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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二愛班公民與社會科第 1 次段考試題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單選題(30 小題，每題 2.5 分，共 75 分  不倒扣)           使用電腦回收卡第 1 題從第 51 題開始畫卡(試題共 6 頁) 

1. （  ）根據附表的資料，此市場的「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應為下列何者？  

價格（元）  
需求量（公

斤）  

供給量（公

斤）  

10 5 1 

20 4 2 

30 3 3 

40 2 4 

50 1 5 

(A)20 元、6 公斤 (B)50 元、1 公斤 (C)30 元、3 公斤 (D)10 元、5 公斤  

2. （  ）媒體報導，臺北東區的韓國平價時裝品牌店不斷打出折扣，甚至推出「任選 3 件 3 折」，更傳出即將熄

燈不再營業。請問：關於該店不斷推出折扣的理由，以經濟學的角度說明以下何者較適當？ (A)因為供

過於求，所以價格下跌 (B)因為價格調降，所以供不應求 (C)因為價格調降，所以產生超額供給 (D)

因為供不應求，所以增加供給量  

3. （  ）旅宿業者面對病毒流行造成的退房潮，選擇不斷調降住房價格。請問：關於旅宿業者調降住房價格目的

的說明，以下何者較適當？ (A)降低價格，以增加需求量 (B)降低價格，以增加供給量 (C)減少供給

量，以降低價格 (D)增加需求量，以降低價格  

4. （  ）假設小天經營一家按人數計費的吃到飽燒烤店，他在門口張貼不同時段的價格表。請問：小天是根據下

列哪個經濟學法則來訂價？  

時段  
平日（元／小

時）  

假日（元／小

時）  

10：00～12：
00 

100 150 

12：00～14：

00 
140 200 

17：00～19：

00 
180 250 

19：00～22：
00 

160 220 

(A)比較利益法則 (B)供給需求法則 (C)生產者剩餘法則 (D)邊際成本遞減法則  

5. （  ）農曆春節將至，春節圍爐團圓必備象徵「年年有餘（魚）」的白鯧魚，卻呈現數量不如往年的情況，桃

園區漁會統計，去年捕撈白鯧產量約 3.7 萬公斤，今年減少一、二成，去年批發價每臺斤 1,500 元、今年

上漲至每臺斤 1,800 元，價格上漲約二成，而零售市價更飆至新高。依據一般供需法則來檢視此現象，春

節前夕，白鯧魚的需求線會如何變動？ (A)左移 (B)右移 (C)上升 (D)不變  

6. （  ）2019 年，中華隊在日本舉行的世界 12 強棒球賽中，以 8 比 0 擊敗韓國隊後，日本官方出版的中華隊商

品被搶買一空，而網路上的官方版中華隊商品則價格不斷上升。請問：附圖中何者最能夠表示此項情

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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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015 年上半年石油走跌，造成石油輸出國收入銳減，但對用油者來講，卻是一大福音。附圖為「石油的

市場供需圖」，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石油價格下跌，對「石油」市場需求的影響，可用下列何圖來表

示？ (A)  (B)  (C)   (D)   

 

8. （  ）新聞報導指出，某航空公司取消其高雄飛往澎湖馬公航線，且其他航空公司也不願增加航班。請問：依

據前面的新聞報導判斷，以下何種是較為可能的價格變化情形？ (A)需求增加，故票價上漲 (B)供給增

加，故票價下跌 (C)不一定，需視需求的增減情況 (D)不一定，需視供給的增減情況  

9. （  ）一名網友分享近日在著名美式賣場採買時，發現一款 CP 值超高，便宜又品質好的黑巧克力在特價，才

上架沒多久就一搶而空，貨架上還留有搶購時被民眾扯下的標價牌。請問：上述所提及的現象，以圖中

哪部分的面積表示 CP 值較適當？  

 

(A)A (B)B (C)C (D)A+B+C  

10. （  ）下列有關經濟效率之敘述，何者正確？ (A)需求線上的價格，是消費者最低的要求價格 (B)生產者所

要求的最高要求價格即為他的機會成本 (C)當市場均衡時，社會福利達到最大 (D)消費者實際收益超過

消費者最低要求價格的差額稱為「消費者剩餘」  

11. （  ）在經濟活動中，生產者追求的是「利潤極大化」，而決定是否生產則是依市場上的售價是否大於生產者

的機會成本，因此要增加利潤，可能就需要調高價格，或者降低自身的機會成本。請問：下列何例較符

合「降低機會成本」的情形？ (A)美國香精公司（ IFF），併購杜邦的生科部門，估計省下 3 億美元的成

本 (B)今年因黑潮影響鰻魚苗數量爆發，有漁民一晚捕獲上萬條進帳百萬元 (C)年前雞蛋需求大增，一

斤上漲至百元，農委會表示供貨穩定不需擔心 (D)日本進入新年號令和，所拍賣的北海道令和哈密瓜以

兩顆 500 萬天價成交  

12. （  ）附圖為高中生美玲針對某國稻米開放國際貿易後，國內市場變化所繪的供需圖，然而公民老師請他訂正

後再繳交。假設該國在稻米生產上有比較利益，則此供需圖應如何修正較佳？  

 

(A)應畫出供給線向左移動 (B)應繪出需求線向右移動 (C)P0 應該在 P1 下方 (D)標出貿易前後的均衡量  

13. （  ）2019 年 9 月，古巴政府為了對抗通膨，對產品和勞務實行價格管制，從檸檬、豬肉、理髮、咖啡再到計

程車資等均受管制。如古巴啤酒的原先價格為 40 披索，價格限制為一杯 30 披索。請問：該項政策對啤

酒市場造成什麼影響？ (A)市場上啤酒的價格將上升 (B)市場上啤酒交易價格不變 (C)政府抑制啤酒

價格將使生產者剩餘增加 (D)市場將蒙受社會福利損失  

14. （  ）近年來，臺灣出口表現低落，僅運輸設備類呈現成長趨勢，其中又以裕隆生產的 Luxgen 車款銷售頗佳。

附圖為該車款的「國內市場供需圖」，S 為國內供給線，D 為國內需求線。若臺灣與鄰國進行國際貿易，

且 P2 為兩國間的國際均衡價格，則臺灣人民總共消費多少輛車，交易價格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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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總共消費 Q1 單位的車，交易價格為 P1 (B)總共消費 Q2 單位的車，交易價格為 P2 (C)總共消費 Q2 單

位的車，交易價格為 P3 (D)總共消費 Q3 單位的車，交易價格為 P2  

15. （  ）臺灣是世界上少數仍在實施稻米保價收購的國家，四十年來的公糧制度雖讓農民得以溫飽，但糧倉年年

囤積過多的稻米，也造成政府財政負擔與浪費。請問：上述所描述的政策方式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為友善社工之職場環境，政府訂明年民間社工的基本工資為 34,916 元 (B)紐約市規定房子一旦出

租，房東就不能隨意漲價且不能把房客趕走 (C)政府規定東港櫻花蝦每艘漁船最多只能捕 11 箱，每箱不

超過 21 公斤 (D)經濟部近日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會後決定今年 10 月起電價凍漲  

16. （  ）附圖是當需求減少時，市場上某商品的價格與數量產生新的均衡變化。下列哪一項觀察最為正確？  

 

(A)將會產生 4 粒超額需求 (B)價格會維持 100 元不變 (C)移動原因可能為預期價格上漲 (D)最後真正

減少的交易量為 2 粒  

17. （  ）依據附圖的供需情形，下列解讀何者最為正確？  

 

(A)E 點表示供給量＝需求量，供給價格＝需求價格 (B)只有在均衡點（E）下，市場才有可能產生交易 

(C)即使交易價格低於 P1，仍可達到市場的最大效益 (D)市場供需交易到達 E 點後，將不會再有任何異

動  

18. （  ）重大民生必需品政府往往都會介入影響價格，避免其價格太高而引發民怨與不安。然而這樣的干預可能

會引發下列何種經濟效果？ (A)將有超額供給發生的可能性 (B)價格的限定將對生產者有利 (C)雖有

社會福利無謂損失，但總剩餘不變 (D)此舉將會造成消費者剩餘增減無法確定  

19. （  ）附圖為市場機制在（P1,Q1）下所形成的均衡供需圖形。有關其社會福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社會福利的面積，為甲＋乙＋丙之加總 (B)生產者剩餘（甲）與消費者剩餘（乙）的加總 (C)在

（P1,Q1）下，社會福利將會達到最大 (D)社會福利必須在均衡價格以下才會成立  

 



4 

 

20. （  ）當市場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都以價格的漲跌，作為調節供給與需求的依據，而自動的達到供需一致的市

場均衡狀態，在經濟學上我們稱之為何種概念所形成的市場狀態？ (A)機會成本 (B)比較利益 (C)絕

對利益 (D)一隻看不見的手  

21. （  ）圖為市場均衡時的供需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市場均衡時會交會在圖中的 E 點，此時供給量大於需求量 (B)當市場不均衡時，經過價格機能調節可

自然回復到均衡狀態 (C)「甲」是指「供不應求」，為需求量大於供給量所造成 (D)「乙」是指「供過

於求」，為供給量大於需求量所造成  

22. （  ）茶葉蛋可說是超商必賣的產品，利潤一顆雖然不到 1 元，但卻可吸引消費者走入店家，順便購買其他產

品，例如：超商龍頭統一超商，一年可賣出約 7,600 萬顆茶葉蛋，而全家便利商店一年也大概可賣出

4,000 萬顆以上。請問：下列哪一項情形與上述最為相似？ (A)農曆七月忌買房，業者推出買房送車大

促銷 (B)中秋文旦大盛產，月餅的銷售量也不如去年 (C)新款手機大熱銷，連帶使手機周邊產品熱賣 

(D)牛肉價格狂飆漲，使得市場上牛皮供給增加  

23. （  ）日本媒體報導，中國男性用的化妝品市場迅速成長。不同以往僅是洗面乳或化妝水等清潔保養用品，使

用面霜、粉底等化妝品的男性也增加不少。而中國媒體則報導，估計男性化妝品市場持續兩位數成長，

2019 年將達臺幣 668 億元。事實上男性不再認為化妝是專屬女性的行為，而是「理所應當的儀容管

理」，顯示中國男性的美容意識也不斷提高。請問：若以供需圖呈現上文的男性化妝品市場變化，以下

何者較符合？ (A)需求線向右移 (B)需求線向左移 (C)供給線向左移 (D)供給與需求線均向左移  

24. （  ）附圖某國國內水蜜桃市場的供需圖，若 P0 為開放水蜜桃進出口前的價格，而 P1 為開放水蜜桃進出口後的

價格，則以下說明何者較為正確？  

 

(A)該國為水蜜桃的出口國，開放進口後的生產者剩餘增加 (B)該國為水蜜桃的出口國，開放進口後的總

社會福利增加 (C)該國為水蜜桃的進口國，開放進口後的消費者剩餘減少 (D)該國為水蜜桃的進口國，

開放進口後的總社會福利增加  

25. （  ）日本幕府末期因西方列強扣關，要求結束鎖國，因而掀起支持天皇與驅逐外族的「攘夷派」，和支持幕

府開放外國貿易的「開國派」之爭。請問：若以自由經濟的角度來評析幕末此二派，以下說明何者較為

適當？ (A)攘夷派的主張將可保護日本的產業永續發展 (B)攘夷派的主張有利於社會階級的改變與流動 

(C)開國派的主張使日本的整體社會福利增加 (D)開國派的主張促使經濟的利益集中於少數人  

26. （  ）梅姬颱風來襲，大雨下個不停，部分地區交通中斷，蔬菜無法採收，今日各地的蔬菜到貨量大減二成，

臺北果菜市場的蔬菜平均批發價，今天逼近每公斤 30 元，比昨天上漲 25%，特級的番茄批發價已飆到 90

元、四季豆則是漲到 110 元，零售價更漲翻天，讓消費者叫苦連天。（2010/10/22 聯合新聞）請問：由於

水災、風災的影響，菜價居高不下讓消費者買不下手，這樣的市場現象充分說明哪些經濟觀念？ (A)比

較利益 (B)供過於求 (C)機會成本 (D)供不應求  

27. （  ）非洲豬瘟使得原本豬隻的產量約占世界一半的中國，豬隻數量銳減。在 2019 年 10 月時，豬肉一公斤漲

到 41 元人民幣，跟 1 月相比，飆漲了約四倍多。請問：若要從供需來探討中國豬肉價格飆漲的原因，如

何說明較佳？ (A)需求增加所致 (B)需求減少所致 (C)供給減少所致 (D)供給量減少所致  

28. （  ）附表為珍珠國與泡菜國開始進行國際貿易前，在不同價格下對於 20 吋液晶面板的供給與需求表，若兩國

進行國際貿易，則下列何種情形較有可能發生？  

珍珠國 20 吋液晶面板的供給與需求（未進行國際貿易前）  

價格（元/臺）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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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量（萬

臺）  
7 9 11 13 15 18 

需求量（萬

臺）  
10 9 8 7 5 3 

泡菜國 20 吋液晶面板的供給與需求（未進行國際貿易前）  

價格（元/臺）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供給量（萬

臺）  
0 0 1 3 5 7 

需求量（萬

臺）  
6 5 4 3 1 0 

(A)珍珠國的生產者剩餘將增加 (B)泡菜國的整體社會福利減少 (C)國際貿易價格將為每臺 10,000 元 

(D)依上表，貿易將不會發生  

29. （  ）真美味公司是一間以臺灣加工果乾為主要產品的在地企業，日前美國及日本決定開放臺灣芭樂進口。請

問：以下員工在會議上的影響及因應對策，何者較為適當？ (A)王課長：芭樂果乾的成本將提高，應提

高產品定價 (B)張科長：國內芭樂的供應將過剩，可增加採購數量 (C)吳處長：應該趁勢開發芭樂果乾

以外的芭樂加工品 (D)李組長：應將芭樂果乾的生產線改為生產香蕉果乾  

30. （  ）桃園青埔高鐵特區空屋量高居全臺之冠，呈現嚴重供過於求現象。房地產專家分析，目前當地建商出清

空屋外，還有許多投資客準備出售，房價自然下滑。但等到機場捷運正式通車，周邊建設陸續到位，有

機會提升買氣。根據此專家分析，未來青埔地區房地產市場的成交價與成交量應呈現何種變化？ (A)成

交價與成交量同時減少 (B)成交價與成交量同時增加 (C)成交價減少，成交量未定 (D)成交價未定，

成交量增加  

 

二、題組題(5 小題，每題 3 分，共 15 分  不倒扣) 

◎附圖代表蕃茄在市場中價格與數量的供需關係，其中 D 代表需求線，S 代表供給線，請根據附圖，回答下列問  

  題：  

 

（  ）31. 市場上廠商的「銷貨總收入」應為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乙＋丙  

（  ）32. 所謂「消費者剩餘」是指哪一塊面積？ (A)甲 (B)乙 (C)丙 (D)丁  

（  ）33. 經過市場交易所產生的「社會福利」，是指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丙＋丁 (D)甲  

            ＋乙  

◎口罩實名制上路，2020 年 2 月 9 日是上路後的第 1 個週日，身分證末碼單、雙號皆可買口罩，方便上班族購買。

惟當日南投縣有近半的藥局不營業，苦了想買口罩的上班族。陳姓民眾表示，本想利用休假日買口罩，但住家附近

的兩家健保特約藥局都公休，只好跑到較遠的地方購買，幸好有買到，不然口罩已用光，不知該怎麼辦。  

  南投縣衛生局解釋，健保特約藥局可自主決定何時休息，衛生局無法強求藥局週日一定要開業，惟縣內藥局販

售口罩的時間及週六、週日有無公休情形，全部彙整並公告在該局官網供民眾參考，民眾外出買口罩前，可先上官

網查詢。至於鹿谷及信義由鄉衛生所販售口罩，這兩個衛生所假日照常服務，不用擔憂買不到口罩。  

  另屬於偏鄉的中寮鄉，當日則有龍眼林福利協會理事長、前中寮鄉代蕭同宏，在整理廟裡文物時意外發現還有

一批競選中寮鄉長的文宣口罩，他將約二百個口罩全部拿出來送給有需求的民眾，每人可拿兩個。  

→資料來源：謝介裕、陳鳳麗（2020 年 2 月 10 日）。週日買口罩 南投藥局近半數不營業。自由時報。2020 年 2

月 10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50823。請回答下列問題：  

（  ）34.由於新冠病毒肺炎的傳播，在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由題文中口罩販賣的敘述，可以推知在市場上口  

罩應處於何種現象？ (A)供過於求 (B)生產失去效率 (C)供不應求 (D)成為炫耀財貨  

（  ）35.「口罩實名制」上路，並且以身分證編號限制購買時間，在在都顯示數量出現問題，而政府採行這樣的  

作法，與下列哪一個例子相似？ (A)在旱季時限定洗車業的用水時間 (B)以最低工資保障勞工的基本權  

利 (C)水電費一直維持低價以利於消費者 (D)青菜短缺時農委會釋出冷凍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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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混合題混合題(3 小題，共 10 分  不倒扣)  

班級：          座號：     姓名：                                               (作答完請將此頁交回給監考老師)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確診病例亦急遽增加，許多國家的民眾出現大批人潮在排隊搶購口罩，造成店內

架上的口罩很快被一掃而空，甚至有部分民眾大量囤貨，導致許多人買不到口罩。儘管各國政府疾病管制中心多

次呼籲民眾，除非前往醫院、出現呼吸道症狀或是出入通風不良、人多擁擠的密閉空間，否則出門不須配戴口

罩，採行其他防疫措施，例如：勤洗手與用酒精擦拭物體表面，更能發揮防治效果。但贊成戴口罩的民眾則認

為，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潛伏期長短不一，很難得知一個人是否健康，許多無症狀或症狀輕微的病例外表看起來

與健康的人無異，一般民眾戴口罩還是比較安全，且有助於減少病毒傳播。為了解決上述「口罩之亂」現象，各

國政府紛紛提出對策因應，以下是兩個國家的例子：  

  在疫情剛開始發展的時候，甲國政府評估，國內口罩庫存有 4,600 萬副，而平常國內的需求量是一天 130 萬

副口罩，因此宣稱「口罩一定夠，不必囤太多」，同時甲國政府也呼籲民眾不要任意宣導「每個人都必須戴口

罩」的錯誤觀念，避免形成物資的浪費與緊缺。然而，甲國不少民眾仍然買不到口罩，甚至引起恐慌。於是，甲

國政府宣布，由政府出資新建口罩產線，待產能全開後，就可以提高達到每天產出 1,000 萬副口罩的產量。乙國

平常國內口罩的均衡價格為 10 元／片，乙國政府表示，口罩是重要的防疫物資。為避免業者趁機哄抬物價，乙國

政府宣布，將採取限價措施，每片口罩不得超過 6 元／片的價格。  

1. 依據題文訊息判斷，肺炎疫情擴散會對口罩市場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A)口罩市場的均衡價格下跌、均衡數

量減少 (B)口罩市場的均衡價格下跌、均衡數量增加 (C)口罩市場的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增加 (D)口

罩市場的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減少(2 分) 

2. 依據題文訊息判斷，甲國民眾的反應以及其政府針對「口罩之亂」所採取的對策，會對其國內口罩市場造成

下列何種影響？ (A)口罩市場的均衡價格上漲，均衡數量的增減則不一定 (B)口罩市場的均衡數量減少，

均衡價格的漲跌則不一定 (C)口罩市場的均衡數量增加，均衡價格的漲跌則不一定 (D)口罩市場的均衡價

格下跌，均衡數量的增減則不一定 (2 分) 

3. 依據題文訊息判斷，甲乙兩國政府針對「口罩之亂」所採取的對策，何者會使其國內口罩市場產生無謂損

失？(2 分)請先勾選一項，並說明理由（100 字內）(4 分)。  

 

1. 
 A B C D 
     

2. 
 A B C D 
     

3. 

①何者的對策會使其國內口罩市場產生無謂損失？  ②理由  

□只有甲國會  

□只有乙國會  

□甲乙兩國皆會  

□甲乙兩國皆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