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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假設興建供應甲地區民生用水的儲水設備需要花費 4,000 元，建成之後

每提供一單位用水的邊際成本為 50 元。若甲地區民生用水的需求曲線

為 1050 50P Q  。試比較利潤最大定價法、平均成本定價法與兩部定價

法的價格、數量與福利損失。（25 分）

二、財產稅課徵的租稅歸宿有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與新觀點（new

view）之分，試分析兩種觀點下，決定財產稅轉嫁能力與累進程度的條

件各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一個經濟體系處於柏瑞圖最適境界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由資源重分配，體系內每一個人的福祉都可以再提高

必需犧牲其他人的福祉才能提高某人的福祉

仍可以在不犧性某些人的福祉下，來提高其他人的福祉

市場機能可以同時促成效率和公平，不需政府介入干預

2 當廠商從事研究發展而產生外部利益時，社會最適數量的決定條件為何？

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邊際社會利益 邊際外部成本等於邊際外部利益

邊際外部成本等於邊際社會利益 邊際私人成本等於邊際外部利益

3 關於皮古稅（Pigovian tax）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每單位污染量課徵租稅 可達成外部成本內部化

稅收等於總外部成本 稅收等於邊際外部成本

4 在不擁擠的前提下，使用民營健身中心泳池設備具備那些特性？

非排他與非敵對性 非排他與敵對性

排他與敵對性 排他與非敵對性

5 下列何者非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

完全競爭市場 資訊不對稱 公共財 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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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兩部定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固定基本費以分攤龐大的固定成本為目的，可避免公營事業長期虧損

按量計費依邊際成本定價，以利達成資源配置的效率

消費量未達基本使用量時，在繳交固定基本費後，可能誘使消費者多消費未達基本使用量的部

分，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政府提供兩種不同收費方案供消費者選擇

7 若民眾對公共財之需求隨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且公共財之成長率高於所得之成長率，則此代表：

公共財的價格彈性小於 1 公共財的價格彈性大於 1

公共財的所得彈性小於 1 公共財的所得彈性大於 1

8 假設獨占廠商的市場需求曲線為P 35 Q  ，總成本為TC 10Q 100  ，若獨占廠商採平均成本定

價法時，則市場的數量及價格為：

數量為 12.5，價格為 22.5 數量為 20，價格為 15

數量為 25，價格為 14 數量為 25，價格為 10

9 皮考克與魏斯曼認為公共支出的增加是呈階梯狀的型態，故提出下列那三種效果來解釋此現象？

資訊不對稱、位移效果、逆選擇效果 外部效果、中位數投票者效果、官僚效果

殊價財效果、父權主義、停滯性通膨效果 位移效果、檢查效果、集中效果

10 令社會福利函數為 1 2 NW U U ... U    ，以 iU 代表第 i 人的效用函數。此情況下，利用下列何

種投票法則所決定之政策，最可能產生柏瑞圖改善？

簡單多數決投票法 一致決投票法

點數投票法 中位數選民投票法

11 在最適憲政模型中，若決策成本為 f，外部成本為 g，則最適的多數決同意門檻應決定於何處？

 f 等於 g  f g 最小

 f 的邊際值等於 g 的邊際值  f g 最大

12 下列關於波文模型（Bowen model, BM）與林達爾模型（Lindahl model, LM）所使用投票方式之敘

述，何者正確？

 BM 與 LM 均使用簡單多數決投票法

 BM 使用簡單多數決投票法，LM 使用一致決投票法

 BM 使用一致決投票法，LM 使用簡單多數決投票法

 BM 與 LM 均使用一致決投票法

13 在①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②部分儲備制（partial funding） ③完全儲備制（full funding）

等三種財務處理方式下，所造成的世代內所得重分配效果程度為：

①＞②＞③ ①＞③＞② ②＞①＞③ ③＞②＞①

14 下列何者不屬於減輕道德危險問題的處理方式？

政府訂定消費者保護法來保障消費者權益

社會保險的強制納保機制

公司將員工出勤記錄列入薪資計算條件之一

政府要求房屋仲介業者明確揭露中古屋的屋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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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對完全競爭市場課徵從量貨物稅，在租稅完全由需求者負擔的情況下，租稅負擔在不同所得

者之間的分配決定於下列何者？

財貨消費價格 財貨消費數量

財貨消費支出 財貨消費支出占所得的比重

16 政府對完全競爭市場課徵從量貨物稅，假設供給曲線為水平線時，試問下列租稅所得歸宿何者正

確？

當財貨的所得彈性大於 1 時，租稅所得歸宿具累退性

當財貨的所得彈性大於 1 時，租稅所得歸宿具累進性

當財貨的所得彈性小於 1 時，租稅所得歸宿具累進性

當財貨的價格彈性小於 1 時，租稅所得歸宿具累退性

17 下列關於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的敘述，何者正確？

隨著稅率的增加，稅收會隨之增加

隨著稅率的增加，稅收會隨之減少

隨著稅率的增加，稅收會先增加而後減少

隨著稅率的增加，稅收會先減少而後增加

18 下列關於國民租稅負擔之敘述，何者正確？

全國租稅收入總額占全國政府支出總額之百分比

全國租稅收入總額占私人消費總額之百分比

全國租稅收入總額占全國投資總額之百分比

全國租稅收入總額占國民生產毛額之百分比

19 下列國稅何者屬於從量稅？

菸稅 營業稅 所得稅 證券交易稅

20 下列何項敘述符合柯列特-漢格法則？

最適租稅必須滿足所有財貨在課稅後，受補償需求量下跌的幅度一樣

最適租稅必須滿足所有財貨在課稅後，受補償需求量下跌的幅度和需求價格彈性成反比

因無法對休閒課稅，因此為減少課稅所造成的超額負擔，可對休閒的替代商品課重稅

因無法對休閒課稅，因此為減少課稅所造成的超額負擔，可對休閒的互補商品課重稅

21 當地方公共財具正向外溢效果時，地方政府決定之提供水準：

等於社會最適水準 大於社會最適水準

小於社會最適水準 視外溢效果大小而定

22 在丁波假說成立情況下，於均衡時會發生下列何種情況？

各地區間的人口相同 各地區間的稅率相同

各地區提供相同水準的公共財 符合柏瑞圖效率，人們不會再遷移

23 直轄市、縣（市）有不能履行償債義務之虞時，何機關可限制或停止其舉債？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財政部

24 何種預算制度又稱為新績效預算？

功能預算 企業化預算 設計計畫預算 零基預算

25 各國立大學院校編列預算，歸屬於何種政府基金？

普通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 作業基金 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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