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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105學年度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試 

經濟學 試題 

(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會計學系學士班/ 
國際貿易學系學士班/國際貿易學系進修學士班/不動產經營學系學士班) 

 

 

 
一、中文單選題(每題3分，共60分) 

01.經濟抉擇何時需要取捨(trade off)？ (A)形成閒置且資源無限時 (B)生產遭受資源與

技術的限制，必須以某一財貨的生產替代另一財貨的生產時 (C)社會的需求超過生產

可能邊界時 (D)機會成本固定不變時 (E)無機會成本時。 

02.生產可能邊界(PPF)向外凸，顯示 (A)資源在任何用途的生產力皆相等 (B)遞增的機

會成本 (C)遞減的機會成本 (D)固定的機會成本 (E)以上皆非。 

03.表1資料顯示：為了生產一件休閒服，甲 

必須放棄多少件工作服？ (A) 12件 

(B)0.75件 (C)0.66件 (D)1.5件 (E)8件。 

 

04.表1資料顯示：誰具有生產工作服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A)甲 (B)

乙 (C)二者不分軒輊 (D)資料不足，無法比較 (E)以上皆非。 

05.最低工資法對勞動市場之影響為何？(A)勞動短缺 (B)工資上漲 (C)勞動過剩 (D)
工資下降 (E)不確定。 

06.右圖顯示玫瑰花的市場情況，下列何者為真? 

    (A)價格上限為$1.00 時，市場價格為$1.00 

    (B)價格上限為$3.00 時，市場價格為$2.00 

    (C)無政府干預時，市場價格為$2.00 

    (D) A 與 B  (E) A、B、與 C。 

*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 頁。 
(2)不必抄題，但請依序將題號標出，並寫在答案紙上，否則不予計分。 

 
投入 8 小時 

甲產量 乙產量 

休閒服 8件 24件 

工作服 12件 16件 

 

 

玫瑰價格 

玫瑰數量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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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當「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低於市場均衡價格時，生產者與消費者剩餘有何影響？ 
(A)皆增加 (B)皆減少 (C)皆不變 (D)皆消失 (E)全部成為無謂損失。 

08.假設其他情況不變，政府預算赤字對該國總合需求(AD)及總合供給(AS)之影響為

何？ (A)AD曲線右移 (B)AD曲線左移 (C)AS曲線右移 (D)AS曲線左移 (E)以上

皆非。 

09.若建造遊戲區的邊際外部成本為零，下列何者為真? (A)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邊際社

會成本 (B)邊際社會成本為零 (C)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零 (D)B 與 C (E)A 與 B。 

10.某甲經營一家飲料店，銷貨年收入為＄172,000，年租金為＄88,000，勞動年成本

為$32,000，原料與其他變動年成本為＄20,000。對會計師而言，某甲 (A)承受＄

32,000的年損失 (B)賺取＄32,000的年利潤 (C)承受＄64,000的年損失 (D)賺取＄

64,000 的年利潤 (E)年總成本為＄160,000。 

11.承10題，若某甲為了專心經營飲料店，辭去送報員工作(年薪＄50,000)，對經濟學

家而言，某甲 (A)賺取＄18,000的年利潤 (B)承受＄18,000的年損失 (C)承受＄

14,000的年損失 (D)賺取＄14,000的年利潤 (E)以上皆非。 

12.下列何種情況，廠商雖然遭受經濟損失，仍應該繼續營運? (A)若總收入大於總固

定成本 (B)若總收入大於總變動成本 (C)若總收入大於 0 (D)若總收入遞增 (E)若
邊際收入大於價格。 

13.某完全競爭廠商在目前產量下的邊際成本為＄5，平均變動成本為＄1。市場價格

為＄6 時，則該廠商 (A)已達成利潤最大化 (B)減少產量以增加利潤 (C)增加產量

以增加利潤 (D)歇業 (E)遭受經濟損失，應該歇業。 

14.相較於「單一訂價」策略，獨占市場廠商執行「完全差別取價」所造成的無謂損

失(deadweight loss)  (A)增加 (B)減少 (C)不變 (D)無限大 (E)以上皆非。 

15.甲國下列事件，何者可列計該國當年度的 GDP？ (A)買賣股票賺了 250,000 元 (B)

購買私釀藥酒支出 50 元，沒開發票 (C)政府發放 500 萬給地震受害者 (D)甲公司

以一千萬轉售已使用 5 年的設備給乙公司 (E)擔任臨時工，領取最低工資。 

16.已知 2015 年甲國生產了價值$1 千萬的汽車，但銷售了價值$1.2 千萬的汽車，則該

年度之 (A) GDP增加$1千萬 (B)GDP增加$1.2千萬 (C)庫存投資增加$2百萬 (D) 

GDP 增加$2.2 千萬 (E)以上皆非。 

17.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若美國的利率上升，則外匯市場的美元需求將 (A)減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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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美國的出口 (B)增加，但不利於美國的出口 (C)減少，且不利於美國的出口 
(D)增加，且有利於美國的出口 (E)增加，但不利於美國的進口。 

18.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若人們預期未來所得增加，此將對總合需求(AD)產生何種影

響？ (A) AD曲線不變 (B) AD曲線左移，因為現今的消費減少 (C) AD曲線右移，

因為現今的消費增加 (D) AD 曲線與總合供給曲線(AS)一起左移，因為儲蓄增加 
(E)不變，但潛能 GDP 上升。 

19.請於空格選填適當答案。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若人們預期甲國的貨幣升值，為維

持匯率穩定，甲國央行於外匯市場 ____ 足額的本國貨幣，此舉將導致____甲國

貨幣的____。 (A)購買；增加；需求 (B)賣出；增加；供給 (C)購買；減少；需求 

(D)購買；減少；供給  (E)以上皆非。 

20.請於空格選填適當答案。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若中央銀行擔心通貨膨脹發生，為

消除此可能性，中央銀行 ____ 政府債券，使短期下的利率 ____。 (A)買回；下

降 (B)買回；上升 (C)售出；下降 (D)售出；上升 (E)售出；不變。 

 

二、英文單選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21.In the Keynesian model of aggregate expenditure, real GDP is determined by the (A) 

price level (B)level of aggregate demand (C)level of aggregate supply (D)level of taxes  

(E) level of export. 

22.The Keynesian model of aggregate expenditure describes the economy in (A)the short 

run (B) the long run (C)both the short run and the long run (D)only a strong expansion 

(E) Both answers A and D are correct. 

23.At potential GDP, (A)there is no unemployment but there is not necessarily full 

employment (B)there is no unemployment and there is full employment (C) 

unemployment is at its natural rate (D)there is cyclical unemployment (E)None of the 

above is correct. 

24.If the economy is at potential GDP and the Fed increases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en (A) 
potential GDP rises (B)real GDP rises temporarily above potential GDP (C)real GDP 
rises permanently above potential GDP (D)potential GDP and real GDP both decrease 
(E)None of the above is correct. 

25.Which of the following leads to the buyers paying all of a tax? (A)The supply is 
perfectly elastic (B)The supply is perfectly inelastic (C)The demand is unit elasti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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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 is perfectly inelastic (E)None of the above is correct. 

26. Among the factors that create a deadweight loss and inefficiency are (A)minimum 
wages, but not taxes (B)rent ceilings, but not taxes (C)rent ceilings, but not minimum 
wages (D)minimum wages, rent ceilings, and taxes (E)None of the above is correct. 

27. Patents create monopolies by restricting (A)demand (B)prices (C)entry (D)profit (E) 
marketing. 

28. Game theory is applicable to oligopoly behavior because oligopolists (A)use strategic 
 behavior (B)ignore rival firms (C)are price takers (D)can only be profitable if they 
 collude (E)None of the above is correct. 

29.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answer. IS curve shows all combinations of r and Y 
that equate        expenditure with        expenditure on goods & services. (A) 
planned；actual (B) the average; equilibrium (C) planned; equilibrium (D)equilibrium；

actual (E) Both answers B and C are correct. 

30.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answer. When the U.S. dollar depreciates against  the 
New Taiwan dollar, the New Taiwan dollar becomes        expensive and the U.S. 
exchange rate       (A)more；rises  (B)less；rises (C)more；falls  (D)less；falls  
(E) Both answers A and C are correct. 

 

三、計算題 (5 小題，共 10 分) 

   已知甲國只生產及消費下列三種商品與服務，權數忽略不計，請回答下列問題： 

                 電話費             手機              青江菜      

    年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2010        $10     30         $30    60          $20    20      

   2015        $20     60         $40    80          $50    30 

請用四捨五入法求算至「小數第 2 位」：(並請列出計算式，否則不予計分) 

(1) 請以 2010 年為基期，計算 2015 年的實質 GDP。  (2 分) 

(2) 請以 2010 年為基期，計算 2010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1 分) 

(3) 請以 2010 年為基期，計算 2015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2 分) 

(4) 續(3)，請計算 2015 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ore CPI)。 (3 分) 

(5) 續(2)及(3)，請計算這段期間(2010 年至 2015 年)的通貨膨脹率。(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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