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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就經濟學的觀點而言，人類之所以會產生經濟問

題，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資源有限，欲望無

窮 (B)資源無窮，欲望有限 (C)生態破壞，環境

汙染 (D)失業率高，薪水微薄。 

《答案》A 

2. （  ）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一個人選擇將資源

用於某一特定用途時，必須考慮所放棄的其他機

會中，滿足程度最大、價值最高者所產生的價

值。這是指下列哪種概念？ (A)預期心理 (B)

機會成本 (C)外部成本 (D)消費需求。 

《答案》B 

3. （  ）小穎在應徵工作時，同時有四家公司願意提供工

作機會給她，其工作性質及月薪如下表所示─ 

 工作性質 月薪收入 

速食店的工讀生 16,000元 

大賣場的收銀員 20,000元 

加油站的工讀生 18,000元 

安親班課輔老師 23,000元 

 
 

若單純以「月薪收入」來比較，小穎選擇到大賣

場當收銀員的機會成本為何？ (A)16,000 元 

(B)18,000 元 (C)20,000 元 (D)23,000 元。 

《答案》D 

4. （  ）下列四人所從事的經濟行為，何者稱為「消費

者」？ (A)良文經營牛排館 (B)莉珍在夜市擺

地攤 (C)志光到量販店購買礦泉水 (D)明成飼

養孔雀魚出售。 

《答案》C 

5. （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消費者對某物品「價

格高少買，價格低多買」的現象，稱為下列何

者？ (A)機會成本 (B)受益原則 (C)需求法則 

(D)外部效果。 

《答案》C 

6. （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需

求量，與消費品的價格成反向變動的關係。這就

是經濟學所稱的「需求法則」。下列何者可以顯

示此種關係？ 

(A)                  (B) 

        
(C)                  (D) 

        
《答案》A 

7. （  ）飲料店推出「新鮮果汁一瓶 50 元，兩瓶 80 元」

促銷活動，結果許多消費者一次購買兩瓶。根據

上述內容判斷，這種消費行為主要是受何種因素

影響？ (A)商品數量 (B)消費者偏好 (C)商品

價格 (D)預期心理。 

《答案》C 

8. （  ）我國政府制定下列哪項法律，其目的在保護消費

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 (A)《消費者

保護法》 (B)《民法》 (C)《商標法》 (D)

《社會秩序維護法》。 

《答案》A 

9. （  ）消費者在網路上郵購商品，若取貨後不願購買

時，可在幾日內退回商品，解除契約？ (A)7 

(B)10 (C)14 (D)15。 

《答案》A 

10. （  ）近來幾家麵粉廠商因為國際原物料上漲，而聯合

起來大幅調高麵粉價格，並且囤積大量麵粉以謀

取暴利。上述廠商的行為已違反了哪項法律？ 

(A)《社會秩序維護法》 (B)《勞動基準法》 

(C)《公平交易法》 (D)《消費者保護法》。 

《答案》C 

11. （  ）生產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考量生產什

麼、為誰生產，以及如何生產等重要課題，其最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A)獲得利潤 (B)增加產

量 (C)回饋社會 (D)提升形象。 

《答案》A 

12. （  ）成衣工廠老闆生產衣服時，考慮是要手工縫紉衣

服，或是用機器大量生產，這是生產者必須考慮

的何種經濟課題？ (A)生產什麼 (B)為誰生產 

(C)如何生產 (D)何時生產。 

《答案》C 

13. （  ）黃先生是一家運動用品公司的老闆，他的公司在

生產過程中，使用各種生產要素時所必須付出的

代價，稱為下列何者？ (A)利潤 (B)機會成本 

(C)生產成本 (D)銷貨收入。 

《答案》C 

14. （  ）生產者的銷貨收入扣掉生產成本所剩餘的部分，

稱之為何？ (A)機會成本 (B)利息 (C)利潤 

(D)儲蓄。 

《答案》C 

15. （  ）依據供給法則，當商品價格上漲時，生產者因應

市場的變化，應該會採取下列哪項行為？ (A)減

少供給數量 (B)提高生產成本 (C)增加供給數量 

(D)降低商品價格。 

《答案》C 

16. （  ）范老闆向銀行借了一筆資金，以添購工廠設備與

最新機器。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范老闆向銀行借

錢，必須支付給銀行的代價，稱為下列何者？ 

(A)利潤 (B)利息 (C)租金 (D)銷貨收入。 

《答案》B 

17. （  ）公民老師在課堂上出示以下

經濟活動循環簡圖─ 

根據內容判斷，圖中

【甲】應是指下列何

者？  

(A)商品需求  

(B)商品供給  

(C)生產要素需求  

(D)生產要素供給。 

《答案》C 

 

 

 
商品市場 

生產要素市場 

生產者 消費者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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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中午休息時間，小芳到小吃店裡買了 15 個水餃當

做午餐。小芳買水餃當午餐，屬於經濟活動循環

當中的哪個項目？ (A)商品供給 (B)商品需求 

(C)生產要素供給 (D)生產要素需求。 

《答案》B 

19. （  ）美美有一雙巧手，也具有創意，她自己設計花樣

並製作了許多手機吊飾，在網路上拍賣。美美在

網路拍賣手機吊飾，屬於經濟活動循環當中的哪

個項目？ (A)生產要素供給 (B)生產要素需求 

(C)商品供給 (D)商品需求。 

《答案》C 

20. （  ）市場可分為「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下列

何者是日常生活中所見的「有形市場」？ (A)股

票市場 (B)網路購物 (C)便利商店 (D)電視購

物。 

《答案》C 

21. （  ）國人近年來流行在中秋節烤肉，以致烤肉食材、

用具在接近中秋節時價格上揚。上述顯示中秋節

時，烤肉食材、用具市場的供需為何？ (A)供給

量小於需求量 (B)供給量大於需求量 (C)供給量

等於需求量 (D)無法判斷。 

《答案》A 

22. （  ）附圖為供需均衡

圖。在其他條件

不變的情況下，

生產者和消費者

會在哪一點達到

均衡，產生雙方

都能接受的均衡

點？ (A)P1 

(B)P2 (C)P3 (D)不一定。 

《答案》B 

23. （  ）當柚子盛產季節，供應量大於需求量時，價格會

有什麼變化？ (A)上漲 (B)下跌 (C)不變 (D)

無從判斷。 

《答案》B 

24. （  ）志傑到樂利國旅行的時候，樂利國的當地人士告

訴他說：「我國的一切資源分配都由政府主

導。」由此可知，樂利國應是實行何種經濟體

制？ (A)市場經濟 (B)自由經濟 (C)計畫經濟 

(D)獨立經濟。 

《答案》C 

25. （  ）下列何者是主導市場經濟運作的那隻「看不見的

手」？ (A)生產者 (B)消費者 (C)價格機能 

(D)政府。 

《答案》C 

26. （  ）阿峰看到百貨公司的廣告：「高級瓷器碗盤組

4,000 元」，有點心動想要購買。上述廣告最能顯

現貨幣的哪項功能？ (A)交易媒介 (B)價值衡

量 (C)債務清償 (D)價值儲存。 

《答案》B 

27. （  ）在我國，負責發行新臺幣的政府機構為下列何

者？ (A)臺灣銀行 (B)財政部 (C)合作金庫 

(D)中央銀行。 

《答案》D 

28. （  ）臺灣在民國 34 年到 38 年間，物價一日數變，每

年物價漲幅都在 500％至 1,200％之間。這段歷史

顯示當時臺灣正面臨何項經濟問題？ (A)生產技

術提高 (B)民生需求縮減 (C)通貨膨脹嚴重 

(D)貧富差距擴大。 

《答案》C 

29. （  ）有效的分工，會使產能快速的提升，有助於生

產。根據下列何種原則分工才能互蒙其利？ (A)

需求法則 (B)分散風險 (C)供給法則 (D)比較

利益。 

《答案》D 

30. （  ）阿咪在一個星期內可以繪製 2 幅畫或捏塑 4 個人

形陶偶，則阿咪畫一幅畫的機會成本為何？ 

(A)1/4 個人形陶偶 (B)1/2 個人形陶偶 (C)2 個

人形陶偶 (D)4 個人形陶偶。 

《答案》C 

31. （  ）如果在同樣的時間和條件之下，毛毛製作衣服的

機會成本小於絨絨，則表示毛毛在製作衣服上具

有下列何者？ (A)利潤 (B)絕對利益 (C)比較

利益 (D)外部效益。 

《答案》C 

32. （  ）擅長表演的人當演員，擅長體育的人當運動員，

每個人各自選擇最拿手的工作，這符合何種經濟

原理？ (A)需求法則 (B)供給法則 (C)比較利

益原則 (D)投資。 

《答案》C 

33. （  ）不同國家的商品在國際市場進行交易，稱為下列

何者？ (A)國際合作 (B)文化交流 (C)國際貿

易 (D)國民外交。 

《答案》C 

34. （  ）麥可：「1 美元原本可兌換 33 元新臺幣，但現在

1 美元可兌換 35 元新臺幣。」上述麥可說的是下

列何種情形？ (A)新臺幣升值 (B)新臺幣貶值 

(C)貿易收入 (D)通貨膨脹。 

《答案》B 

35. （  ）一個人具備工作的能力與意願，積極採取行動，

並且找到工作，稱為下列何者？ (A)開源 (B)

徵才 (C)就業 (D)失業。 

《答案》C 

36. （  ）依照我國法律規定，凡是符合一定條件的勞工，

在失業時可以申請失業给付。上述法律應是指下

列何者？ (A)《民法》 (B)《消費者保護法》 

(C)《公平交易法》 (D)《就業保險法》。 

《答案》D 

37. （  ）在職場上有些人選擇自己開店當老闆，則其稱為

什麼？ (A)應徵者 (B)失業者 (C)創業者 (D)

消費者。 

《答案》C 

38. （  ）一個人面臨失業，會造成個人及家庭生計的負

擔。下列何者正面臨失業的狀態？ (A)爸爸開了

一家小吃店 (B)媽媽在家打點家務 (C)姐姐就讀

研究所 (D)哥哥剛遭到公司資遣。 

《答案》D 

39. （  ）秀珍高中畢業後為分擔家裡經濟負擔，不得不放

棄升學，上人力網站積極投遞履歷求職，趕赴一

場又一場面試。上述畫底線的部分屬於就業基本

要素的哪項？ (A)工作的資格 (B)工作的行動 

(C)工作的興趣 (D)工作的能力。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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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夫妻對於家庭生活費用應依各自能力共同分擔，

對家庭財產的支配，雙方也享有相同的權利。這

是基於下列何種原則？ (A)性別平權 (B)分散

風險 (C)公平交易 (D)開源節流。 

《答案》A 

41. （  ）「節流」是指節省開銷，當用則用、當省則省。

下列何種行為屬於節流？ (A)兼差 (B)賺取資

源回收金 (C)善用理財工具 (D)隨手關燈。 

《答案》D 

42. （  ）當一般大眾進行投資理財時，若能抱持正確的投

資態度，將有很大的助益。下列哪些是正確的投

資態度？(甲)了解風險與獲利的關係 (乙)建立分

散風險的觀念 (丙)投資應量力而為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答案》D 

43. （  ）下列哪種理財工具的投資風險最低？ (A)外幣 

(B)股票 (C)共同基金 (D)定期存款。 

《答案》D 

44. （  ）投資人將自己的資金交由專業經理人代為管理操

作的一種理財工具，可以解決投資者資金不足，

以及無法有效分散風險的困境。上述為何種投資

工具？ (A)債券 (B)股票 (C)共同基金 (D)銀

行存款。 

《答案》C 

45. （  ）理財中的風險來自投

資，附表是小芬投資理

財獲利的情形。根據資

料判斷，哪項投資的風

險最大？ (A)甲 (B)

乙 (C)丙 (D)丁。 

 

《答案》D 

46. （  ）「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句

話說明投資時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項理財工具，

指的是下列何種概念？ (A)分散風險原則 (B)

比較利益法則 (C)需求法則 (D)供給法則。 

《答案》A 

47. （  ）好威風企業由三位好朋友出資組成並負責經營，

最近因為三人的意見紛歧，好威風企業面臨拆夥

解散的命運。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好威風企業屬

於下列何種企業經營型態？ (A)獨資企業 (B)

合夥企業 (C)無限公司 (D)股份有限公司。 

《答案》B 

48. （  ）樂利企業爲關懷獨居老人，捐贈一千萬元給某社

會團體，作為辦理「居家照護人員培訓計畫的經

費」。上述企業贊助公益活動的做法，主要在於

發揮下列哪項功能？ (A)拓展業務範圍 (B)取

代政府功能 (C)善盡社會責任 (D)促進勞資關

係。 

《答案》C 

49. （  ）王老師：「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滿足當代的需

求，更不能損害後代子孫的利益，所以重視環境

品質、不破壞世界自然資源，是現代發展經濟的

基礎。」上述主要在強調哪種概念的重要性？ 

(A)生產要素 (B)經濟效益 (C)比較利益 (D)永

續發展。 

《答案》D 

50. （  ）下列何種觀念強調國家在發展經濟時，不能為了

滿足這一代的需求，而剝奪後代子孫享受現有環

境資源的機會？ (A)國際分工 (B)比較利益 

(C)永續發展 (D)天人合一。 

《答案》C 

 

 
甲：獲利率  15% 

乙：獲利率  20% 

丙：獲利率  25% 

丁：獲利率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