨與 Y 財貨為消費上的互補品
 X 財貨與 Y 財貨均為必需品
 X 財貨與 Y 財貨均為劣等品
4 某一經濟體系處於衰退，其產出低於自然產出水準。若中央銀行要讓產出回復自然產出水準，應
該如何調整其貨幣政策工具？
公開市場買進公債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率
提高重貼現率
提高銀行存於中央銀行準備金之利率
5 下列關於市場結構之敘述何者正確？①獨占廠商無論如何定價，其效率皆比不上完全競爭市場
②獨占性競爭市場雖然效率不及完全競爭市場，但提供產品的多樣性選擇是完全競爭比不上的地
方 ③寡占廠商們即使形成「卡特爾（Cartel）」
，仍因總體利潤不夠大而有瓦解隱憂 ④追求利潤
之獨占廠商僅會於需求彈性大於一處生產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④
僅③
6 下列那一條曲線可以用來衡量國民所得分配的不均度？
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
菲力普曲線（Phillips curve）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
7 A 國去年有經常帳赤字 50 億美金，這代表著該國：①去年外匯存底減少 ②政府有在外匯市場
阻貶 A 國貨幣 ③幣值被低估 ④國民儲蓄（National Saving）小於投資
①②③④
①②
僅③
僅④
8 假設世界只有 A、B 二國，只有魚和衣服兩種商品。A 國有勞動人口 10 萬人，每人每週可捕獲 1
條魚或縫製 2 件衣服；B 國有勞動人口 20 萬人，每人每週可捕獲 4 條魚或縫製 2 件衣服。原本兩
國自給自足，A 國每週生產 5 萬條魚和 10 萬件衣服；B 國每週生產 40 萬條魚和 20 萬件衣服。如
今雙方展開貿易談判，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B 國為大國，且生產上有絕對利益（絕對優勢）
，
開放貿易並不會改變魚和衣服的相對價格，貿易對其並無好處 ②A 國生產魚的機會成本相較 B
國高，故生產衣服對其有比較利益（相對優勢） ③A 國應該專業化生產衣服，出口衣服給 B 國，
進口 B 國的魚 ④一種雙方可接受的談判結果是：B 國生產 56 萬條魚，出口 15 萬條魚給 A 國，
換取 A 國的 10 萬件衣服
②③④
②③
僅①
僅④
9 政府花了 100 億美金購買國外生產製造的飛彈與戰艦，其他條件不變下，此一支出會造成國民所
得帳之①GDP 上升 ②GDP 下降 ③政府（購買）支出增加 ④進口增加
①③④
①③
②④
③④
10 下列關於通貨膨脹之敘述何者正確？
嚴重通貨膨脹可能緣起於戰爭或其他造成政府長時間入不敷出的預算赤字
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有抵換的關係存在，時間越久越明顯
體系發生未預期到之通貨膨脹會對債權人有利而對債務人不利
如果 A 國的通貨膨脹率長期高於 B 國通貨膨脹率，則 A 國貨幣會相對於 B 國升值
11 完全競爭市場下，X 財貨的供給具完全彈性，假設對 X 財貨的買方課稅，每單位 X 課徵$T，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X 財貨的銷售量不變
租稅的超額負擔為零
相較於稅前，賣方收到的價格減少$T
相較於稅前，買方支付的價格（包含稅）增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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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知某福利金領取者，不工作時每月可以獲得$10,000 福利金；若工作所得超過$5,000，每增加$1
的收入，福利金將減少$0.5。試問工作所得超過多少，即不再享有補助利益？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13 已知甲的所得為$50,000，假設甲有 0.1 的機率生病，生病時的所得為$20,000，確定等值（certainty
equivalent）為$46,500。在完全保險的情形下，甲的精算公平保險費（actuarially fair insurance
premium）為何？
$2,000

$3,000

$3,500

$4,500

14 假設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某一財貨有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s）產生，則在市場均衡時，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邊際社會利益大於邊際社會成本

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

邊際社會利益等於邊際私人利益

邊際私人利益大於邊際私人成本

15 根據相等比例犧牲（Equal proportional sacrifice）原則，假設所得邊際效用固定，當所有人的效用
函數都相同且效用水準只決定於所得，此時所得稅應採何種稅率課徵？
累進稅率

比例稅率

累退稅率

先課累進稅再課比例稅

16 下列何者不是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可以達到的功能？
降低資訊不對稱

避免社會資源浪費

維持社會勞動力

有效降低社會風險

17 下列有關擁擠性公共財（congestible public goods）之敘述何者正確？
在消費上具非敵對性（nonrival）

在市場上無法訂價

在消費上具某些程度敵對性（rival）

無法由私部門提供

18 下列那一個學說以比較公、私部門要素的生產力，以及報酬的差異和趨同，來說明公共支出的
成長？
布瑞南與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提出的巨靈假說（Leviathan hypothesis）
鮑莫（W. J. Baumol）提出的不平衡成長模型（unbalanced growth model）
雅羅（K. Arrow）提出的雅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華格納（A. Wagner）提出的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
19 假設社會上僅有 A 與 B 二人，其對公共財的個人需求曲線分別為 A：Q = 100-P；B：Q = 50-0.5P，
其中 P 為價格，Q 為公共財數量。若公共財的供給曲線為 Q = P-80，試問最適的公共財提供數量
應為多少單位？
4

8

 12

 30

20 有關褔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有生產者與消費者皆處於完全競爭市場
市場達成均衡時，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合計的社會剩餘達最大
每一個單一商品皆存在一個市場
消費者為價格接受者，而生產者為價格決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