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題(每題 3分)(答案寫於題號前) 

1.下列何項不是個體經濟學所探討的問題 

   (A)財貨與勞務價格的決定 (B)消費者對各種財貨之間的所得調配  

   (C)國民所得水準的決定   (D)廠商對特定財貨的生產量 

2.如果你有甲、乙、丙三個工作機會，每月薪資分別為：甲職位一萬元， 

   乙職位二萬元，丙職位三萬元，那麼選擇丙職位的機會成本即為 

   (A)六萬元 (B)三萬元 (C)二萬元 (D)一萬元。 

3.假設 A與 B兩國均生產 X與 Y兩種財貨，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 A 國擅長生產 X財，B國擅長生產 Y財，A國在 X財之生產具有絕對利益 

   (B) A 國擅長生產 X財，B國擅長生產 Y財，B國應專業化生產 Y財 

   (C) A 國生產 X財與 Y財均具絕對利益，必然亦具比較利益 

   (D) B 國生產 X財與 Y財均具比較利益，不必然亦具絕對利益 

4.假設小王幫女友慶生犧牲了家教所得 1,000 元，看電影花了 400 元， 

   吃牛排用掉 1,200 元，在 PUB 跳舞花掉 2,000 元，女朋友帶了價值 50 元的 

   大燒包作為宵夜，試問小王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A)3,600 元 (B)4,600 元 (C)4,650 元 (D)3,650 元 

5.以下所述何者為需要量增加     (A)薪水增加 10%，所以多買 6個                (B)我喜

歡，所以多買 6個    (C)價格下跌 10%，所以多買 6個                (D)我家增加 3口

人，所以多買 6個 

6.當某種財貨需要增加的幅度大於供給增加的幅度，則此種財貨的                     

(A)價格上升，交易量增加         (B)價格下跌，交易量增加  

(C)價格不變，交易量增加        (D)價格可能上升、下跌或不變，交易量增加。 

7.假設需求函數為 Qd = 600 - 4 P ，供給函數為 Qs = 150 + 6 P，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政府將價格限制在＄35，將造成超額需求   

    (B)政府將價格限制在＄55，將發生供過於求 

    (C)可將＄35 視為價格下限，＄55 為價格上限 

    (D)＄45 可視為均衡價格 

8.「天生我材必有用」與下列哪個觀念最有關：(A)比較利益 (B)絕對利益 (C)稀少性 (D)選

擇 

9.豬肝與豬肉是：(A)生產上的替代物品 (B)需求上的互補物品 (C)生產上的互補物品 (D)奢

侈品 

10.所得提高，政府又開放進口，則對國內的正常物品之均衡變動為：(A)價格提高 (B)價格下

降 (C)數量增加 (D)數量減少 

 

簡答題 

1. 以下何者不是生產要素？為什麼？a.運送糕餅麵包的貨車 b.股票 c.尚未鑽取的原油 d.垃

圾車 e.口香糖 f.總統。(12%) 

2. 請解釋下列事件如何影響航空旅遊的需求與供給。a機票價格大跌，而長途巴士的票價不



變。b飛機燃料價格上漲。c航空公司減少每日的班次。d人們預期飛機票價將在明年夏天

上漲。e紐約的冬天變的極為寒冷，許多人決定到溫暖的佛羅里達州度假。f由於積雪深厚，

人們蜂湧至滑雪勝地。g火車旅遊的價格下跌。h航空貨運價格調漲。(24%) 

3. 設政府現在開放汽車進口，請用供需圖說明它對下列均衡價量的影響：a. 國內汽車的生產

量 b.國內消費者對汽車之需求量 c.國內汽車價格。(20%)



 

選擇題(每題 3分)(答案寫於題號前) 

1.下列何項不是個體經濟學所探討的問題 

   (A)財貨與勞務價格的決定 (B)消費者對各種財貨之間的所得調配  

   (C)國民所得水準的決定   (D)廠商對特定財貨的生產量 

2.如果你有甲、乙、丙三個工作機會，每月薪資分別為：甲職位一萬元， 

   乙職位二萬元，丙職位三萬元，那麼選擇丙職位的機會成本即為 

   (A)六萬元 (B)三萬元 (C)二萬元 (D)一萬元。 

3.假設 A與 B兩國均生產 X與 Y兩種財貨，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 A 國擅長生產 X財，B國擅長生產 Y財，A國在 X財之生產具有絕對利益 

   (B) A 國擅長生產 X財，B國擅長生產 Y財，B國應專業化生產 Y財 

   (C) A 國生產 X財與 Y財均具絕對利益，必然亦具比較利益 

   (D) B 國生產 X財與 Y財均具比較利益，不必然亦具絕對利益 

4.假設小王幫女友慶生犧牲了家教所得 1,000 元，看電影花了 400 元， 

   吃牛排用掉 1,200 元，在 PUB 跳舞花掉 2,000 元，女朋友帶了價值 50 元的 

   大燒包作為宵夜，試問小王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A)3,600 元 (B)4,600 元 (C)4,650 元 (D)3,650 元 

5.以下所述何者為需要量增加     (A)薪水增加 10%，所以多買 6個                (B)我喜

歡，所以多買 6個    (C)價格下跌 10%，所以多買 6個                (D)我家增加 3口

人，所以多買 6個 

6.當某種財貨需要增加的幅度大於供給增加的幅度，則此種財貨的                     

(A)價格上升，交易量增加         (B)價格下跌，交易量增加  

(C)價格不變，交易量增加        (D)價格可能上升、下跌或不變，交易量增加。 

7.假設需求函數為 Qd = 600 - 4 P ，供給函數為 Qs = 150 + 6 P，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政府將價格限制在＄35，將造成超額需求   

    (B)政府將價格限制在＄55，將發生供過於求 

    (C)可將＄35 視為價格下限，＄55 為價格上限 

    (D)＄45 可視為均衡價格 

8.「天生我材必有用」與下列哪個觀念最有關：(A)比較利益 (B)絕對利益 (C)稀少性 (D)選

擇 

9.豬肝與豬肉是：(A)生產上的替代物品 (B)需求上的互補物品 (C)生產上的互補物品 (D)奢

侈品 

10.所得提高，政府又開放進口，則對國內的正常物品之均衡變動為：(A)價格提高 (B)價格下

降 (C)數量增加 (D)數量減少 

11.經濟學中的〝劣等財〞是指      

    (A) 品質差的財貨              (B)違反需求法則的財貨         

    (C)其所得彈性小於零的財貨     (D)增加消費量，總效用就會降低的財貨。 

12.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劣等財的所得彈性小於 1 



 

   （B）當兩財貨的交叉彈性為正值時，則此兩財貨具互補性 

   （C）一財貨的消費支出在總所得額中所佔比例愈小，則其需求的價格彈性也就愈小 

   （D）一財貨的替代品愈多，則其需求的價格彈性也就愈小。 

簡答題 

4. 以下何者不是生產要素？為什麼？a.運送糕餅麵包的貨車 b.股票 c.尚未鑽取的原油 d.垃

圾車 e.口香糖 f.總統。(6%) 

5. 設政府現在開放汽車進口，請用供需圖說明它對下列均衡價量的影響：a. 國內汽車的生產

量 b.國內消費者對汽車之需求量 c.國內汽車價格(18%) 

6. 請解釋下列事件如何影響航空旅遊的需求與供給。a 機票價格大跌，而長途巴士的票價不

變。b 飛機燃料價格上漲。c 航空公司減少每日的班次。d 人們預期飛機票價將在明年夏天

上漲。e 紐約的冬天變的極為寒冷，許多人決定到溫暖的佛羅里達州度假。f 由於積雪深厚，

人們蜂湧至滑雪勝地。g 火車旅遊的價格下跌。h 航空貨運價格調漲。(24%) 

7. 網路服務價格由$24/月上漲至$26/月，需求量由 2.04 億用戶減少至 1.96 億。A請計算價

格變動的百分比，B請計算需求量變動的百分比，C網路服務需求是有彈性還是無彈性，D

請計算網路服務需求的價格彈性。(16%) 

 



 
 

 
選擇題(每題三分，答案請寫於題號前)  

 1. 完全競爭廠商的最大利潤條件為： (A) 邊際成本等於產品價格 (B) 邊際成本等於投入價格 

(C) 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 (D) 以上皆非  

 
2. 假設消費1,2,3 單位的X 物品，總效用分別為100,100,100 則其對應之邊際效用為  

(A)100,0,0,  (B)100,100,100,  (C)100,200,300  (D)0,0,0,  

 
3. 當邊際產量小於平均產量時，是在平均產量的：  (A)上升階段  (B)下降階段  (C)最大值  (D)

最小值  

 
4. 消費者剩餘是指消費者內心所願意支付的價格較其實際所支付的價格為 (A) 低 (B) 高 (C) 

相等 (D) 以上皆非  

 
5. 最適消費組合是指： (A) 各商品的總效用應相等 (B)  各商品的邊際效用均應相等 (C)  各商

品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 (D)  總支出等於所得  

 
6. 實施完全差別訂價的獨占廠商，其產量將比完全競爭產業： (A)多 (B)少 (C)相同 (D)無法比

較  

 
7. 追求利潤最大的獨占廠商，當其產出之邊際成本小於邊際收入時，他應該： (A)提高價格，減

少產量  (B)降低價格，增加產量  (C)停止生產  (D)維持目前的價格與產量  

 
8. 其他條件不變，消費者所得提高，預算線會： (A) 變陡 (B)  不變 (C)  變平坦 (D)  平行外

移  

 
9. 經濟學上所謂的長期是指： (A) 一年以上 (B)  所有生產要素使用量皆不可改變 (C)  至少一

種生產要素使用量不可改變 (D)  所有生產要素使用量皆可改變  

 
10. 邊際產量(MP)與平均產量(AP)相交於： (A) MP之最高點 (B)  AP之最高點 (C)  MP之最低點

(D)  AP之最低點  

 
11. 下列何者不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特徵： (A) 長期下廠商可以進出市場 (B)  廠商數目眾多 (C) 

廠商為市場價格接受者 (D)  產品異質  

 
12. 獨佔市場之HHI值為：(A) 10000 (B) 5000 (C) 1000 (D) 0  

問答與計算題  

 1. 東尼在2003年教授音樂的所得為$20000，同時，出租地下室的租金收入為$4000。在2004年1
月1日東尼不再教授音樂，收回地下室當作自己的網頁設計公司辦公室。他由活期帳戶領出

$2000購買電腦。支付網路伺服器租金$1500及光纖網路租金$1750。他的網頁設計收入為

$45000，活儲利率為5%，正常利潤等於$55000。年初購買的電腦在年底還可以賣到$500。

A請分別計算顯性與隱性成本。B請計算經濟利潤。 (15%)  

 

2. 形成獨占的三種加入市場障礙為何？並舉例說明。為何加入市場的障礙無法被移除而形成競

爭市場？ (15%)  

 
3. 鬱金香市場為完全競爭，全部鬱金香廠商都有相同的成本曲線。市場價格等於$25/束，廠商利

潤最大化產量等於2000束/週，平均總成本等於$20/束，平均變動成本等於$15/束，平均變動

成本的最小值等於$12/束。A廠商短期之經濟利潤為何？B歇業點的價格為何？C歇業點的

廠商損失為何？(20%)  

 

4. 假設小明喜歡牛奶和可樂，牛奶一罐10元，可樂一罐30元，如果無異曲線凸向原點，且可樂

對牛奶之邊際替代率為2。請問小明是否有最適消費組合？你的建議為何？(14%)  



 

選擇題(每題三分，答案請寫於題號前)  

 1. 完全競爭廠商的最大利潤條件為： (A) 邊際成本等於產品價格 (B) 邊際成本等於投入價格 

(C) 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 (D) 以上皆非  

 
2. 假設消費1,2,3 單位的X 物品，總效用分別為100,100,100 則其對應之邊際效用為  

(A)100,0,0,  (B)100,100,100,  (C)100,200,300  (D)0,0,0,  

 
3. 當邊際產量小於平均產量時，是在平均產量的：  (A)上升階段  (B)下降階段  (C)最大值  (D)

最小值  

 
4. 消費者剩餘是指消費者內心所願意支付的價格較其實際所支付的價格為 (A) 低 (B) 高 (C) 

相等 (D) 以上皆非  

 
5. 最適消費組合是指： (A) 各商品的總效用應相等 (B)  各商品的邊際效用均應相等 (C)  各商

品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 (D)  總支出等於所得  

 
6. 實施完全差別訂價的獨占廠商，其產量將比完全競爭產業： (A)多 (B)少 (C)相同 (D)無法比

較  

 
7. 追求利潤最大的獨占廠商，當其產出之邊際成本小於邊際收入時，他應該： (A)提高價格，減

少產量  (B)降低價格，增加產量  (C)停止生產  (D)維持目前的價格與產量  

 
8. 其他條件不變，消費者所得提高，預算線會： (A) 變陡 (B)  不變 (C)  變平坦 (D)  平行外

移  

 
9. 經濟學上所謂的長期是指： (A) 一年以上 (B)  所有生產要素使用量皆不可改變 (C)  至少一

種生產要素使用量不可改變 (D)  所有生產要素使用量皆可改變  

 
10. 邊際產量(MP)與平均產量(AP)相交於： (A) MP之最高點 (B)  AP之最高點 (C)  MP之最低點

(D)  AP之最低點  

 
11. 下列何者不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特徵： (A) 長期下廠商可以進出市場 (B)  廠商數目眾多 (C) 

廠商為市場價格接受者 (D)  產品異質  

 
12. 獨佔市場之HHI值為：(A) 10000 (B) 5000 (C) 1000 (D) 0  

問答與計算題  

 1. 喬西每天購買2杯咖啡與1個三明治當午餐。咖啡價格$2/杯，三明治價格$5/個。喬西選擇了效

用極大的午餐組合，只花費了$9。A.比較咖啡與三明治的邊際效用。B.喬西分配$9的方式

是否有效率？(15%)  

 

2. 形成獨占的三種加入市場障礙為何？並舉例說明。為何加入市場的障礙無法被移除而形成競

爭市場？ (10%)  

 
3. 邊際效用分析法說明，產生總效用最大時之條件為？無異曲線分析法說明，產生總效用最大

時之條件為？試說明價值(水和鑽石)的矛盾？ (25%)  
 
4. 何謂差別取價？是否任何獨佔廠商都可以實行差別取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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