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管群專業(一)試題 

 1. 在區分行業的方式中，下列何者是以「販賣商品的種類」來區分？ 
(A)業態 (B)業種 (C)規模 (D)業績。 

 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商業組織的基本目標在賺取利潤 
(B)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對公司債務的清償責任，以出資額為限 
(C)有限公司需由二人以上的股東組成 
(D)無限公司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的清償責任。 

 3. 在某個社會，大眾願意接受以金屬鑄幣或紙幣等作為交易媒介，以從事商業

活動，此時表示商業的發展在哪個階段？ 
(A)物物交易時期  (B)貨幣交易時期 
(C)信用交易時期  (D)無現金交易時期。 

 4. 明月從學校畢業，利用所學架設網站銷售手工藝品。請問這是何種型態的銷

售方式？ 
(A)無店鋪經營型態 (B)專賣店 
(C)便利商店  (D)自動販賣。 

 5. 在人類經濟行為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理性家計單位的經濟選擇，是以追求最大滿足為目標 
(B)每一種資源皆有多種用途 
(C)資源的種類與數量都是有限的 
(D)選擇時所放棄其他用途中，價值最高者就是會計成本。 

 6. 若 A 廠商擬投資設廠，其正在評估要生產速食麵或冷凍水餃。請問此為下列

何種經濟問題？ 
(A)何時生產 (B)為誰生產 (C)如何生產 (D)生產什麼。 

 7. 下列何種情形會使一國的生產可能曲線移動？ 
(A)利率下跌  (B)人們對兩產品的需求一增一減 
(C)財貨與勞務的價格提高 (D)一國所擁有的資源數量增加。 

 8. 自由經濟體系以下列何者來使市場均衡？ 
(A)干預管制 (B)價格機能 (C)政府介入 (D)數量分配。 

 9.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財貨價格與需求量呈反向變動的現象」是為： 
(A)正常財 (B)季芬財 (C)需求法則 (D)引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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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何者會引起「供給量的變動」？ 
(A)租稅與補貼的變動 (B)相關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 
(C)生產技術的變動 (D)財貨本身價格的變動。 

11. 陳先生若受雇於人，其工作月薪為 4 萬元。而其有一間店面，若出租之月租

為 3 萬元。陳先生現以自有店面開飲料店，一個月開店各項費用為 20 萬元，

但其不支薪給自己，也不用付店租，而營業收入為 25 萬元。下列有關其損益

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有經濟利潤 5 萬元 (B)有經濟損失 5 萬元 
(C)有經濟損失 2 萬元 (D)有經濟利潤 2 萬元。 

12. 若汽油價格上升使大型汽車需求減少，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汽油與大型汽車為消費上的替代品 
(B)汽油與大型汽車為消費上的互補品 
(C)汽油為劣等財 
(D)大型汽車為劣等財。 

13. 下列有關需求曲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夏天太熱，使得冷飲的需求曲線向左移 
(B)火鍋料的成本上漲，使得吃火鍋的需求曲線向左移 
(C)所得增加，使得冷氣機的需求曲線向右移 
(D)腳踏車廠商擴大產能，使得腳踏車的需求曲線向右移。 

14. 若課本的價格上漲 10 %，而需求量減少 2 %，則課本的需求價格彈性為： 
(A)0.2 (B)2.0 (C)5.0 (D)10。 

15. 阿杰有 4,800 元，可用於購買專業雜誌或上網時數，專業雜誌每期 360 元，

上網費用每月 600 元，已知雜誌及上網的每一元之邊際效用(MU/P)如表(一)。
在追求效用最大下，阿杰的消費組合(雜誌期數，上網月數)應為： 
(A)(5，5) (B)(10，5) (C)(5，10) (D)(10，10)。 

表(一) 每一元之邊際效用(MU/P) 
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雜誌 400 250 160 135 120 115 113 112 111 110 
上網 500 380 280 200 120 90 70 60 50 40 

16. 某甲對財貨 G 的需求函數為 Q＝300－20P，式中 Q 為數量，P 為價格。若市

場價格為 P＝10，請問消費者剩餘為多少？ 
(A)50 (B)250 (C)1,000 (D)1,250。 

17. 經濟成本為下列那兩項之和？ 
(A)社會成本與外部成本 (B)外部成本與會計成本 
(C)會計成本與正常利潤 (D)內含成本與外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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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若澎湖縣的房屋供給線為正斜率的直線，而需求線為負斜率的直線，當房屋

供給增加幅度大於房屋需求減少幅度，則澎湖縣的房屋價格與交易量會如何

改變？ 
(A)價格上升，交易量減少 (B)價格下跌，交易量增加 
(C)價格下跌，交易量減少 (D)價格上升，交易量增加。 

19. 在計算國內生產毛額(GDP)時，下列何者不應計算在GDP中？ 
(A)支付住宅的租金 (B)銀行所收取的手續費 
(C)給經紀商的佣金報酬 (D)投資股票的金額。 

20. 若 2007 年的名目 GDP 為 1,100 億元，實質 GDP 為 1,000 億元；2008 年名目

GDP 為 1,331 億元，實質 GDP 為 1,100 億元，失業率為 3 %。若 GDP 平減指

數可反映物價水準，則 2008 年痛苦指數為： 
(A)10 % (B)11 % (C)12 % (D)13%。 

21. 下列有關訂價的敘述，何者錯誤？ 
(A)第一級差別訂價會使消費者剩餘為零 
(B)邊際成本訂價法為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C)第三級差別訂價會對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市場訂價較高 
(D)追求最大利潤的廠商，其訂價條件為邊際收入等於變動成本。 

22. 若甲廠商為完全競爭廠商，其短期平均成本最低為 6 元，平均變動成本最低

為 4 元。短期下，甲廠商在下列那一個價格時會停止生產？ 
(A)3 元 (B)6 元 (C)7 元 (D)8 元。 

23. 若實質利率為 5 %，而通貨膨脹率為 2 %，則名目利率為多少？ 
(A)2.5 % (B)3 % (C)5 % (D)7 %。 

24. 假設消費函數為C＝150＋0.8Y，其中C為消費，Y為所得。請問下列那一項是

錯誤的？ 
(A)消費函數的斜率為 0.2 (B)邊際儲蓄傾向為 0.2 
(C)自發性消費支出為 150 (D)若Y＝750 時，誘發性支出為 600。 

25. 假設某國 2008 年的國民所得(NI)為 35 億，個人所得稅為 5 億，企業間接稅

淨額為 10 億，折舊為 20 億，消費支出為 15 億，則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為： 
(A)65 億 (B)70 億 (C)80 億 (D)85 億。 

26. 下列有關獨占市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自然獨占形成原因為產業具有規模經濟 
(B)獨占市場產品無近似替代品 
(C)獨占廠商為價格決定者 
(D)廠商可以自由進出獨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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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若一國中央銀行原則上尊重外匯市場機能，讓匯率由市場供需自由決定，但

有時為政策需要而干預外匯市場均衡匯率，此種匯率制度稱為： 
(A)純粹浮動匯率制度 (B)固定匯率制度 
(C)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D)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28. 下列有關寡占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A)廠商的家數眾多 (B)寡占廠商為價格接受者 
(C)產品必定為同質化產品 (D)廠商偏好非價格競爭。 

29. 我國勞動基準法中最低工資，是屬於下列那一種市場管制的方式？ 
(A)價格上限 (B)價格下限 (C)定量配給 (D)保證價格收購。 

30.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計算公式 GDP＝C＋I＋G＋X－M，其中 C 為消費， 
I 為投資，G 為政府支出，X 為出口，M 為進口。此計算方式為下列那一種衡

量方法？ 
(A)生產面法 (B)支出面法 (C)所得面法 (D)間接淨額法。 

31. 當經建會所公布的景氣對策訊號為藍燈時，代表下列何種經濟狀況？此時政

府應採取何種因應政策？ 
(A)景氣穩定，宜採取穩定性經濟政策 
(B)景氣活絡，宜採取緊縮性經濟政策 
(C)景氣趨緩，宜採取緊縮性經濟政策 
(D)景氣衰退，宜採取擴張性經濟政策。 

32. 已知某國勞動力為 100 萬人，自願性失業為 30 萬人，隱藏性失業為 10 萬人，

放無薪假為 3 萬人，摩擦性失業為 2 萬人，結構性及循環性失業為 5 萬人。

請問該國失業率為何？ 
(A)7 % (B)20 % (C)37 % (D)50 %。 

33. 若一經濟體系逐漸進入 M 型社會，在經濟學上是指： 
(A)所得越來越少 
(B)羅倫茲曲線越來越接近對角線 
(C)最高與最低組所得相對倍數越來越小 
(D)吉尼係數越來越接近 1。 

34. 若一國就業人口 180 萬，失業人口 20 萬，非勞動力 100 萬，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勞動力 200 萬  (B)勞動參與率 6 % 
(C)就業率 6 %  (D)失業率 11.11 %。 

35. 公共財具有不論是否付費皆能享用的特性，因此消費者會隱瞞其對公共財的

需求，此種只想坐享其成而不願付費的現象稱為： 
(A)無排他性 (B)搭便車 (C)敵對性 (D)邊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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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當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有關我國貨幣貶值所產生的效果，何者正確？ 
(A)國人出國的旅遊費用降低 (B)進口商品的本國價格下跌 
(C)不利於外幣資產之持有者 (D)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 

37. 下列何者為我國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 
(A)公營事業盈餘 (B)租稅收入 (C)規費收入 (D)公債收入。 

38. 在市場上當委託人某甲與代理人某乙之間，發生資訊不對稱現象。某乙擁有

較多資訊，於契約成立之前，某乙隱匿資訊做出對自己有利而不利某甲的選

擇，此為： 
(A)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B)公共財(Public Goods) 
(C)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D)道德說服(Moral Persuasion)。 

39. 下列何者為貿易保護措施？ 
(A)課徵進口關稅  (B)課徵加值型營業稅 
(C)失業補貼  (D)開放外資流入。 

4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開放型基金是一種基金規模固定不變的共同基金 
(B)認購權證具有高槓桿的效果 
(C)股票市場屬於資本市場的一種 
(D)商業本票是一種貨幣市場的信用工具。 

41. 在簡單凱因斯模型中，若所得為 2,000 元時，消費為 1,200 元；但當所得提高

至 2,500 元時，消費提高至 1,600 元，則 MPC(邊際消費傾向)與 MPS(邊際儲

蓄傾向)應為： 
(A)MPC＝4/5，MPS＝1/5 (B)MPC＝1/5，MPS＝4/5 
(C)MPC＝3/5，MPS＝2/5 (D)MPC＝3/4，MPS＝1/4。 

42. 政府提供的失業救濟金，屬於哪一種政府支出？ 
(A)資本性支出 (B)債務支出 (C)移轉性支出 (D)一般政務支出。 

43. 下列何者的定義中包括準貨幣在內？ 
(A)M1A (B)M1B (C)M2 (D)支票存款。 

44.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擴張性的政策？ 
(A)增加政府稅收  (B)降低重貼現率 
(C)提高法定存款準備率 (D)減少政府支出。 

45. 我國為解決此次全球金融風暴引發經濟不景氣的問題，曾採用的政策何者為

貨幣政策？ 
(A)發放消費券  (B)增加公家機構之短期約聘人員 
(C)降低利率  (D)提供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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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鴻天企業為了整合其上下游廠商能夠利用網路直接報價與下單，必須要建立

哪一種系統？ 
(A)C2C 型電子商務 (B)B2B 型電子商務 
(C)CIS 企業識別系統 (D)POS 銷售時點管理系統。 

47. 下列有關現代化商業機能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服務流是指商品所有權交易活動的流通過程 
(B)信用卡為金流的交易工具之一 
(C)EDI為資訊流的應用技術之一 
(D)運輸配送的功能是屬於物流。 

48. 下列何者為提供一年以上中、長期有價證券交易的市場？ 
(A)貨幣市場 (B)資本市場 (C)勞動市場 (D)同業拆款市場。 

49. 台灣目前已加入下列那一個國際經貿組織？ 
(A)WTO(世界貿易組織) (B)ASEAN(東南亞國家協會) 
(C)EU(歐洲聯盟)  (D)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 

50. 下列何者並非使市場失靈的原因？ 
(A)外部性的問題  (B)公共財的存在 
(C)市場供過於求  (D)資訊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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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管群專業(一)試題 詳解 

【解答】 
1.(B) 2.(C) 3.(B) 4.(A) 5.(D) 6.(D) 7.(D) 8.(B) 9.(C) 10.(D) 

11.(C) 12.(B) 13.(C) 14.(A) 15.(A) 16.(B) 17.(C) 18.(B) 19.(D) 20.(D) 
21.(D) 22.(A) 23.(D) 24.送分 25.(A) 26.(D) 27.(C) 28.(D) 29.(B) 30.(B) 
31.(D) 32.(A) 33.(D) 34.(A) 35.(B) 36.(D) 37.(B) 38.(C) 39.(A) 40.(A) 

41.送分 42.(C) 43.(C) 44.(B) 45.(C) 46.(B) 47.(A) 48.(B) 49.(A) 50.(C) 
 
11. TR＝25 萬元，經濟成本＝20 萬元＋4 萬元＋3 萬元＝27 萬元 

經濟利潤＝25 萬元－27 萬元＝－2 萬元 (經濟損失 2 萬元) 

14. Ed＝
%P
%Q

△

△
＝

%10
%2－

＝0.2 

15. 當消費各財貨最後一元之 MU 相等時，TU 最大。 
16. P＝10 代入 Q＝100 

觀察圖形： 

  C.S＝
2
1005×

＝250 

18. S＋＞D－ ⇒P↓，Q↑ 

20. 2007 Pt＝
1,000
1,100

×100＝110 

2008 Pt＋1＝
1,100
1,310

×100＝121 

2007～2008 △Pt＋1%＝
110

110121－
×100%＝10% 

痛苦指數＝物價上漲率＋失業率＝10%＋3%＝13% 
21. 追求最大利潤的廠商，其訂價條件為 MR＝MC。 
22. P＜AVC 停止生產。 
23. 名目利率＝實質利率＋通貨膨脹率 
25. GDP＝NI＋企業間接稅淨額＋折舊＝35＋10＋20＝65 億 

32. 失業率＝
勞動力

人數性失業摩擦性＋結構性及循環 )(
＝

萬人

萬人＋

100
)52(

×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