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管群專業(一) 試題 

 1. 位處高雄的義大世界，同時提供消費者一個購物、休閒娛樂、餐飲、文教及生活

等多樣化的商品與服務，是屬於何種經營型態？ 
(A)量販店 (B)百貨公司 (C)購物中心 (D)專賣店。 

 2. 下列有關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ter)企業創新理論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此理論的提出年代早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的年代 
(B)可透過新產品生產來達到創新  
(C)可透過新技術研發來達到創新 
(D)可透過新市場開發來達到創新。 

 3. 獨占性競爭市場之個別廠商，對其本身產品價格具有影響力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A)廠商容易進行差別訂價  
(B)各家廠商之產品具異質性  
(C)廠商面對水平之需求曲線  
(D)因政府法令制度因素，而致使市場具進入障礙所致。 

 4. 下列何者不是一國從事國際貿易之可能效益？ 
(A)自然資源稟賦之質與量皆可提升  
(B)廠商可藉由市場擴大，來進行大規模生產以享規模經濟之生產效益  
(C)增進就業機會以及國民所得  
(D)提高國家資源之使用率。 

 5. 下列何者是促進一國經濟成長之決定因素？ 
(A)增加社會福利之照顧與普及  
(B)穩定物價膨脹率 
(C)健全國家政治、法治制度以及經貿發展環境  
(D)實施全民健保。 

 6. 下列何者不是電子簽章法中資訊安全的原則？ 
(A)資料的機密性 (B)資料的真實性 (C)確實身份認證 (D)確實替代蓋章。 

 7. 證券市場上股票交易的單位是以「張」為單位，一張股票等於幾股？ 
(A)100 股 (B)1,000 股 (C)10,000 股 (D)100,000 股。 

 8.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過去為提升商業服務品質採取的主要措施？ 
(A)輔導業者建立顧客滿意度指標 (B)獎勵績優業者  
(C)宣導付款的重要  (D)輔導業者改善服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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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商業現代化中，下列資訊流運用工具的英文簡稱，何者正確？ 
(A)無線射頻辨識系統，簡稱 RFID (B)電子訂貨系統，簡稱 POS  
(C)電子資料交換系統，簡稱 EOS (D)電子條碼，簡稱 EDI。 

10. 政府自民國 101 年 1 月起調整老農津貼為 7,000 元，老農津貼是屬於何種政府支

出？ 
(A)經常性支出 (B)資本性支出 (C)移轉性支出 (D)政策性支出。 

11. 中華電信所提供的 MOD 數位電視服務是屬於何種財貨？ 
(A)純公共財 (B)準公共財 (C)純私有財 (D)準私有財。 

12. 下列有關知識特性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知識的更新速度愈來愈快 (B)知識是一種準公共財  
(C)知識可以持續使用，具累積性 (D)知識只能透過學習而傳播。 

13. 企業對員工給付薪資時，依員工個人的表現或對公司貢獻度而決定其薪資，此種

薪資給付方式為何？ 
(A)職能給付 (B)職務給付 (C)基本給付 (D)獎金給付。 

14. 下列何者不是測量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方式？ 
(A)洛侖士曲線(Lorenz Curve) (B)吉尼係數  
(C)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的倍數 (D)所得彈性。 

15.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富裕與貧窮的經濟性原因？ 
(A)經濟環境變動  (B)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  
(C)從事富有創意的工作 (D)擁有好財運。 

16. 服務是商業與經濟環境中重要主題，有關服務具備的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A)無心性 (B)同時性 (C)易滅性 (D)易變性。 

17. 下列哪個國家不是採行自由經濟制度？ 
(A)美國 (B)北韓 (C)加拿大 (D)英國。 

18. 經濟活動的規律性又稱景氣循環，不同階段大致分為四期，下列何者正確？ 
(A)繁榮期→衰退期→復甦期→蕭條期 (B)繁榮期→衰退期→蕭條期→復甦期 
(C)復甦期→蕭條期→衰退期→繁榮期 (D)復甦期→衰退期→繁榮期→蕭條期。 

19. 消費者在傳統市場的商店購買一台電視機，從商業體系的行銷通路結構理論而

言，係指產品由製造商移轉至消費者的過程。有關傳統通路結構，下列何者為正

確？ 
(A)製造商→零售商→批發商→消費者 (B)製造商→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 
(C)製造商→消費者→批發商→零售商 (D)製造商→消費者→零售商→批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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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有關滿足的概念，何者正確？ 
(A)滿足是來自於慾望  
(B)不同個人之間，滿足程度可以具體客觀的比較  
(C)滿足必定會使所得增加  
(D)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去消費相同商品，一定會產生相同的滿足程度。 

21. 對理性消費者而言，自利行為最終目的為何？ 
(A)追求滿足最大 (B)追求利潤最大 (C)追求所得最大 (D)追求預算最大。 

22. 下列何者不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規範？ 
(A)必須廢除關稅與非關稅之貿易障礙 (B)各國產業之技術必須升級  
(C)無歧視性之國際貿易環境 (D)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23. 於供需法則下，下列何者會造成價格與數量之同步上升？ 
(A)需求下降但供給增加 (B)需求與供給同時下降 
(C)供給不變但需求增加 (D)需求不變但供給增加。 

24. 若面對油電雙漲，造成物價上漲，這是屬於下列哪一型的物價上漲？ 
(A)消費推升型 (B)成本推升型 (C)需求推升型 (D)需求改變型。 

25. 下列有關完全競爭市場之廠商行為說明，何者正確？ 
(A)於短期下，當價格低於平均成本，則廠商必因虧損而選擇退出市場 
(B)於長期下，廠商之均衡條件必發生於長期平均成本線(LAC)之最低點  
(C)因新舊廠商可自由進出市場，故短期間廠商不會有超額利潤  
(D)因廠商之最適訂價乃依據價格等於邊際成本(P＝MC)，故其邊際成本線就是 
 短期供給曲線。 

26. 下列機構何者不屬於資本市場？ 
(A)證券金融公司 (B)證券交易所 (C)票券金融公司 (D)期貨商。 

27. 下列有關經濟環境之敘述，何者正確？ 
(A)就業率、所得水準等經濟指標，皆會與景氣變動的方向一致  
(B)一般而言，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會成正比，且兩者加總即為一國之痛苦指數 
(C)充分就業是指一個社會中，所有人都有工作之情況  
(D)當景氣處於衰退階段時，則企業會減少生產以致存貨會減少。 

28. 若某國 2009 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實質 GDP)為 10,000 萬元，2010 年名目 GDP
為 11,000 萬元，以 2009 年為基期之 2010 年 GDP 平減指數為 105，則下列何者

最接近 2010 年之經濟成長率？ 
(A)0% (B)4.76% (C)2.55% (D)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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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假設投入一單位之勞力，於甲國可生產 1 瓶酒或 2 件衣服；而在乙國則可生產 2
瓶酒或 3 件衣服。根據比較利益法則，下列何項正確？ 
(A)甲國應向乙國進口酒與衣服  
(B)甲國應向乙國出口酒與衣服 
(C)甲國應向乙國進口酒，但出口衣服至乙國  
(D)甲國應向乙國進口衣服，但出口酒至乙國。 

30. 下列有關國內生產毛額(GDP)與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敘述，何者有誤？ 
(A)GNP 是指一國的全體國民，在一定期間內所生產之所有最終財貨與勞務， 
 以市場價值計算的總值  
(B)GNP＝GDP＋要素在國外所得淨額  
(C)GDP 是屬於流量的概念  
(D)證券交易的手續費不列入當年的 GDP。 

31. 下列有關寡占市場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因價格訂定是採平均成本訂價法，故其價格具僵固性  
(B)卡特爾(Cartel)組織並無法長期維持，乃是因易遭受消費者抵制所致  
(C)廠商彼此間之競爭性與依賴性很高，且互相制衡  
(D)跟漲不跟跌之價格競爭特性，是形成拗折需求線(kinked demand curve)之主因。 

32. 下列有關獨占與完全競爭市場特性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是因廠商具有天然資源所形成之優勢 
(B)長期而言，完全競爭廠商不會有超額利潤  
(C)採差別訂價之獨占廠商，一般會對較高價格彈性之市場訂定較低價格  
(D)現實環境中，大宗農產品(如稻米、小麥)是較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之產業。 

33. 工廠排放未處理完全的污水，會增加何種成本？ 
(A)經濟成本 (B)內含成本 (C)外露成本 (D)外部成本。 

34. 我國所施行的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是屬於何種制度？ 
(A)自由經濟制度  (B)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C)混合經濟制度  (D)控制經濟制度。 

35. 下列有關價格管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A)保障收購價格制度是屬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之管制概念 
(B)若採有效價格上限管制，則市場容易出現供不應求之情況  
(C)有效的價格下限(price floor)旨在保護生產者利潤，而且其價格應低於市場均 
 衡價格 
(D)於戰亂或過度通貨膨脹時，政府較易採價格下限手段管制商品價格。 



 育達系列 5 創新研發 

36. 下列有關跨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之敘述，何者正確？ 
(A)FDI 可提升被投資國(地主國)之資本報酬率  
(B)國外資金到台灣投資股市乃是一種 FDI 行為  
(C)投資國(母國)之企業若過度進行 FDI，將可能造成投資國(母國)之產業空洞化 
(D)企業進行 FDI 而將廠房設備外移，則必將會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37. 下列何者為央行貨幣政策的政策目標？ 
(A)M1 (B)M1A (C)M1B (D)M2。 

38. 小華在艷陽下跑完操場十圈後，灌入好幾罐的運動飲料，喝到最後都想吐了，下

列何者正確？ 
(A)小華對運動飲料的規模報酬遞增 (B)小華對運動飲料的規模報酬遞減 
(C)小華對運動飲料的邊際效用遞增 (D)小華對運動飲料的邊際效用遞減。 

39.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最可能為經濟學中所稱的劣等財(Inferior Goods)？ 
(A)鑽石 (B)牛奶 (C)速食麵 (D)化妝品。 

40. 經濟學中最常提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列何者非指「其他條件不變」？ 
(A)需求產品價格不變 (B)其他相關財貨價格不變 
(C)消費者所得不變  (D)消費者偏好不變。 

41. 洛侖士曲線(Lorenz Curve)圖形的縱軸變數為何？ 
(A)累計所得百分比  (B)累計戶數百分比 
(C)累計支出百分比  (D)累計投資百分比。 

42. 費雪(Irving Fisher)強調貨幣之交易媒介功能，並提出交易方程式，其中 M：貨幣

數量、P：物價水準、V：貨幣流通速度、T：總產出、K：人們手中握有的貨幣

總額占總所得的比例。下列何者正確？ 
(A)MP＝VT (B)MT＝PV (C)MK＝VT (D)MV＝PT。 

43. 就目前國內就業市場之趨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未來就業之行業結構以製造業所占比例最高  
(B)就職業結構而言，高科技人才仍是企業的最愛  
(C)管理及高級專業人力需求會增加  
(D)高教育程度工作者之比重將提高。 

44. 外匯市場台幣對美元升值，造成我國廠商對美國貿易活動的影響為何？ 
(A)進出口都不利  (B)進出口皆有利  
(C)出口有利，進口不利 (D)出口不利，進口有利。 

45. 何種投票方式是最理想的公共選擇行為，但在實務運作方面卻有執行上的困難？ 
(A)多數票決 (B)高票決 (C)交換投票支援 (D)一致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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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俗稱奢侈

稅)，新台幣 300 萬元以上特定高額消費貨物，及兩年內轉手的非自用房屋和土

地等須課稅，此為政府扮演何種角色？ 
(A)法律與標準的制定者 (B)經濟公平的維護者  
(C)經濟穩定的維持者 (D)市場失靈現象的消除者。 

47. 歷屆獲得全國冠軍米寶座的農夫們，利用深厚的栽培技術知識與經驗實力，種出

高品質的好米，這是屬於哪一種知識類型？ 
(A)「是什麼」的知識(Know－what) (B)「為什麼」的知識(Know－why)  
(C)「如何做」的知識(Know－how) (D)「是誰擁有」的知識(Know－who)。 

48. 國家貨幣國際標準代號，下列何者正確？ 
(A)歐元 EUR、瑞士法郎 CHF (B)美元 USD、人民幣 RMB  
(C)英鎊 GPB、港幣 HKD (D)日圓 JYP、澳元 AUD。 

49. 企業家常說「春天的燕子來了」，是形容下列何種情況？ 
(A)生產資源價格的變動 (B)生產技術的改進 
(C)生產資源新發現  (D)對未來產業訂單樂觀的預期。 

50. 當禽流感發生時，會造成禽類產品市場發生下列何種情況？ 
(A)需求減少，供給增加 (B)需求增加，供給增加 
(C)需求減少，供給減少 (D)需求增加，供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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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管群專業(一) 試題詳解 

1.(C) 2.(A) 3.(B) 4.(A) 5.(C) 6.(D) 7.(B) 8.(C) 9.(A) 10.(C) 
11.(B) 12.(D) 13.(A) 14.(D) 15.(D) 16.(A) 17.(B) 18.(B) 19.(B) 20.(A) 
21.(A) 22.(B) 23.(C) 24.(B) 25.(B) 26.(C) 27.(A) 28.(B) 29.(C) 30.(D) 
31.(C) 32.(A) 33.(D) 34.(C) 35.(B) 36.(C) 37.(D) 38.(D) 39.(C) 40.(A) 
41.(A) 42.(D) 43.(A) 44.(D) 45.(D) 46.(B) 47.(C) 48.(A) 49.(D) 50.(C) 

 
 1. 購物中心的定義。 
 2. 熊彼德企業創新理論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晚提出，熊彼德(1883～1950)、亞當斯

密(1723～1790)。 
 3. 獨占性競爭市場因產品具異質性，廠商對本身產品價格具影響力。 
 4. 國際貿易可促進自然資源的重分配，無法提升質與量。 
 6. 電子簽章用於辨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身份、資格及電子文件真偽的標記，它

無法確實替代蓋章。 
 7. 台灣証券市場一張股票為 1,000 股。 
 8. 應該是宣導服務品質的重要。 
 9. (B)為 EOS；(C)為 EDI；(D)為 Bar-Code。 
10. 老農津貼屬於政府的移轉性支出。 
11. MOD 數位電視服務可共享，但為可排他性(預付費)為準公共財。 
15. 擁有好財運不是造成富裕與貧窮的經濟性原因。 
16. 服務的特性包含易變性、同時性、易逝性、無形性。 
17. 北韓為共產主義(統制、控制)經濟制度。 
19. 傳統的通路結構當然是由製造商經批發商、零售商再到消費者。 
24. 油電雙漲，使廠商生產成本上升，造成物價上漲。 
25. 長期下，完全競爭廠商π＝0 是以 P＝LAC 最低點。 
26. 票券金融公司屬於貨幣市場。 

28. 2010 年實質 GDP＝
105

000,11 ×100＝10,476.19， 

△G% ＝
000,10

000,10476,10 － ×100%＝4.76% 

29. 乙國生產酒的利益為甲國的 2 倍大於衣服的 1.5 倍，是以乙國出口酒進口衣服。 
30. 證券交易商提供勞務所收之手續費應列入 GDP。 
32. 廠商享有規模經濟其長期平均成本(LAC)為負斜率是為自然獨占。 



 育達系列 8 創新研發 

35. 最高統制價格應低於均衡價格，出現供不應求之情況。 
39. 劣等財乃所得增加會減少購買的財貨(購買量與所得成反向變動)。 
43. 未來就業之趨勢應以服務業所占比例最高。 
44. 台幣升值會使出口價格上升，出口不利，進口價格下跌，有利進口。 
45. 一致票決須全體投票者通過為資源配置最有效率且最理想的公共選擇行為，但只

要一人反對(一人專制)，就不能通過。 
46. 奢侈稅是針對高額(300 萬以上)消費貨物及兩年內轉手(投機行為)的自用房屋和

土地課稅是一種富人稅，此乃政府扮演經濟公平維護者的角色。 
47. 技能的知識是屬於 Know-how。 
49. 春天的燕子來了是一種對未來樂觀的預期。 
50. 禽流感發生，撲殺禽類產品(供給減少)，消費者不敢購買(需求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