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公民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L1 ~L2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單一選擇題 100％（每題 3 分，第 33 題 4 分）
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1. 「獨一無二！數位相片蛋糕傳遞心意，送禮首選…」以上
這則廣告詞最符合生產選擇中的何項課題 ﹖(A)生產什麼
(B)如何生產 (C)為誰生產
2. 承上題，業者的作法屬於下列何種生產要素的表現 ﹖(A)
自然資源 (B)人力資源 (C)資本 (D)企業才能
3. 資源的「稀少性」
，在經濟學上是指什麼意思？ (A)人類
的欲望有限而資源的數量無窮 (B)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每
樣東西都要付錢 (C)貧窮的人沒有錢，所以不能使用資源
(D)資源的數量相對於人類的欲望而言是不足的
4. 大牛暑假想去打工，他有三個工作機會可選擇，家教日薪
1,200 元，擺地攤日薪 1,100 元，KTV 當服務員日薪 1,000
元。上述哪一個工作的機會成本最高？(A)家教 1,200 元最
高 (B)擺地攤與 KTV 一樣高 (C)家教不用資本，所以擺
地攤最高 (D)KTV 的收入最低，所以機會成本最高
5. 相對於人類的欲望，能讓我們使用的資源卻很有限，因此
我們必須將資源做如何的利用？(A)最快速度 (B)最有效
率 (C)最多使用者 (D)不去使用
6. 過年時，外婆總會給小傑 1,000 元的紅包，而今年除夕，
同學邀小傑一起去參加六月天樂團的跨年演唱會，演場會
的門票為 600 元。若小傑決定去聽演唱會而不去外婆家，
則此項決定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A)1,000 元 (B)1,600
元 (C)600 元 (D)400 元
7. 附表為政府下一年度的計畫草案，若以民眾贊成度做為選
擇依據，則何者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年度的施政計畫？

(A)建核四 (B)治安防治 (C)添購軍備 (D)水土保持
8. 附表是小明找到的暑期打工機會，由此表可知，到 KTV
打工的時薪為何？

家教

擺地攤 KTV 打工 餐廳端盤子

時薪 (元)

250

130

?

125

機會成本 (元)

150

250

250

250

(A)250 (B)150 (C)130 (D)115
9. 小美帶了 2,000 元到百貨公司購物，看到一臺非常中意的
MP3 標價 3,500 元，最後小美卻空手回家。小美的例子說
明消費行為會受到下列何種限制？ (A)個人偏好 (B)所
得高低 (C)預期心理 (D)消費人數
10. 氣象預報颱風即將來襲，許多主婦們擔心風災使得菜價
飆漲更高，搶購大量的蔬菜。上述消費行為主要是受哪項
因素的影響？(A)所得高低 (B)商品價格 (C)預期心理
(D)個人偏好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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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美冰果店為促銷芒果冰，推出「買一送一」活動，因
而造成大賣。上述顯示消費行為受到下列何種因素影響？
(A)商品價格 (B)所得增加 (C)偏好改變 (D)商品成本
12. 飲料公司以高價聘請知名藝人拍攝形象廣告，並為其產
品做代言人。上述飲料公司的作法，主要是考量廣告可以
影響消費者在行使消費行為的何種因素？ (A)所得高低
(B)預期心理 (C)消費人數 (D)個人偏好
13. 許多國家都曾經針對微軟（Microsoft）是否涉嫌獨占電腦
系統軟體市場而展開調查，而我國如果要調查微軟的獨占
案件，應該由下列哪一個政府機關負責？ (A)經濟部 (B)
財政部 (C)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D)公平交易委員會
14. 當消費者從事消費產生爭議，無法得到善意回應時，按
照處理程序，可向哪一民間單位請求協助？ (A)各縣市政
府 (B)各鄉鎮調解委員會 (C)各地方法院 (D)消費者文
教基金會
15. 電視媒體常有許多誇大不實的減肥廣告，利用藝人代言
以吸引民眾購買。這是違反了什麼法律？ (A)《公平交易
法》 (B)《消費者保護法》 (C)《反托拉斯法》 (D)《經
濟法》
16. 有關「社會的資源有限」這句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富甲天下，就不感覺有限 (B)乾淨的水及空氣是無限
的 (C)是相對於人類欲望無窮而言，非指實際數量 (D)
有限就是稀少，也就是指數量少或是貧窮
17. 國內銀行最近吹起「購併風」，結合信託、保險、證券、
投資顧問、期貨等各類金融事業，合組大型金控公司，以
擴大集團規模及服務項目來搶占市場。依此判斷，這種購
併行為可稱為什麼？(A)市場 (B)投資 (C)儲蓄 (D)消
費
18. 在某公司的會議中，四位部門的經理分別針對部門內的
需求，向公司提出要求。下列哪一個人所提出的需求，屬
於生產要素中的「資本」？ (A)何經理：「需要低薪的外
勞操作員。」 (B)林經理：「需要員工的創意好點子。」
(C)黃經理：
「需要大面積的丘陵坡地。」 (D)陳經理：
「需
要高效能彩色印刷機。」
19. 在生產資源中，與「木材」屬於同一類的是下列何者？
(甲)石油(乙)河海(丙)農夫(丁)陽光(戊)工廠
(A)甲乙丙 (B)丙丁戊 (C)甲乙丁 (D)甲丙戊
20. 產品可以分成有形的產品與無形的勞務，下列何者所提
供的產品主要是屬於「無形的勞務」？ (A)曼都髮廊的髮
型設計 (B)雅登花坊的玫瑰 (C)誠品書店的書籍 (D)全
國電子專賣店的音響
21. 策略大師大前研一認為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臺灣的關
鍵競爭力在提供這個快速成長的市場「專業服務」。針對
此敘述，他的建議是希望企業注重何項的生產要素？
(A)勞動 (B)資本 (C)自然資源 (D)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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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在市面上出現一種教人規劃如何開一家「會賺錢的店」
的公司。這是運用經驗培養投資者哪一類的生產要素？

●鳥來伯想成立一家小型製鞋廠，經調查，其主要生產要素
的價格如附表。請問：

(A)自然資源 (B)勞動 (C)資本 (D)企業才能
23. 附表是大風漁業公司上個月從事生產所付出的生產成
本，其中「人力資源」所付出的部分是多少錢？
項目 船隻耗損 船員薪資 船長薪資
耗損
冷凍設備

31.附表中最佳的生產要素組合為下列何者？ (A)甲丁壬
(B)丙己庚 (C)乙戊辛 (D)甲己壬
32.承上題，由此可知，鳥來伯想成立製鞋廠，最起碼要擁有
多少的資金？ (A) 79 萬 (B) 71 萬 (C) 84 萬 (D) 58 萬

金額

35 萬元

20 萬元

15 萬元

8 萬元

2 萬元

(A)15 萬元 (B)35 萬元 (C)70 萬元 (D)80 萬元
24. 因應全球經濟惡化的現狀，許多企業紛紛尋求解決之
道。某家跨國公司宣布即日起「裁撤部分員工、減少員工
加班時間、暫停各項廣告活動」。該公司所採取的是下列
哪一種策略？ (A)提高單位利潤 (B)增加生產數量 (C)
調降產品價格 (D)降低生產成本
25. 供給曲線旨在說明：不考慮其他經濟因素下，以生產者
立場而言，商品的價格和購買數量存在何種關係？
(A)成正比 (B)成反比 (C)成加乘關係 (D)沒有關係
26. 林媽媽經營早餐店多年，在生產成本固定下，倘若林媽
媽想增加利潤收入，則林媽媽應該採取下列哪一方法？
(A)增加店內助手 (B)擴大消費者購買意願 (C)使用豪華
食材 (D)不管其他因素直接漲價
27. 趙老闆自己擁有一間店面，若出租可收得四萬元租金，
若是自己開設饅頭店，則每月總收入為十萬元，扣掉七萬
元的總成本，收入淨利為三萬元。若依機會成本的概念，
趙老闆的每月利潤為多少？
(A)三萬元 (B)十萬元
(C)四萬元 (D)虧一萬元
28. 附表為某冰館每日販賣芒果冰與紅豆牛奶冰兩種冰品的

機器設備

甲、50 萬

乙、60 萬

丙、70 萬

操作人員

丁、3 萬

戊、5 萬

己、4 萬

廠

庚、10 萬

辛、8 萬

壬、5 萬

房

33.向銀行借貸投資生產設備，所需支付的代價為何 ? (A)
地租 (B)資金 (C)利息 (D)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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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若老闆希望兩種冰品帶來相同的利潤，那麼紅豆
牛奶冰的售價應該多少？

(A)20 元 (B)30 元 (C)35 元 (D)40 元
29. 小丁是廣告公司的財務主管，由於同業競爭激烈，公司
只好削價競爭。為了降低成本，他提出幾項建議，提供老
闆參考。其中哪一項建議值得採納？ (A)增聘業務助理
(B)贊助公益活動 (C)聘請名模為產品代言 (D)搬遷辦公
室節省租金
30. 王老伯賣牛肉麵，如果是手工麵條，一份牛肉麵成本 40
元，售價賣 80 元，一天可賣 200 碗；若將手工麵條售價改
為 85 元，則一天賣 150 碗；改用機器做的麵條則一份成本
30 元，售價 80 元，一天卻只能賣 100 碗；若用機器麵條，
將售價降為 75 元則一天可賣 180 碗。以追求利潤來說，他
應該做哪項選擇？
(A)賣手工麵，售價 80 元 (B)賣機
器麵，售價 80 元 (C)賣手工麵，售價 85 元
(D)
賣機器麵，售價 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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