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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4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類別 :  財會                                                     節次 :第二節  

科目 : 1 .政府採購法規  2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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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試題共 4頁(A3紙 1張)。 

2.可使用本甄試簡章規定之電子計算器。 

3.本試題為單選題共 50題，前 25題每題各 1.5分、其餘 25題每題 2.5分，共 100分，

須用 2B鉛筆在答案卡畫記作答，於本試題或其他紙張作答者不予計分。 

4.請就各題選項中選出最適當者為答案，各題答對得該題所配分數，答錯或畫記多於 1個

選項者，倒扣該題所配分數 3分之 1，倒扣至本科之實得分數為零為止；未作答者，不

給分亦不扣分。 

5.本試題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6.考試結束前離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
所索取。 

7.考試時間：90分鐘。 

 

  [D] 1. 某公營事業辦理「租用廠外滅火訓練場地」之採購，惟其租期不確定，對於採購金額之計
算，以幾年租金認定之？ 
(A) 1年 (B) 2年 (C) 3年 (D) 4年 

  [C] 2. 機關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應於上班時間內為之，並不得少於幾日？ 
(A) 3日 (B) 4日 (C) 5日 (D) 10日 

  [A] 3. 某公營事業辦理「周年特展及聯展」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專業服
務，第 1次辦理招標公告，其投標廠商有幾家即可開標？ 
(A) 1家 (B) 2家 (C) 3家 (D) 6家 

  [D] 4. 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
之程序完成後幾日內辦理驗收？ 
(A) 10日 (B) 15日 (C) 20日 (D) 30日 

  [B] 5. 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屬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如
機關未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係指履約進度落後一定比例以上，且日數達十日以上。前述
「一定比例」為下列何者？ 
(A)百分之十 (B)百分之二十 (C)百分之三十 (D)百分之五十 

  [A] 6. 下列何者非屬資格限制競爭之規定？ 
(A)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B)投標廠商之所在地 
(C)公部門(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之實績 
(D)取得ISO9000系列驗證者 

  [A] 7. 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之採購，為下列何者？ 
(A) 9萬元之財物採購 (B) 50萬元之勞務採購 
(C) 99萬元之工程採購 (D)以上皆非 

  [C] 8. 某公營事業辦理「門禁系統維護作業」之採購，預估 2 年費用為 200 萬元，並於招標公告及
招標文件敘明，廠商如履約情形良好，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7款後續擴充 2年。
請問其採購金額為何？ 
(A) 200萬元 (B) 300萬元 (C) 400萬元 (D) 800萬元 

  [C] 9. 機關辦理契約變更，「加帳金額」為 80 萬元，「減帳金額」為 80 萬元，則會同監辦計算變
更部分之累計金額為何？ 
(A) 0元 (B) 80萬元 (C) 160萬元 (D)依原契約金額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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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0. 採最低標決標，最低標廠商報價總標價 580 萬元，底價為 800 萬元，機關得通知廠商繳納差
額保證金之金額為何？ 
(A) 60萬元 (B) 154萬元 (C) 176萬元 (D) 220萬元 

  [A] 11. 機關辦理未達100萬元之採購，下列何者無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之規定成立採購評
選委員會或審查委員會？ 
(A)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取最有利標精神決標 
(B)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 
(C)公開客觀評選，優勝者採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決標 
(D)公開招標，審查合於標準，最低標決標 

  [C] 12. 採購法對於轉包與分包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得轉包亦得分包 (B)得轉包不得分包 
(C)得分包不得轉包 (D)不得分包亦不得轉包 

  [C] 13. 某農夫有一塊地，可種稻、甘蔗或水果。種稻的收入是20萬元，種甘蔗的收入是18萬元，種
水果的收入是23萬元。請問農夫種甘蔗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元？ 
(A) 20萬元 (B) 18萬元 (C) 23萬元 (D) 43萬元 

  [D] 14. 甲乙兩農家都生產兩項商品：稻米與甘蔗，生產可能線都是負斜率之直線。甲多生產1包米的
機會成本是400公斤甘蔗，乙多生產1包米的機會成本是300公斤甘蔗。下列何者正確？ 
(A)甲在生產稻米上有絕對利益 (B)乙在生產稻米上有絕對利益 
(C)甲在生產稻米上有比較利益 (D)乙在生產稻米上有比較利益 

  [D] 15. 若具獨占力廠商之需求線為𝑃 = 𝑎 −  𝑏𝑄，𝑎 > 0，𝑏 >0，則邊際收入線之斜率為何？ 
(A) 𝑏  (B) 2𝑏 (C) -𝑏 (D) -2𝑏 

  [C] 16. 我國中央銀行在理監事會議後，若宣布調降利率，指的是下列何者？ 
(A)財政部短期公債利率 (B)隔夜拆款利率 
(C)央行重貼現率  (D)央行定存單利率 

  [A] 17. 若一年期的名目利率等於2％，而預期物價膨脹率等於0.5％，則實質利率大約為何？ 
(A) 1.5％ (B) 2.5％ (C) 4.0％ (D) 0.25％ 

  [B] 18. 臺灣主要貨幣的供給型態有M1A、M1B及M2，下列何者不屬於M1A貨幣供給的範圍？ 
(A)通貨 (B)活期儲蓄存款 (C)支票存款 (D)活期存款 

  [D] 19. 當貨幣需求線趨近於____的時候，經濟體系處於流動性陷阱，此時____政策無效，而____政
策可以發揮較大的效果。 
(A)垂直；財政；貨幣 (B)垂直；貨幣；財政 (C)水平；財政；貨幣 (D)水平；貨幣；財政 

  [A] 20. 假設一個國家的邊際消費傾向(MPC)是 0.75，並且沒有稅與進出口，當自發性支出減少 100元，會造成
均衡所得改變多少元？ 
(A)減少400元 (B)增加400元 (C)減少750元 (D)增加750元 

  [B] 21. 關於獨占性競爭市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廠商面臨進入障礙  (B)廠商可以決定價格  
(C)不會有很多廠商在此市場  (D)廠商面臨的商品需求完全有彈性 

  [C] 22. 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是探討哪兩者的關係？ 
(A)政府支出和GDP   (B)稅率和GDP  
(C)稅率和稅收   (D)稅收和GDP 

[C或D] 23. 「自然失業率」是指？ 
(A)失業率0％  (B)沒有結構性失業的失業率 
(C)充分就業的失業率  (D)沒有循環性失業的失業率 

  [C] 24. 使用無異曲線與預算線分析兩種商品間的最佳選擇時，當其中一種商品價格上升，將導致下
列何種現象？ 
(A)不會影響消費者原先的選擇組合 (B)消費者偏好(preference)將改變 
(C)消費者預算線的斜率將改變 (D)兩種商品的消費將下降 

  [B] 25. 甲國如果出現經常帳順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國國內借貸市場上之借入多於貸出 (B)甲國在國際借貸市場上是貸出者 
(C)甲國的國民儲蓄大於國內固定投資 (D)甲國的國民儲蓄大於民間與政府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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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6.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一定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決標後一

定期間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上述「一定

金額」為何？ 
(A)小額 (B)公告金額 (C)查核金額 (D)巨額 

  [D] 27. 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之

虞，機關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上述「總標價偏低」之定義指低於底價多少？ 
(A)百分之五十 (B)百分之六十 (C)百分之七十 (D)百分之八十 

  [B] 28.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巨額採購，應於使用期間內，逐年提報使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

，請問下列採購何者適用之？ 
(A)新臺幣1,000萬元勞務採購 (B)新臺幣2,000萬元勞務採購 
(C)新臺幣5,000萬元財物採購 (D)新臺幣1億元工程採購 

  [C] 29. 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經減價結果，如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金額，機關確

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過底價多少？ 
(A)百分之四 (B)百分之六 (C)百分之八 (D)百分之十 

  [B] 30. 一個機關得為二個以上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採購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上述共同供
應契約適用於何種採購？ 
(A)工程、財物及勞務均適用 (B)僅財物及勞務適用 
(C)僅工程及勞務適用  (D)僅工程及財物適用 

  [C] 31. 政府採購法有關保密之規定，下列何者有誤？ 
(A)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B)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於開標前應予保密 
(C)廠商投標文件，於決標後應予公開 

(D)底價於決標前應予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 

  [C] 32. 機關採選擇性招標辦理經常性採購，得預先辦理資格審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該名單應為
幾家以上，機關方得邀請資格合格廠商參與後續之投標？ 
(A) 3家 (B) 5家 (C) 6家 (D) 8家 

  [B] 33.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
者及原住民，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之百分之二。有一得標廠商國內員工總人數120人，其於
政府採購標案履約期間，應僱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下列何者正確？ 
(A)原住民1人，身心障礙者0人 (B)原住民1人，身心障礙者1人 
(C)原住民0人，身心障礙者2人 (D)原住民0人，身心障礙者3人 

  [A] 34.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如屬獨家製造，無其他合適替代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其程
序應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限制性招標之適用要件情形，簽報下列
何者核准？ 
(A)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B)上級機關 
(C)採購法主管機關 (D)審計機關 

  [B] 35.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機關採購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適用採購法 
(B)機關承租辦公廳舍，屬租賃服務之勞務採購 
(C)機關辦理標售資源回收物品，不適用採購法 
(D)機關委託金融機構代收款、辦理薪資轉帳，其有支付手續費或具有對價者，適用採購法 

  [D] 36.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公告金額於工程、勞務及財物採購為新台幣100萬元 
(B)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所稱專屬權利，指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產權。但不包括商標專用權 
(C)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後續擴充之情形，須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同時敘

明始得適用 
(D)機關辦理藝文工程採購，其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4款規定

採公告審查程序辦理，並將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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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37. 下列工程採購何者屬特殊採購？ 
(A)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過30公尺或地面樓層超過15層者 
(B)興建隧道，長度在1千公尺以上者 
(C)開挖深度在10公尺以上者 
(D)以上皆是 

  [B] 38. 採購法規定上級機關應監辦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開標 (B)審標 (C)比價 (D)驗收 

  [B] 39. 假設Y=C+I，而消費函數C=50+0.75Y，I=40；如果I由原本40提升為50，則此時均衡所得Y
較原本增加多少？投資乘數為何？ 
(A) 20；5 (B) 40；4 (C) 50；2 (D) 40；2 

  [A] 40. 如果某商品需求有彈性，但供給缺乏彈性，對該商品課稅結果，稅負將如何？ 
(A)大部分由廠商承擔  (B)廠商及消費者各負擔一半 
(C)大部分由消費者負擔 (D)大部分由政府負擔 

  [B] 41. 依據簡單凱因斯模型，以𝑐代表邊際消費傾向，當政府支出增加1單位時，國民所得變動為何？ 
(A)增加1單位 (B)增加1/(1−𝑐)單位 (C)增加𝑐單位 (D)增加(1−𝑐)單位 

  [D] 42. 對於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函數而言，下列何者正確？ 
(A)平均成本為一常數而邊際成本呈現U型 (B)邊際成本為一常數而平均成本呈現U型 
(C)平均成本及邊際成本皆為U型 (D)平均成本及邊際成本皆為常數 

  [C] 43. 關於季芬財與劣等財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季芬財為劣等財，但劣等財不一定是季芬財 
(B)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季芬財的需求量會隨著所得上升而減少 
(C)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季芬財的需求量會隨著其價格上升而減少 
(D)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劣等財的需求量會隨著所得上升而減少 

  [D] 44. 下列何種情形會使得凱因斯消費支出乘數模型之乘數效果降低？ 
(A)邊際進口傾向減少  (B)稅率降低  
(C)邊際消費傾向增加  (D)邊際儲蓄傾向增加 

  [B] 45. 約翰賣的鉛筆是屬於完全競爭產業，他請了一位產業分析師，分析可否繼續經營他的鉛筆公
司。產業分析師的結論是：「雖然可能會面臨虧損，但仍然可以繼續經營。」從經濟學的角
度而言，這位產業分析師的結論與下列何者相同？ 
(A)平均收益大於平均成本 (B)平均收益大於平均變動成本  
(C)邊際成本等於平均總成本 (D)以上皆非 

  [C] 46. 有關Fleming(1962)在國際金融的研究發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如果資本移動程度相對較大，則財政政策在固定匯率體制的產出效果大於浮動匯率體制的
產出效果。 

②不管資本移動程度相對大小如何，貨幣政策在浮動匯率體制的產出效果一定大於固定匯率
體制的產出效果。 

(A)①正確 (B)②正確 (C)皆正確 (D)皆不正確 

  [B] 47. 假設某國的儲蓄(S)是300，稅收(T)是800，政府支出(G)是1,100，投資(I)是140，則該國淨出口為下列何
者？ 
(A) 140 (B) -140 (C) 440 (D) 740 

  [C] 48. 獨占廠商所面對的需求函數是P=190-5Q，生產成本是0，請問利潤極大化的產量是多少？ 
(A) 29 (B) 10 (C) 19 (D) 9.5 

  [B] 49. 獨占廠商實施差別取價，對於需求彈性小者取價較對需求彈性大者為何？ 
(A)相同 (B)高 (C)低 (D)不一定 

  [C] 50. 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因為A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使賣A產品店家的收入下跌，則A產品的需求彈
性為何？ 
(A)單一彈性 (B)相對無彈性 (C)相對有彈性 (D)完全無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