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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經濟學 試題分析】 
學
校 系所 考題分析 

財金所

個經部分為 25 題英文單選題，偏重觀念，無複雜的計算

問題。總經部分分別為一題 GDP 的計算，兩題觀念名詞的

解釋說明，以及一題與金融海嘯有關的時事題，需熟悉且

活用總體經濟觀念。 

商學所

共 6題英文問答題， 

包括個總經名詞解釋、供需模型和獨占市場的計算、新古

典成長理論、長短期成本的作圖題以及關於信用卡利率上

限之時事題。 

國企所

40 題英文單選及 10 題中文單選， 

個總經各章節之觀念皆有涵蓋，但整體難度不高，較少需

要分析的題目，基本觀念掌握住便能拿分。 

台
大 

經濟所

個經部分為 10 題單選 10 題多選，涵蓋廠商理論、效用分

析、供需模型、賽局理論、圖形判斷，試題難度高，需各

章觀念清楚、計算熟練才能拿分。總經部分為 7題英文問

答，包括消費券效果分析、IS-LM-BP 分析、Solow 成長模

型、金融海嘯，題目較靈活，需先融會各章觀念答題才易

發揮。 

政
大 

國貿.

企管金

融.風

保財

管.智

財 

英文出題，個經總經比重約各佔一半，30 題單選，出題以

基本觀念為主，少數計算也不複雜。6 題問答，包括供需

模型、寡占、乘數效果、貨幣觀念、GDP，計算部分並不

難，但觀念仍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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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管所

5 題問答題為中英混合題，個總經皆有涵蓋，包括對政策

的優缺點分析、名詞的定義解釋及說明、公共財及外部效

果、PPP、比較優勢。題組內的各小題彼此關聯性不大，

應視為不同題目下去作答。 

清
大 

經濟所

為中英混合題，個經部分共 7題問答題，涵蓋差別取價、

名詞解釋比較、獨占與完全競爭、效用計算，多是需要思

考的問題，需先融會各章觀念答題才易發揮。總經部分共

6 題問答題，涵蓋 IS-LM 模型、凱因斯學派與新興古典學

派、次級房貸與金融風暴之影響、效率工資，許多題目都

需要圖解分析，要先融會各章觀念答題才易發揮。 

企管所

2 題中文問答題，包含低成本策略廠商與差異化策略廠商

的比較、勞動市場分析。25 題英文單選，皆為各章節之基

本觀念，無需要計算的題目也無時事題，整體難度並不高。

財金所

英文出題，35 題單選，個經佔大部分，包括供需模型、效

用理論。總經部分則有許多各學派的基本觀念題以及各學

派間的比較。4題問答題，包括 IS-LM 的計算、無異曲線、

供需曲線作圖、沉沒成本，難度適中。 

國企所

包括 5題英文名詞解釋，皆為課內範圍。東協加三與 ECFA

對台灣影響之申論題，效用極大化及獨占廠商差別取價的

數學推導證明，算是較深入的題目，需要觀念清楚熟練作

答才易發揮。 

20 題英文單選皆為總經範圍，難度適中。 

成
大 

經濟所

個經部分為 4 題英文問答，包括效用極大的 Lagrange 推

導、規模經濟條件判斷、完全競爭與獨占的均衡及需求彈

性、CES 生產函數的證明與計算。總經部分為 5 題英文問

答，包括貨幣供需計算、IS-LM 計算、總合供需的推導、

生產函數、凱因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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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經所

3大題問答題，涵蓋 MOU 與 ECFA 對台灣之影響、差別定價、

賽局理論，題目較靈活深入且與時事有關，要對觀念有清

楚了解後才易作答。 北
大 

國企所

5題英文名詞解釋，2題問答題分別為效用極大的Lagrange

求解及跨期消費模型求均衡，20 題英文單選，計算的部分

偏多但難度並不高。 

企管所

英文出題，共有 4大題組，每題皆有不短的閱讀部分，需

先清楚了解題意。涵蓋了邊際效用理論、經濟成長理論、

台北房價問題以及 GDP 的相關計算，難度適中唯題目需先

耐心看完。 

財金所

8 題英文單選皆為個經範圍，難度適中。2 題英文計算分

別為獨占廠商的均衡及賽局均衡的求解，難度不高。4 題

中文的問答題皆為總經範圍，涵蓋 Solow 成長模型、恆常

所得理論、貨幣供需、PPP。 

中
央 

經濟所

個經部分為 4題中文問答題，涵蓋失業率觀念、無異曲線

的涵義及作圖、批發與零售的比較、國內外設廠利弊分

析，題目靈活融合時事，需整合各章觀念。總經為英文出

題，8 題是非題，答題時需回答理由，4 題問答涵蓋經濟

成長模型、理性預期模型、凱因斯模型、IS-LM 分析。 

中
正 企管所

共 50 題英文單選，前面有 7 個題組，皆為個經範圍，作

答前都需閱讀不短的題目，涵蓋範圍包括需求模型、預算

線、彈性、生產函數。其餘為總經範圍的一般單選。整體

難度並不高。 

中
興 企管所

英文出題，25 題選擇部分皆為個經範圍，多為簡單的基本

概念，也無複雜計算。3題問答部分包括需求函數的推導、

利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推導、GDP 的相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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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所

英文出題，15 題選擇部分皆為總經範圍，4題問答為個經

範圍，包括兩題生產函數的均衡求解、獨占模型均衡、完

全競爭市場。整體計算並不困難，考題觀念也平均分散於

各章節之中。 

財金所

英文出題，9個問答題組總共 25 題，整張考卷以計算為主。

涵蓋範圍有效用極大求解、風險下的行為、獨占與完全競

爭、經濟成長模型、AS-AD 推導、兩國貿易。偏重數理推

導，必須將各章計算熟練才能快速作答。 

企管所

中文出題，12 題選擇包含個總經許多章節的基本概念，2

題計算題組分別為完全互補的需求函數及 GDP 的相關計

算。整份考卷難度偏易，也無複雜的計算過程。 
東
吳 

國貿所

中文出題，40 題選擇涵蓋個總經範圍，有許多定理、名詞

的解釋及各種模型的性質，也有融合時事出題。二題申論

包括金融海嘯的成因與影響以及舉出三個與金融海嘯有

關的經濟理論，題目靈活需要思考。 

財金所

40 題英文選擇，題目涵蓋個總經各個章節，分配相當平

均。需要計算的部分不多也不難，但仍需對經濟理論有清

楚的了解，也有幾題圖形判斷的題目。考卷的難度適中，

要拿高分並不難。 逢
甲 

國貿所

英文出題，20 題的單選皆為總經範圍，涵蓋了許多凱因斯

學派的概念。5 大題的問答包括 GDP 與 IS-LM 的計算、效

用與偏好、生產函數、彈性、最適條件的敘述。出題方向

偏重總經部分，計算部分需小心才不易出錯。 

銘
傳 企管甲

中英文混合題，17 題單選，個經部分只考供需及彈性的概

念，其餘皆為總經範圍。2 題問答包括各種不同市場的均

衡求解、不同政策對經濟的長短期影響。問答題融合時

事，需學生整合各章總經觀念才易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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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乙

中英文混合題，20 題單選題目平均分配於個總經各章節，

考了很多名詞的解釋以及觀念的分析。4 題問答包括貨幣

政策的作圖並說明、Friedman、獨占廠商的均衡、風險下

的效用。題目融合時事，但用到的觀念並不難，整體而言

難度適中。 

財金所

國企所

應統所

共 4題中文問答，分別為課徵能源稅的影響、長短期歇業

點的說明、節儉的矛盾、不完全競爭市場的供需模型。各

題皆融合時事，觀念也較深入，需對該章節深入了解才能

完整作答。 

財金所

共 8大題的英文問答，分別為 IS-LM 求解、Phillips 曲線、

Solow 成長模型、貨幣供需、風險下的行為、供給曲線推

導、預算與效用、Cournot 均衡。每題都有計算，且複雜

度不低，需平時熟練才能迅速作答。 

國企甲

中英文混合題，30 題單選分布個總經各章節，偏重於觀念

的判斷分析。2題問答分別是古典學派的長短期 AS 曲線，

以及對廠商、消費者課稅的差異。考卷難度不高，多為基

本概念。 

國企乙

中英文混合題，20 題單選涵蓋個總經各章節，偏重於觀念

的判斷分析。2題問答分別是台北房價的政策問題與IS-LM

分析，以及成本曲線的作圖，融合時事，需整合總經的觀

念。 

暨
南 

經濟所

個經部分為 6題英文問答題，涵蓋效用與預算、替代效果

與所得效果、風險下行為、逆選擇、賽局均衡、供需均衡。

總經部分為 4 大題英文題組，包括跨期消費模型、Solow

成長模型、IS-LM 模型、Phillips 曲線，計算推導的部分

偏難，需熟練各章觀念。 



志聖商研所│考題分析 

 
 

志聖研究所│商研所 http://www.easywin.com.tw/ 

 

學
校 系所 考題分析 

企管甲

3 大題的中文問答共 10 小題，分別為台北房價的相關分

析、美日中面臨之經濟問題、不同市場廠商定價的差異分

析。無計算部分，但題目靈活、結合時事，需要整合各章

觀念才能完整答題，考卷難度不低。 

企管乙

共 6 題中文問答，分別為利益與效用極大、賽局均衡、

Cournot 均衡、Fisher 交易方程式、Taylor 法則、可貸資

金供需模型作圖。需要計算的部分並不複雜，但需要對各

定理內容清楚了解才能應付申論的部分。 

中
原 

國貿所

中英文混合的 4大題申論，涵蓋 GDP 相關的名詞解釋與觀

念、各市場結構的特性與差異、生產與效用以及對於彈

性、流動性陷阱、ECFA 的分析。偏重於定義與觀念，計算

部分簡單，整體難度適中。 

企管所

4 大題的中文問答，分別為生產函數相關計算、網路資訊

經濟產業與網路外部性、貨幣中立性、IS-LM 計算。皆運

用基本觀念，計算也不複雜，整體難度並不高。 

財金所

中英文混合題，共 8題問答，涵蓋了預算限制繪圖、需求

模型、效用與風險、差別定價、H-D 成長模型、通貨緊縮、

匯率。許多需要申論的部分，需有詳細了解才易拿高分。

靜
宜 

國企所

6 題中文問答，分別為無異曲線作圖、社會福利、獨占市

場差別取價、總體經濟政策舉例與說明以及 8小題的名詞

解釋。整體而言難度適中，但有兩題需要舉例的題目需要

同學自由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