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公民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公民第五冊第一課、第二課；社會圖表集P.13＞

【劃卡代號：32】

班級：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座號：
4.(

姓名：

)小蔣最近迷上了「飽可夢」手機遊戲。星期六的午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後，小蔣為了抓「快龍」
，他決定和打工的飲料店老

第一大題：
（共 20 題，1-20 每題 3 分，共計 60 分。）

闆請假兩小時，搭捷運至北投公園抓他心愛的「快

1.(

龍」
。小蔣打工每小時可賺 150 元，至北投公園來回

)小雅領到業績獎金後，多了一筆錢可以犒賞自己，

的交通費共 70 元。請問：若不考慮其他條件，小蔣

於是準備進行消費，最主要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前往北投公園抓「快龍」的機會成本為何？

(A)預期心理(B)商品價格(C)所得水準(D)消費者偏好
2.(

)圖 1 為「供給曲線圖」，此圖的意義為：「在其他條
件不變之下，商品價格上漲，供給量增加；商品價
格下跌，供給量減少。因此當價格為 P2 時，供給量
為 Q2；當價格下跌為 P1 時，供給量減少至 Q1。」
下列敘述何者可用

(A)70 元

(B)150 元

(C)300 元

(D)370 元

新聞快訊
上上周梅姬颱風來襲，北市景美夜市甜甜水果行老闆娘
「甜甜姐」，被外媒拍到雨傘開花仍吃著包子爆紅，後來她
接受媒體訪問，透露吃的是先生在全家買的包子，讓全家包
子也成話題，便利商店於是趁勢促銷 4 款包子 8.8 折。
請依照上述新聞，回答 5-6 題：

「供給法則」解釋？

5.(

(A)便利商店舉辦咖
啡第二杯半價促

)便利商店推出的促銷方案，何圖最能說明此現象？
(A)

(B)

(C)

(D)

銷活動，消費者
願意多購買咖啡
飲用。
(B)新型流感疫情來勢洶洶，▲圖 1

供給曲線圖

口罩價格上漲，業者加緊趕工製造。
(C)國際紙漿價格上漲，消費者到大賣場採買，預先
囤積衛生紙。
(D)文湖線捷運開通後，附近地價上漲，民眾抱怨臺
北居大不易，買不起房子。
3.(

)隔壁阿伯要開店賣鳳梨酥，請問下列的開店準備
中，下列何者屬於生產要素中的「企業才能」？
(A)購買可快速包裝鳳梨酥的機器，增加鳳梨酥的生
產量。

6.(

的是哪款包子，並指名要與她吃同款的包子，請問

(B)提出促銷方案，來店跳出「筆鳳梨蘋果筆」的舞

該民眾的消費行為主要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蹈即可獲贈鳳梨酥一盒。
(C)聘請外國鳳梨酥製作達人，做出鬆軟綿密的好吃
鳳梨酥。
(D)在自有土地上種植土鳳梨，製作鳳梨酥的內餡。

)有民眾至便利商店詢問店員「甜甜姐」在颱風天吃

7.(

(A)商品價格

(B)所得水準

(C)消費者偏好

(D)預期心理

)生產者是生產行為的決策者。
請問下列何者符合「生產者」的定義？
(甲)「100 度 C 麵包店」的老闆
(乙)「絆腳石文具店」的店員
(丙)「SoSo 飲料店」的董事長
(丁)「哈囉你好嗎市場」的菜販
(A)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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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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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年夏季 6 至 9 月為國內用電量的尖峰期，為降低

本土甜點品牌驚豔全世界，日本甜點大師指定品嘗。2016

用電量，台灣電力公司在尖峰時期會收取較高的電

永康街的「冰館」老闆娘張介梅，日前開設「迎冰館．貴冰

費。請問：上述台灣電力公司的做法，是採取下列

室」冰店品牌，創意十足的她，用芒果加了情人果調製的水

哪一項經濟學的原理？

果冰沙「芒果親青」，讓 Panos Café比利時總部主管相當驚

(A)供給法則

(B)外部成本

豔，決定讓此商品外銷歐洲，「讓更多外國人看見台灣！」

(C)機會成本

(D)需求法則

看完新聞後，請回答 13-14 題：
13.(

9.(

)研發「芒果親青」
，突顯了何項生產要素的重要性？

)下列何者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的規範？

(A)自然資源(B)人力資源(C)機器設備(D)企業才能

(A)網路購買抹茶口味餅乾打開發現是榴槤口味
(B)國際原油漲價，國內業者聯合哄抬石油價格

10.(

14.(

)「讓此商品外銷歐洲」可以提高銷貨收入，是由於

(C)補習班為搶學生，張貼誇大不實的名校榜單

下列何種原因？

(D)連續五個月懸掛「最後一天跳樓出清拍賣」

(A)增加產品銷售量

(B)提高生產成本

(C)提高產品價格

(D)降低生產成本

)產品可以分成有形的財貨與無形的勞務，下列何者
不屬於「無形的勞務」？

紅豆快報

(A)宅配公司提供的快遞服務

今天是弘道國中的校慶，可以看到每個攤位都販賣了許多商

(B)律師為委託人辯護

品。9 班同學販售了具有創意造型的「燈泡汽水」
。一瓶汽水

(C)醫生為感冒病人治病

售價 100 元，每瓶成本 50 元，當日準備了 200 瓶，賣出

(D)美容中心販賣的護膚霜

150 瓶。也有班級用轉盤抽獎、買五十玩戳戳樂、cosplay
各式造型等方式吸引顧客上門。在校慶快要結束的前兩小

11.(

)下圖為某一經濟學原理的圖示。請根據內容判斷，

時，各班更使出渾身解數，三瓶 10 元、買炒麵送章魚燒等

該圖最能夠說明哪一種現象？

促銷方式，希望能將商品全部賣光光。

(A)流行疾病肆虐，口罩需求大增

閱讀完後請回答 15-16 題：

(B)情人節前夕，玫瑰花價格上漲

15.(

)以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C)iPhone7 開賣，業績成長三成

(A)９班販賣燈泡汽水的銷貨收入是 20000 元

(D)旅遊淡季，跟團旅行好康促銷

(B)９班販賣燈泡汽水的成本是 7500 元
(C)９班販賣燈泡汽水的利潤是 7500 元
(D)９班販賣燈泡汽水的成本和利潤呈現負相關

12.(

)「全黏福利中心」近期推出集點送贈品活動。婷鵑
於活動期間共收集了 600 點，下表是他想兌換的

16.(

)請問「三瓶 10 元、買炒麵送章魚燒等促銷方式」，

贈品所需點數及他對各項贈品喜好程度的排序情

這些做法的目的是什麼？

形。請問：若婷鵑選擇兌換「索隆牌菜刀」
，根據

(Ａ)減少銷貨收入

(Ｂ)增加銷貨收入

內容判斷，她做此選擇的機會成本為何？

(Ｃ)增加生產成本

(Ｄ)降低生產成本

所需點數

贈品名稱

喜好的排序

500

兩津牌修眉刀

4

600

索隆牌菜刀

3

600

娜美牌溫度計

2

650

大雄牌記憶枕

1

17.(

)附圖表示某項商品價格與需求數量的關係，圖中的
曲線最可能是用來描述下列哪一種商品？
(A)超級市場的蔬菜

(A)兩津牌修眉刀

(B)索隆牌菜刀

(B)台灣鐵路的車票

(C)娜美牌溫度計

(D)大雄牌記憶枕

(C)高級品牌的鑽錶
(D)自助餐店的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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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台 6 縣市 YouBike 微笑單車前天突然大當機，全
台 778 站均無法借車，民間團體【

22.(

)下表是肖奈找到的工作資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指出，

遊戲研發

職業遊戲玩家

介面設計

月薪（元）

40000

X

35000

機會成本（元）

45000

Y

45000

此次是可歸責於業者的人為疏失。行政院下轄單位
【

】也說明，已行文交通部要求業者改

善，未來也應充分揭露故障資訊，避免消費者撲
空。請問括弧中分別應填入何種團體？
(A)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消費者保護處
(B)消費者權益促進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A)若依薪資判斷，最好的選擇是職業遊戲玩家

(C)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B)X=40000

(D)消費者保務處／消費者服務中心

(C)X+Y=84000
(D)若選擇遊戲研發，放棄的是職業遊戲玩家加上介

19.(

)結輪辭去月薪三萬元駐唱歌手的工作，開設自己的

面設計

音樂教室。下表是他開設音樂教室的支出明細。
請問：結輪每個月的銷貨收入至少要多少才能產生

梅姬夾帶豪雨，宜蘭不少農田遭淹沒，成了名副其實的「水

利潤？

田」，光是三星蔥至少損失近 1 億元，農業局人員指出，初

教室租金：2 萬元/月

估蔬菜農損至少 3 成，農損預估達 1 億 1500 萬元。

員工薪資：3 萬元/月

而菜價也受到民眾【

樂器：50 萬元(分 25 期攤還，無利息)

公斤 32 元漲至 40 元；量販、超市更開始推平價蔬果專區，

(A)8 萬元 (B)9 萬元

(C)10 萬元

(D)11 萬元

甲

】影響，蔬菜交易總平均價由每

希望藉由逆勢操作，能增加營業額。
閱讀本篇新聞，並回答 23-25 題：

「綠冠專業有機鳳梨農場」的主人們選擇用自然農法種有機

23.(

)請問農民使用農田必須支付什麼生產成本？

鳳梨，「剛開始，被人家笑我們懶，雜草比鳳梨欉高。」他

(A)租金

(B)資本

(C)利息

(D)薪資

們以強力水柱對抗昆蟲，積極嘗試噴辣椒、蒜頭水解決蟲
害，「蟲子還是有辦法穿透硬梆梆的鳳梨皮，躲在果皮和果

24.(

)請問新聞中的【甲】應填入下列何項？

肉間。」儘管如此，他們仍堅持走在有機的夢想道路上。

(A)商品價格

(B)所得水準

2013/04/07

(C)消費者偏好

(D)預期心理

20.(

)上述新聞中，農場主人們各種農法中，選擇了自然
農法種有機鳳梨，請問是屬於面對哪一種生產課題

25.(

「
) 量販、超市也開始推平價蔬果專區」的目的為何？

的實例？

(Ａ)減少銷貨收入

(Ｂ)增加銷貨收入

(A)生產什麼(B)為誰生產(C)如何生產(D)由誰生產

(Ｃ)增加生產成本

(Ｄ)降低生產成本

第二大題：
（共 10 題，21-30 每題 4 分，共計 40 分。）
21.(

套餐
銷售量
(個/天)
售價
(元/份)
成本
(元/份)

「
) 鼎太瘋」推出三種中式套餐，每日各供應 100 份，

北市某餐飲業者祭出「自助餐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引發群

其單日獲利 15000 元。根據下表資料，下列敘述何

眾搶訂潮。多人投訴客服滿線無法訂位，現場也不能候位，

者正確？

遭批廣告不實。北市衛生局將調查是否涉廣告不實，若屬

垂涎三尺套餐

食指大動套餐

齒頰生香套餐

100

100

100

150

140

120

100

100

?

(A)「齒頰生香套餐」的利潤最高

實，則會依【

甲

】開罰。

閱讀完新聞後，請回答 26-27 題：
26.(

)畫底線處可用何種經濟原則解釋消費者的行為？
(Ａ)需求法則(Ｂ)機會成本(Ｃ)生產成本(Ｄ)供給法則

27.(

)下列哪一選項適用的法律與【
(A)網路買賣有七天鑑賞期

(B) 鼎太瘋當日銷貨收入為 39000 元

(B)咖啡業者聯合漲價

(C)「垂涎三尺套餐」的利潤最低

(C)買到瑕疵品想退貨

(D)「齒頰生香套餐」的成本為 70 元

(D)商品標示不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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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法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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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人喝咖啡的比率越來越高，也因為國內興起喝咖啡
的風潮，連帶的許多人也爭相加入開咖啡店的行列。不僅賣
咖啡，更多店賣的是創意和氣氛，因此往往裝潢的很文青、

※已經檢查完三遍以上的同學才可以看這裡喔，
這裡不算分，不算分，不算分！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動動腦袋寫在空白處～

充滿設計感的店也會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自由思考題：
排隊二小時買一元的便當，便宜嗎？理由。

閱讀完文章請回答 28-29 題：
28.(

)針對文中畫底線的部分，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此舉會導致「供給量」的變動

9 年級 公民 標準答案

(B)此舉會導致整條供給曲線往右移動
(C)此舉會導致「供給」減少

1 C

2 B

3 B

4 D

5 C

(D)此舉會導致咖啡價格上升

6 C

7 C

8 D

9 A 10 D

11 D 12 C 13 D 14 A 15 D

29.(

)現在的「咖啡消費者」在消費時也會把咖啡店的氣

16 B 17 C 18 A 19 D 20 C

氛、舒適感列入考慮範圍，若某一間咖啡店因裝潢

21 A 22 A 23 A 24 D 25 B

而吸引許多消費者前來朝聖，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26 A 27 B 28 B 29 B 30 A

(A)此例畫出來的經濟圖示會與受價格因素影響所
畫出的圖示相同
(B)在相同的價格下，需求的數量會增加
(C)整條供給曲線會向右移動
(D)這是屬於供給的變動
30.(

)資本是生產活動的要素之一，以資本的特性而言，
下列哪一項交通工具屬於生產活動中所投入的
「資本」？

(A)媽媽營業時所開的計程車
(B)姊姊外出旅遊搭乘的火車
(C)爸爸出門購物時騎的機車
(D)弟弟上學時所騎的腳踏車

試題結束，謝謝作答，
請檢查有無漏畫卡，感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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