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作業 

請務必以 A4 紙張大小列印後作答：(請一定要在”第一節”上課前，由班代收齊

交給我，遲交不收，以免上課時還在寫作業) 

班級：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是非題：對的請寫「」；不對的請寫「×」，並改成正確的敘述(每題 2 分) 

1. 稀少性意指可為人們所用的商品或資源，其數量要比人們想要的來得少。 

答：  

 

2.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如何配置其無限資源的科學。 

答：，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如何配置其有限資源的科學 

 

3. 只要小心計畫，我們就可以在不需付出任何代價或成本的情況下，獲取某一事物。 

答：，只要小心計畫，就會付出時間代價，亦即(機會)成本是指在該時間內無法從事其他包括

賺錢等事情之代價。 

 

4. 選擇不去聽音樂會而把時間留下來準備考試是一個取捨的例子。 

答：  

 

5. 當一個人在決定如何配置其有限的時間時，她同時面對稀少性與取捨問題。 

答：  

 

6. 就大多數學生而言，上大學的最大單項成本是學費。 

答：，上大學的最大單項成本是時間，即在該時間內無法從事其他包括賺錢等事情之代價。 

 

7. 如果會計師的薪資提升了，則表示他們休閒時間的機會成本變低了。 

答：，他們休閒時間的機會成本是在該時間內無法從事賺取會計師的薪資，因此機會成本變

高了。 

 

8. 「邊際」變動是既有行動的額外微幅(通常指一單位)變動。 

答：  

 

9. 當某一活動的邊際成本增加時，理性的人們一定會選擇不再進行該活動。 

答：，當某一活動的邊際成本＞其邊際效益時，理性的人們一定會選擇不再進行該活動。 

 

10. 生命所需的水如此便宜，而不是生命所需的鑽石卻如此昂貴，表示人們是不理性的。 

答：，就是因人們是理性的，故在水的存量很多下，若額外增加一單位的水，其帶給人們的

效益乃是處於低水準，而人們願意付出的價格是以邊際效益為依據，其與邊際成本(即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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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水的市場價格)相比，往往會造成市場價格亦位於低水準。同理，在鑽石存量相對少之下，

若額外增加一單位的鑽石，其帶給人們的效益乃是處於高水準(即邊際效益高)，故人們願意

付出高價格，因此會造成市場價格(即邊際成本)亦位於高水準。 

 

11. 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會在成本大於效益時採取行動。 

答：，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會在成本小於效益時採取行動。 

 

12. 如果沒有交易或國際貿易，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生活水準。 

答：  

 

13. 當市場失靈或所得分配非常不平均的情況存在時，政府可以透過一些政策措施來改善結果。 

答：  

 

14. 市場失靈指的是讓市場自由運作，並無法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最有效率的情況。 

答：  

 

15. 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包括外部性與市場影響力。 

答：  

 

二、 請寫出正確答案，務必不要用圈選，否則 0 分： 

(第 8 和 9 題各為 4 分，其餘每題 3 分) 

1. 經濟一詞源自於希臘字，其意為： 

消費者、生產者、管理家戶者、投資者 

答：管理家戶者 

 

2. 家戶與整個社會之所以需要作很多決策，是因為： 

資源是稀少的、人心是險惡的、所得不穩定、物價不斷上漲 

答：資源是稀少的 

 

3. 社會之所以會有稀少性現象是因為： 

生產技術落後、社會所擁有的資源相對於人們的慾望是有限的、政府無能、所得分配不均 

答：社會所擁有的資源相對於人們的慾望是有限的 

 

4. 經濟學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 

研究生產方法的科學、研究社會如何管理其稀少性資源的科學、研究社會財富該如何分配

的科學、研究企業與政府如何互動的科學 

答：研究社會如何管理其稀少性資源的科學 

 

5. 「人們面臨取捨」之原理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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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家庭、社會、全部均是 

答：全部均是 

 

6. 有些天才型的職籃球星，高中畢業後即投入職籃運動，這是因為： 

他們不了解繼續升學的價值、他們繼續升學的機會成本太高(若是寫本答案，則還須寫出機

會成本是多少)、他們書念得不好、以上皆是 

答：他們繼續升學的機會成本太高，等於在升學期間無法投入職籃運動，以賺取的高薪資水準

為代價。 

 

7. 理性的人們之所以不再繼續進行某項活動，是因為： 

邊際成本為零、機會成本為零、邊際效益小於邊際成本、平均效益小於平均成本 

答：邊際效益小於邊際成本 

 

8. 有一個投資客用他僅有的 80 萬元積蓄，再加上跟銀行貸的 120 萬元，買了一間 200 萬元的小

套房。後來由於金融風暴，他不但失業了，且小套房的價格跌到只剩 120 萬元。他可以把小

套房出租，但年租金比付銀行房貸本利和還少。他也可以再花 40 萬元裝潢，裝潢後的小套

房可以賣到 150 萬元。請算出以下各方案的機會成本： 

直接用 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機會成本＝花 40 萬元裝潢，然後賣 150 萬元，亦即 110 萬元

的代價 

把小套房出租機會成本＝用 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的代價 

花 40 萬元裝潢，然後賣 150 萬元機會成本＝用 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的代價 

什麼都不要做機會成本＝用 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的代價 

 

9. 續上題，請利用邊際效益與邊際機會成本，判斷該投資客應選擇上述四種方案中的哪一種？ 

答：第種方案的邊際效益＝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邊際機會成本＝110 萬元 

第種方案的邊際效益＝負值(因年租金比付房貸本利和還少)＜邊際機會成本＝120 萬元 

第種方案的邊際效益＝110 萬元＜邊際機會成本＝120 萬元 

第種方案的邊際效益＝負值(沒收入又要付房貸本利和)＜邊際機會成本＝120 萬元 

直接用 120 萬元把小套房賣掉 

 

10. 假設台北市單獨調高香菸的健康捐。結果，一些台北市的菸民到台北縣買菸。此一行為最合

乎下列哪一個經濟學原理？ 

人們的行為隨誘因起舞、理性的人們進行邊際思考、交易可以讓每個人變得更好、市場通

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良好方式 

答：人們的行為隨誘因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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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可以提高人們搭乘捷運的意願？ 

調降公車票價、調降計程車費率、調高汽油稅、以上皆非 

答：調高汽油稅 

 

12. 下列何者是市場失靈的成因？ 

政府課稅、外部性、政府開放國際貿易、政府開放資金的跨國移動 

答：外部性 

 

13. 市場失靈指的是： 

讓市場自由運作，所得分配可能會很不平均、讓市場自由運作，卻無法使社會資源的配置

最有效率、讓市場自由運作，無法確保人們的財產權、讓市場自由運作，會綁住「那一隻

看不見的手」 

答：讓市場自由運作，卻無法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最有效率 

 

三、 請寫出正確答案： 

1.某甲面對三種水果：西瓜(X)、香蕉(Y)、蘋果(Z)，市場價格分別為 Px=30 元/斤、Py=20 元/斤、

Pz=60 元/斤，請問某甲若買一斤蘋果(Z)，其(機會)成本是多少？請從下面答案中，就你認為正

確者，重新再以文字寫一遍：60 元、2 斤西瓜的價值、3 斤香蕉的價值、3 斤西瓜的價值、2

斤香蕉的價值。(3 分) 

Ans： 60 元、2 斤西瓜的價值、3 斤香蕉的價值。 

2.續上題，某甲評估消費第一斤蘋果的滿足感(又稱邊際效益)，有達 100 元的價值，而繼續購買

第二斤，則因感覺有點接近飽和，而覺得邊際效益僅有 75 元的價值，若再購買第三斤，則邊

際效益又降至 65 元的價值，接下來第四斤的邊際效益為 50 元等，請問若沒有預算的限制，其

會買幾斤蘋果？[提醒：西瓜的邊際機會成本(即每斤市場價格)是不是固定的？] 

＊本題寫說明了消費者不是購買愈多愈好；當然生產者也不是生產愈多愈好，其生產決策點是

在利潤最大處的產量才對！(2 分) 

Ans： 

蘋果數量 Q(斤) 1 2 3 4 

邊際效益 100 75 65 50 

邊際機會成本 60 60 60 60 

根據上表至 Q=3 時，邊際效益還是大於邊際機會成本，但 Q=4 時，邊際效益小於邊際機會成本，

故會買三斤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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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續上題，若某甲的預算是 150 元，則又會買幾斤蘋果？(2 分) 

Ans：因資源限制(預算)買不起第三斤蘋果，故只能買兩斤蘋果。(因題目未說不能買半斤，故寫

150/60=2.5 斤蘋果也對) 

4.現在回到某甲對三種水果均想購買的課題上，而非僅針對蘋果討論，則請依第一、二題數據，

再加上某甲評估第一斤西瓜的邊際效益為 90 元的價值，評估香蕉的邊際效益為 40 元的價值，

若某甲有 50 元的預算，請問(1)我們會看到他如何買(即其理性決策為何？提示：寫出在 1 元下，

買回每種水果的邊際效益各為多少，以便做比較)。(2)又請順便驗證：第一斤的各種水果之邊

際效益是否都大於邊際機會成本(以驗證購買決策的發生是在邊際效益大於邊際機會成本時；

且若所有水果均滿足該條件，而均可購買時，會再依大於程度的高低，及預算資源的限制，而

有依序購買的情況) (8 分) 

Ans： 

(1.)  在數量(斤)=1 下: 

西瓜(邊際效益/價格) 3 單價/1 元 

香蕉(邊際效益/價格) 2 單價/1 元 

蘋果(邊際效益/價格) 1.67 單價/1 元 

30*1+20*1＝50≦50 ，且購買一斤西瓜和一斤香蕉，因其邊際效益依序較大，會優先購買至預

算買得起的範圍內。 

(2.)  

 數量 邊際效益 邊際機會成本

(價格) 

西瓜 第一斤 90 30 

香蕉 第一斤 40 20 

蘋果 第一斤 100 60 

由上表可知，第一斤的各種水果之邊際效益皆大於邊際機會成本。 

5.有一杯(裝)水若賣 15 元，在不口渴時，你會買嗎？若說會者，請寫出一個你對該杯(裝)水的邊

際效益值，然後再與邊際機會成本比較，以說明你為何會買？同理，若說不會者，亦請寫出一

個你對該杯(裝)水的邊際效益值，然後再與邊際機會成本比較，以說明你為何不買？(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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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在不口渴時，  

(1). 我不會買，因該杯水的邊際效益值(若換算成元衡量)=6＜邊際機會成本(市值)=15，因此不

會買該杯水。 

(2). 我會買，因該杯水的邊際效益值(若換算成元衡量)=20＞邊際機會成本(市值)=15，因此會買

該杯水。 

6.有一杯(裝)水若賣 2 元，在不口渴時，你會買嗎？請利用上述的邊際效益值，再說明一次你為

何會買，或為何不買？(3 分) 

Ans：在不口渴時，該杯水的邊際效益值(若換算成元衡量)=6 或 20 均＞邊際機會成本(市值)=2，

因此會買該杯水。 

 

 7.(1)你對杯裝水的邊際效益，請比較若處在口渴與不口渴時，何者較大？(2)請問所給予的邊際

效益值，是不是與距離飽和感遠近有關？(3)請問邊際效益值愈大時，是不是表示你愈願意用較

高價格(即主觀價格)購買，因此較容易高於邊際機會成本(即市場價格或客觀價格)？(6 分) 

Ans：(1). 口渴時邊際效益較大。 

     (2). 是，邊際效益值距離飽和感愈近，則會感覺邊際效益愈小。 

     (3). 是，當邊際效益愈大時，會願意用較高價格買，因此容易高於邊際機會成本。 

 

8.再請問若你手邊沒有任何鑽石，因此你對第一顆鑽石的邊際效益(即主觀價格，亦即願意付出

的價格)，會較高或較低？(提醒：沒有問你買得起或買不起) (2 分) 

Ans： 若手邊沒有任何鑽石，對第一顆鑽石的邊際效益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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