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１章

第１回　生活中的選擇

一第 關 1-1 為什麼要做選擇？（每題 10分，共 50分）

（　 ）1 因為資源稀少，人們必須面臨種種的選擇，這

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右圖的遊戲場內有四名

兒童，若他們想一起使用相同的遊戲設備，何

者會出現資源稀少的問題？　

A鞦韆　B碰碰車　C蹺蹺板　D搖搖馬 【98一基測】

（　 ）2 浩誠跟母親回到臺東老家參加豐年祭，同時也享受了新鮮空氣，而住在臺中

的小燕卻需要花錢購買空氣清淨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浩誠在臺東享受的新鮮空氣具備稀少性

B臺中因為空氣汙染，清新的空氣不具備稀少性

C臺東的空氣品質佳，清新的空氣不具備稀少性

D小燕需要付出代價來取得新鮮空氣，因此不具備稀少性 

（　 ）3 王老闆開設的文具店位於某國中對面，因此店內銷售的商品必須迎合青少年

喜歡新奇的心理，才有可能創造收益。上述王老闆販賣的商品，主要是考量

下列哪個課題而決定？　

A生產什麼　B如何生產　C為誰生產　D哪裡生產

4 小葉的媽媽在過年時給他3,000元的紅包，他很開心這筆錢可以拿去買東西，但同時

也很煩惱要買什麼。以下是他的購物清單：

　1小葉是否面臨選擇的問題？請簡要說明判斷原因。

　　　　  　   　　　　　　　　　　　　　　　  　   　　　　　　　　　　　　　 

藍牙耳機 升學參考書5本 全新手機殼 滑鼠

3,000元 1,500元 1,280元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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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1-2 選擇與代價（每題 10分，共 50分）

1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政府實施口罩實名制政策，每人14天內可以持健保卡購買

10片口罩，每片售價4元。

　（　 ）1 祥修在咖啡廳打工，時薪160元，若他選擇請假前往實體藥局排隊購買口

罩，且排隊需花費2小時。請問：祥修購買口罩的機會成本為何？

A 40元　B160元　C 200元　D 360元

　2 政府隨後推出「口罩實名制2.0」政策，新增網

路預購方式如右圖，實體藥局不再有排隊的人

龍。若以金錢來衡量機會成本，祥修應選擇何

種通路較有利？請簡單說明理由。

　　　　　　　  　   　　　　　　　　　　　　　

2 108新課綱上路後，無敵國中提供多元的社團課程，讓學生選修。以下為小丞將考慮

的兩個社團課程：

1請依據機會成本的概念，完成下列表格並分析小丞的選擇。

2此時，小丞會如何選擇？請簡單說明理由。　

　　　　  　   　　　　　　　　　　　　　　　  　   　　　　　　　　　　　　　 

　　　　  　   　　　　　　　　　　　　　　　  　   　　　　　　　　　　　　　 

★ 可直接使用手機 APP登記

★可購買的數量與實體通路相同

★ 消費者需自行負擔 7元運費

喜好程度 機會成本

1【　　　　　　　　　　】基礎日語

2【　　　　　　　　　　】媒體素養

　2 小葉下定決心後，告知媽媽自己想購買藍牙耳機，媽媽卻跟他說：「紅包錢不能

拿來買3C產品，你已經國三了，應該要購買參考書才對！」請問：此時小葉是否

面臨選擇的問題？請簡要說明判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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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2-1 誘因影響日常行為（每題 9分，共 36分）

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2章

第２回　價格與資源分配

1這項家長遲到罰款的規定，屬於何種性質的誘因？（複選）

　  A金錢誘因　  B非金錢誘因　  C正向誘因　  D負向誘因

2園長蕾貝卡公布此罰則，主要是希望可以達成何種目的？

　  A增加幼兒園的營利收入　　  B減輕家長遲到的愧疚感

　  C減少家長延遲接送的行為　  D延長兒童待在幼兒園的時間

    
園長蕾貝卡宣布罰則後，葛尼奇和阿雅蕾特認為晚接小孩的代價只有3美元，

還滿划算的，所以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拚命趕路，而是選擇把事情完成後再去接小

孩，只要有繳罰款，就不用感到愧疚。而有這樣想法的家長不只他們兩人，因此遲

到、延後接小孩的家長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急遽升高。

3在規定罰則之前，促使遲到的葛尼奇夫婦趕往接送的誘因為何？

　　　　  　   　　　　　　　　　　　　　　　　　　　　　　　　　　　　　　　 

4 幼兒園實施罰則後，並未達成目的，你認為原因可能為何？請試著以機會成本的概

念來說明。

　　　　  　   　　　　　　　　　　　　　　　　　　　　　　　　　　　　　　　 

　　下文為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一書的部分內容，請閱讀文章後，回答問題：

葛尼奇和阿雅蕾特自從結婚有了小孩之後，幾乎沒有悠閒的時刻。有一天，兩

人很想到海邊放鬆一下，送女兒到幼兒園之後，便到海灘晒太陽、享用美味的餐

點，卻延誤了接女兒回家的時間。等到兩人趕到幼兒園時，看到園長蕾貝卡還留在

園裡照顧自己的女兒，覺得非常內疚。幾個星期以後，園長宣布：「從今以後，家

長來接小孩時，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幼兒園就要加收3美元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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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2-2 價格變動影響資源分配（每題 8分，共 24分）

（　 ）1 下列四家航空公司的宣傳標題，何者是透過價格因素來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及數量？　A甲　B乙　C丙　D丁

2 「以胰島素來說，為何完全一樣的藥在加拿

大的售價是美國的十分之一？」美國聯邦參

議員伯尼‧桑德斯指出美國胰島素歷年來的

價格變化，並譴責藥廠的貪婪。根據美國雜

誌的調查，美國有58.5%的破產主因是醫藥

花費，44.3%是疾病導致工作損失，總計有六成的破產原因與醫療疾病相關。因此，

桑德斯在2016和2020年的總統大選，都把可負擔的醫療保健政策做為競選主軸，呼

籲大家關注不合理藥價的議題。

 （資料來源：美國胰島素貴10倍 桑德斯怒斥藥廠貪婪，中央廣播電臺，2019/07/29。）

　（　 ）1 假設美國國會通過法令要求胰島素的價格應該降低為原價格的十分之一，則

廠商願意生產的胰島素數量應該會產生何種變化？（  愈多表示數量愈多）

　2 通常商品價格愈高，消費者會減少購買的意願。然而根據相關報導，這些胰島素

的銷售量卻未因此下降，應如何解釋這樣的情況？

　　　　　　　　　　  　　　　　　　　　　　　　　　　　　　　　　　　　　　

　　　　　　　　　　  　　　　　　　　　　　　　　　　　　　　　　　　　　　

管制前生產數量

管制後生產數量

A
管制前生產數量

管制後生產數量

B
管制前生產數量

管制後生產數量

C
管制前生產數量

管制後生產數量

D

乙 現在訂票，可憑票根使用貴賓室及專屬快速通道，讓你出國盡享尊榮！

丁 本航空特別與知名燒肉店合作，讓各位貴賓在35,000呎的高空也可以一享口福！

丙 本公司的飛機座位不僅寬敞，更結合時下最新潮的漫畫作品做為機身彩繪！

甲 你買去程機票，回程交給我們買單！本航空讓你出國無負擔！

1996 2000 2010 2016年7月

美金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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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關 2-3 資源分配與公平正義（每題 8分，共 40分）

　　自2019年底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來，口罩成為最重要的防疫物資之一。以下

為我國口罩政策的轉變過程：

（　 ）1 6月1日前的口罩政策，是由誰主導資源分配的方式？

A政府主導　　B消費者主導　

C生產者主導　D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主導

（　 ）2 6月1日後，除了定額徵用的口罩數量以外，其餘口罩回歸市場自由交易，此

時市面上自由交易的口罩價格應由何者決定？

A政府決定　　B消費者決定　

C生產者決定　D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決定

3針對6月1日前的口罩政策，對生產者及消費者有何影響？

4從防堵疫情擴散的角度來看，你認為政府採取的口罩政策會帶來何種影響？

　　　　　　　　　　  　　　　　　　　　　　　　　　　　　　　　　　　　　　

　　　　　　　　　　  　　　　　　　　　　　　　　　　　　　　　　　　　　　

行政院祭出口罩

禁止出口政策

1  /  24
政府宣布徵用

國內口罩

1  /  31
開始實行

口罩實名制

2   /  6

開放於超商購買

口罩，每片8元

1  /  28
經濟部統一

口罩價格為6元

2   /  1
口罩定額徵用至年底

其餘數量回歸市場交易

6   /  1

1對生產者的影響 2對消費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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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３章

第３回　日常生活的交易

一第 關 3-1 日常生活所需如何解決？（每題 8分，共 24分）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文章第一段中進行交易的管道，與下列何者相同？

A周日早晨，小哲先打電話訂餐，再到早餐店付款取餐

B小鈞在網路上看周年慶廣告，決定到百貨公司購買玩具

C阿介透過電視購物頻道，購買母親節要送給媽媽的鍋具

D阿勳傍晚補習結束後，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購買洋芋片

（　 ）2下列各種產品中，何者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

A快遞員工於24小時內快速送貨

B李江在購物網上購買的電子手錶

C大樓管理人員認真管理社區事務

D心理師對衝動消費者提供諮商服務

3根據文章內容，「衝動性消費」在需求滿足上有何特色？請簡要說明。

　　　　　　　　　　  　　　　　　　　　　　　　　　　　　　　　　　　　　　

李江下班回來，大廈管理員親切的說：「李先生，你的網購包裹送來了。這個

月住戶買得特別多，你看管理室堆了滿滿的包裹！」李江尷尬的說：「雙十一購物

很划算，而且一天內就會送到，所以就多買了。」

上述情境在現在生活裡愈來愈常見，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網路電商

的業績成長許多，尤其是雙十一購物節的優惠活動，讓民眾出現「衝動性消費」，

花費金額超出自己所能負荷的範圍。衝動性消費反映出兩種可能的心理狀態：1仰

賴購物獲得內在滿足感。2利用購物行為獲得他人的關注。有心理師關注到此種狀

況，呼籲民眾注意「衝動性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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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3-2 從自給自足轉向交易（每題 10分，共 40分）

　　旻哲從國中畢業已經5年了，今年他想在中秋節舉辦同學會，連繫同學間的感情。

以下是旻哲和同學間的對話，請根據對話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　 ）1單純根據內容計算，旻哲若選擇自行製作蛋黃酥，他付出的機會成本為何？

A 450元　B 480元　C 600元　D 1,080元

（　 ）2旻哲自行製作蛋黃酥，平均每個蛋黃酥的機會成本為何？

A 20元　B 30元　C 40元　D 72元

（　 ）3從以上對話來看，下列何者是旻哲想要自己製作蛋黃酥的主因？

A節省選購時間　B益於身體健康　C增加製作技巧　D降低花費成本

4雅萱與譽碩以何種理由說服旻哲直接改為購買蛋黃酥？

　　　　　　　　　　  　　　　　　　　　　　　　　　　　　　　　　　　　　　

我之前做過一次，食材需要麵粉、奶

油、砂糖、蛋黃及內餡，製作15個蛋
黃酥約600元。

好吧！你們說的

也是有道理。

第二次製作，也沒有辦法太熟練，應該會搞得手

忙腳亂。附近店家賣的蛋黃酥一顆才30元，口
味選擇也較多，我們可以買不同的口味吃吃看。

我覺得划不來，而且有些成本

你沒計算到吧？你製作的時間

拿去打工也可以賺480元。

旻哲願意做，我們覺得很好。

但你計算過自己製作會花多少

錢嗎？

各位，從國中畢業後已經好幾年沒見了，難得聚會又適逢

中秋節，點心就吃蛋黃酥吧！市面上販售的蛋黃酥太油太

甜了，所以我想自己製作低糖少油的蛋黃酥給大家吃。

旻哲

旻哲

旻哲

雅萱

雅萱

譽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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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關 3-3 為什麼自願交易對雙方都有利？（每題 9分，共 36分）

（　 ）1 育綺想參加某歌手的演唱會，但官方售票系統在5分鐘內所有票價均完售，

因此沒買到門票。育綺上網查看臉書社群，希望能遇到想轉售門票的人，但

她卻發現，社群上的票價高於官方售票系統，想購買的人也不少，她認為這

就是「黃牛票」，於是拒絕購買。有關上文的情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官方售票系統來看，可知演唱會的門票數量多於消費者需求

B網路黃牛票的買賣，是賣家透過詐騙方式欺騙消費者進行交易

C該場演唱會獲取的利潤，為官方售票系統的票價乘以售出票數

D育綺在臉書社群上看到的票價，是由「看不見的手」引導產生

2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根據上文敘述，當漁獲成交時，該拍賣價格是由誰決定？

A政府　B魚販　C消費者　D魚販與消費者

　（　 ）2根據上文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交易雙方是出於自願而形成交易　B僅有魚販能決定商品的成交價格

C此種交易方式所耗費的時間較少　D價格並非該魚市消費者考量的因素

　3你覺得崁仔頂魚市的拍賣方式，對買賣雙方是否都有利？請簡單說明。

　　　　　　　　　　  　　　　　　　　　　　　　　　　　　　　　　　　　　　

清晨時分，多數人正在夢鄉時，位在基隆的崁仔頂魚市才揭開序幕。剛從漁港

載滿漁獲的卡車陸續駛進，將新鮮的漁獲一籃籃擺上攤位；北臺灣地區的魚販、海

鮮餐廳經營者，或是喜愛生鮮漁獲的饕客們也魚貫進入，整個魚市場裡熱鬧滾滾，

此起彼落的叫賣聲，讓人見識到傳統叫賣市場的震撼力。

該魚市的漁獲林林總總，是臺灣批發市場中漁獲種類最多的交易場所。而這裡

的交易方式，是採拍賣方式，以前一日的成交價格為底價，再漸漸往上加價，直到

有買主決定購買為止，因而交易時間從凌晨持續到早上6∼7點，造成崁仔頂「不夜
城」的特殊景觀，是臺灣獨一無二的特色景點。

 （資料來源：改寫自崁仔頂魚市，基隆市政府，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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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４章

第４回　市場競爭

一第 關 4-1 廠商之間的競爭方式（每題 10分，共 30分）

我國超商數量多，加上提供多樣功能，帶給消費者許多便利。和我國超商競爭

情況類似，日本三大超商的咖啡戰爭從2011年開始，當年LAWSON首先推出自己的
咖啡；隔年全家跟進；7-Eleven則是到2013年才推出，但一出手就是市場最低價的
100日幣咖啡。2014年全家和LAWSON陸續調降，7-Eleven馬上又推出咖啡豆升級，
而且價格還是100日幣，築了一道競爭對手們很難馬上跟隨的條件。

2020年受疫情影響，各種商品價格連帶受挫，而栽種檸檬的果農也受到影響。
國內有對夫妻對生態環境相當重視，返鄉務農後申請產銷履歷驗證，以無農藥殘留

方式種植，成功栽培出符合市場需求的「ND」（未檢出農藥）的檸檬。「ND」檸
檬果皮外觀翠綠，只要手一搓就有一股檸檬香飄出來，因此該對夫妻成功和廠商訂

定好的價格，以及建立穩定的銷售通路，不怕受疫情影響。

（資料來源：改寫自1商社男，便利商店首位爭奪戰，Medium，2020/07/21。2陳弘逸，夫妻退休種

「ND」檸檬，成功在疫情與價格戰中突圍，聯合報，2020/07/20。）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 根據上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LAWSON以價格競爭方式打贏競爭對手　

B「ND」檸檬是以市場最低價賣出的檸檬　

C在2013年7-Eleven採取的是價格競爭方式　

D受疫情影響，檸檬市場的需求量隨之降低

（　 ）2 「ND」檸檬是採何種競爭方式？　

A重視外觀的價格競爭　B重視生態的非價格競爭　

C重視香氣的價格競爭　D重視售價的非價格競爭

3 為何日本7-Eleven能拉開與競爭對手的距離？請簡單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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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4-2 市場競爭的程度（每題 10分，共 40分）

（　 ）1 有關小農公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所屬商品市場的加入門檻較高　B其市場型態與手搖飲店家相似

C薄利多銷是該公司的主打策略　D酪蛋白鮮乳是普遍常見的產品

（　 ）2上文小農公司的作法，最主要是因為鮮乳市場的情況為何？

A廠商多，市場競爭程度高　B對手少，市場競爭程度低

C補助多，市場競爭程度高　D成本高，市場競爭程度低

（　 ）3依上文判斷，下列何種競爭方式和小農公司所使用的方式不同？

A控管質量，穩住產品商譽　B研發產品，打開不同通路

C降低售價，吸引顧客消費　D投入公益，擔起社會責任

4根據上文判斷，為何「善的循環」需要消費者的力量支持？試舉一例簡單說明。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市面上有多種牛奶品牌，鮮乳市場廠商眾多的情況下，有一家小農公司秉持著

無成分調整、獸醫現場把關和公平交易的初衷，致力成為消費者與酪農間的橋梁。

同時藉消費者的力量，形成各種「善的循環」，除了支持一個產業的改革，該公司

更進行獸醫培訓、送愛至偏鄉等計畫。下表為該公司的重要事件：

　　自2015年，該公司總計捐贈了20多間育幼院，並長期資助鮮乳補給品給
宜蘭、花蓮和臺東等地的棒球隊。在銷貨通路上，不僅上架各賣場與超商等

知名連鎖店，更於2020年推出臺灣首支更容易被人體吸收「酪蛋白鮮乳」。 
（資料來源：改寫自林芷湲，市面乳品種類多！農委會「2標章」教你分辨牛奶真偽，新頭殼，

2020/07/02。）

時間 事件簡介

2015年 由創辦人暨乳牛獸醫成立。

2018年 獲得了英國的SROI的認證：「每投入1元，能產出4.05元的社會影響力報酬」。

2019年 獲選為亞洲唯一米其林指定的乳品合作夥伴。

2020年 攜手經濟部工業局，推出「全民鮮乳銀行智慧公益服務」，讓消費者可將自己的消費轉成

愛心，捐贈至偏鄉等需要關懷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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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關 4-3 政府如何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每題 10分，共 30分）

2019年，日本 軟銀集團宣布將與南韓Naver合作，將日本雅虎和LINE等部門，
併入雙方新成立的合資公司，併購案於2020年完成。儘管是國外的案子，但我國公
平交易委員會（下列簡稱為公平會）仍會審議這件日 韓二大外商集團結合案，宣布
該案件不會有害國內的市場競爭。

另外，量販龍頭家樂福在2020年宣布，將收購頂好超市及JASONS Market 
Place，目標是成為我國超市市占率第二。公平會表示此併購案的審議重點，是評估
市占率的大小，如市占率過高，將不利於其他廠商加入競爭；但此併購若能激起廠

商間的正向競爭，將使市場更具競爭力，消費者能夠享受更好的服務，則會讓此併

購案通過。

目前全臺市占率最高的超市業者是全聯福利中心，有學者表示併購後雖然會對

全聯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兩家的定位不太一樣，全聯以社區為核心，走大眾化、平

民化，強調低價優勢；家樂福則是國際品牌，以行銷和商品的多樣性見長，兩家業

者擁有不同的客群和支持度。
（資料來源：改寫自1程士華，日本雅虎聯姻LINE過關，經濟日報，2020/07/30。2潘姿羽，家樂福併購頂

好超市案，公平會准駁面臨兩大難題，中央社，2020/06/03。）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 有關併購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公平會傾向通過能良性競爭的併購案

B併購案不需要遵守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C市占率愈高則有利新進業者參與競爭

D頂好超市和全聯福利中心是合作關係

（　 ）2根據上文中學者的說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併購後全聯仍有其客群　B併購後對消費者很不利

C家樂福較重視低價競爭　D全聯與家樂福定位相同

3 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外商集團結合案是基於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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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5-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每題 8分，共 32分）

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５章

第５回　貨幣的使用

（　 ）1 有關三倍券使用者經驗分享的部分，下列何項推論較為正確？　

A強調三倍券便於使用　B現金比三倍券好結帳　

C此券採以物易物方式　D三倍券屬於商品貨幣

（　 ）2 有關經濟部和內政部的三倍券使用提醒，下列何項敘述較為正確？　

A偽造三倍券會有行政責任　B可使用三倍券來繳納稅金　

C三倍券屬於一種交易媒介　D三倍券能永久的價值儲藏

（　 ）3 有關三倍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一種法定貨幣　B與黃金屬性相

同　C是一種有價證券　D與餐券類型不同

4 如果沒有「三倍券結帳不可找零」的規定，依上文判斷主要會有何種結果？請簡單

說明理由。　　　　　　　　　　　  　　　　　　　　　　　　　　　　　　　　

　　2020年，政府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推出振興經濟的「振興三倍券」（下列簡稱
為：三倍券），可以紙本或數位方式領取，至12月31日截止使用。以下有二則使用
者經驗分享：

　　經濟部表示三倍券目的是要刺激消費，希望民眾購物能超過三倍券上的面額，

而且有不能繳水電費、健保費、繳稅、找零錢等多種限制，只不過並沒有明確寫商

家是否能將三倍券當零錢找給客人。另外，內政部提醒，由於三倍券是「有價證

券」，如同餐廳的禮券，若有造假情況，可依刑法的偽造有價證券罪嫌移送法辦。

（資料來源：改寫自新聞傳播處，「振興三倍券」壹仟變參仟，蘇揆：「三好一溫暖 經濟加速轉」，行政

院網站，2020/06/02。）

現金加油找錢竟

給券

拿了現金去加汽油，沒想到工讀生找給他的是鈔票和一張200元的三倍券，讓他收
到後很傻眼。

券不能找零

不得結帳

拿了一張面額200元的三倍券要結帳時，店員告知根據政府要求是不能找零，該名
消費者表示只需要找一元，乾脆不用找，但店員則堅持還有一元不能找，會出現

對帳的問題。最終該名消費者改現金付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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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5-2 新型態的支付工具（每題 8分，共 32分）

（　 ）1 某家速食店在2018年開放使用信用卡付款，發行儲值卡（例如：點點卡），

而後又陸續接受4大電子票證（悠遊卡、一卡通、icash、有錢卡）與LINE 

Pay交易，使交易方式多元、便利。請問：上述未提及下列何項交易方式？

A塑膠貨幣　B行動支付　C電子支付　D商品貨幣

（　 ）2 小龍發現看的報紙標題缺了一角，只能看出「無現金社會不遠！○○○○比

例逐年增，嗶經濟成市場主流」。請問：○○○○最可能為下列何項內容以

及判斷理由？

A紙鈔支付，因為增加現金使用　B行動支付，因為增加現金使用

C行動支付，因為減少現金使用　D錢幣支付，因為減少現金使用

3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根據上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比特幣是中央銀行設計出的貨幣　B比特幣可以透過行動支付來操作

C比特幣是由礦區的特殊礦物製成　D比特幣和儲值卡皆利於小額支付

2比特幣是不是商品貨幣？請簡單說明理由。

　　　　　　　　　　　  　　　　　　　　　　　　　　　　　　　　　　　　　　

　　　　　　　　　　　  　　　　　　　　　　　　　　　　　　　　　　　　　　

2010年，一位日本人做了一個「比特幣」實驗，在電腦程式中放置固定數量的
比特幣，利用虛擬帳本記錄交易。目前全球有許多協助建立帳本的人，這些人被稱

為「礦工」，他們的電腦稱為「礦機」，彼此間的帳本互相流通。即不管在何處使

用比特幣，只要有變動，電腦會互傳資料更新帳本。消費者只需要用手機或電腦

APP就可以使用比特幣來支付，只是帳本更新需要時間，會有交易速度緩慢和額外
支付手續費的問題，不適合小額支付。而且比特幣不是商品貨幣，本身不具有價

值，其價值取決於資料處理的速度和大眾願意花多少代價購買來做為交易的工具。

（資料來源：改寫自1曲建仲，區塊鏈的真相一：一種唬人的雕蟲小技，發展成令全球瘋狂的現代版國王

新衣，風傳媒，2020/07/08。2曲建仲，區塊鏈的真相二：為什麼說比特幣的區塊鏈是一種唬人的雕蟲小

技？，風傳媒，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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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關 5-3 外幣與匯率（每題 12分，共 36分）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依據上文判斷，兌換下列何國貨幣的匯率最高？

A美金　B港幣　C英鎊　D澳幣

（　 ）2依據上文推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各家銀行的匯率皆相同

B機場匯率較銀行匯率好

C兌換大面額的匯率較好

D日圓匯率較泰銖匯率高

3 假如小龍要前往日本擔任國際志工，當時即用上文匯率先在國內換得10萬元日幣，

則當時他兌換的匯率為何？

　　　　　　　　　　　  　　　　　　　　　　　　　　　　　　　　　　　　　　

許多人會擔任國際志工，在出國前可先至銀行兌換準

備前往服務國家的外幣。由於各家銀行給的匯率不同，在

兌換前可以先查看哪家最划算。盡量不要在機場兌換，因

為機場匯率通常較差。

如果是在國內先換好外幣帶在身上，就要注意各家銀

行現金匯率。以附圖為例，若要換美金，1美金要用29.75
元新臺幣兌換。

假如在國內沒有提供兌換該國貨幣的服務，可以先換

取流通性較高的外幣，到當地再兌換。除了到時候兌換方

便外，有些額外行程也可用美金來付款。而兌換時記得以大面額為主，因為到了當

地銀行，面額大的匯率會比面額小的來得佳。假如要攜帶信用卡或是國際提款卡，

一定要確認卡片已經開卡，也要確認可以在即將前往的國家消費或提款。

（資料來源：改寫自1國際工作營，【國際工作營的行前8大Tips】–Tips 3：打包你的行李，國際工作營網

站，2020/03/12。2臺灣銀行，歷史匯率收盤價，掛牌時間：2020/07/27 16:00，臺灣銀行網站，2020/07/27。

3馬哈，全家出國不是只有玩！「換錢」可讓孩子見識不同貨幣，親身體驗「匯率」是什麼！，風傳媒網站，

2019/09/04。）

幣別
現金匯率

買入 賣出

美金 29.08 29.75

港幣 3.647 3.851

英鎊 36.64 38.76

澳幣 20.65 21.43

日圓 0.2701 0.2829

泰銖 0.8061 0.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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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關 6-1 為什麼勞動參與是重要的？（每題 10分，共 30分）

繳交日：   ∕   ∕

總　評：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經濟學者雷諾想強調的是下列何項內容？

A介紹勞動人口的數據　B比較不同工作的類型

C分析勞動力調查方式　D界定工作狀態的不易

（　 ）2根據上文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酬勞動比無酬勞動更有價值　B薪水不是家管人員的重要報酬

C擔任家管者是屬於市場勞動力　D居家辦公可增進夫妻間的感情

3家管表達不滿的行為，為何易被認為是歇斯底里的舉動？請簡單說明理由。

　　　　　　　　　　　  　　　　　　　　　　　　　　　　　　　　　　　　　　

經濟學者雷諾曾說：「什麼是失業人口？什麼是非勞動力？在調查過程中有不

少盲點。何謂尋找工作？要努力到什麼程度才叫尋找工作？這個觀念也一樣含混不

清。」求職者如果一週前還努力找工作，現在只是稍作休息，家人認為他是失業

者，他自己也這麼認為，但政府卻會認定他是「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非勞動力。

這樣看來，非勞動力與失業者的距離，還真的只在一線之間。

如果有一份工作是徵求「營運總監」，要求全天候隨叫隨到，甚至沒有支付任

何薪水時，有人會應徵嗎？但現實當中，就有人如此付出著，那就是專心處理家務

的家庭主夫或家庭主婦，又可被稱作「家管」。然而家管向家庭成員表達不滿時，

他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歇斯底里的人」，而不是一位「正在向老闆抗爭的工人」。

另外，2020年因防疫需求，有些家庭成員需要居家辦公，家人的相處時間增
加，卻導致原本生活的平衡被打破。在家擔任家管者的休息時間被縮短，必須繼續

伺候著居家辦公的配偶，而看到伴侶的耐心、溫和大多給了同事，從來沒有在家人

之間的相處中呈現，使得這種「可以給工作夥伴而不能給家人」的失望被喚起。
（資料來源：改寫自1林秋芬，宅在家引發「離婚潮」？疫情只是婚姻關係的照妖鏡，鳴人堂，2020/04/20。 

2陳逸婷，母親節的政治改革：無酬勞動與照顧貧窮化，苦勞網，2017/05/14。）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６章

第６回　社會中的勞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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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6-2 為何要保障市場勞動參與？（每題 10分，共 40分）

（　 ）1 我國西部許多沿海鄉鎮是養蚵的大本營，因此衍生了許多工作機會。有業者

貼出徵人剝蚵的告示，寫著「徵有緣人，剝蚵人才，早班、中班、晚班和假

日班，時薪 30 元」。下列哪位網友對此事件的評論較具保障市場勞動的觀

念？

A小浚：根據契約自由原則，時薪可自訂

B香香：就是緣分的問題，不滿意可不去

C小迪：身為國二生，我可以應徵假日班

D小美：時薪的約定也是要遵守基本工資

（　 ）2 某公司員工因在懷孕期間請產假，考績因此被評為丙等，她認為此一處分不

合法，反遭人資表示「去勞動局申訴、提告啊！」。該市勞動局對此進行調

查與審議後，認定該公司違法，依法開罰 2 萬元並限期改善。對此事件，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請產假是雇主才有的權利　B這與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

C開罰的單位屬於民意機關　D開罰的金額是 2 萬元罰金

（　 ）3 某公司員工發現，公司加班費未依法律規定給付，甚至規定遲到1分鐘就扣

100 元。儘管老闆出面澄清，加班費都有照規定給付，而會對員工遲到行為

作出懲處，是因為其出勤狀況不佳。不過，勞工局表示，遲到罰錢需按薪資

比例計算，否則即屬違法。勞工局所說的法律是哪部法律？

A憲法　B民法　C勞動基準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4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規定，受僱於 30 人以上公司，為養育不滿 3 歲的子女，可

向雇主要求每天減少工時 1 小時，或調整工時。但行政院統計，2019 年申請率僅  

2.7 ％。因此被形容為「放在天邊的法律」，而有此評論的原因可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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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根據上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北勞動雲」是地方政府所推出的服務

B僅新北市勞工可使用「新北勞動雲」服務

C政府會定期訪查人力銀行中受僱者的資料

D雇主須遵守「七不四要」原則，以防受騙

2「新北勞動雲」的出現能帶來什麼影響？試舉一例並簡單說明。

　　　　　　　　　　　  　　　　　　　　　　　　　　　　　　　　　　　　　　

　　　　　　　　　　　  　　　　　　　　　　　　　　　　　　　　　　　　　　

3「七不四要」原則是希望達到什麼目的？

　　　　　　　　　　　  　　　　　　　　　　　　　　　　　　　　　　　　　　

　　　　　　　　　　　  　　　　　　　　　　　　　　　　　　　　　　　　　　

新北市勞工局自105年起，推出「新北勞動雲」，包括違法雇主查詢、勞資調解
便利通、職訓補給站、資遣通報等多項線上申辦服務，轄內的勞工及事業單位皆可

透過手機與行動裝置瀏覽使用。

而如果暑假想打工，要留意可能的陷阱，才能避免上當受騙。曾有打工者透過

APP找工作，後來發現雇主打著名號找網路小編，卻是要找伴遊。因此，盡量還是
透過正規人力銀行平臺找工作較有保障，因為刊登在人力銀行的職缺，往來企業至

少有經濟部的公司營業登記，客服人員會定期訪查，並有投訴管道，工作有一定的

保障。此外，要謹記求職反詐騙的「七不四要」原則，所謂「七不」是不繳錢、不

購買、不辦卡、不隨意簽約、證件不離身、不飲用、不非法工作；至於「四要」是

指要蒐集應徵公司資料、要檢視應徵資訊真偽及徵才廣告、要告知面試地點、要注

意就業隱私權。

（資料來源：改寫自1黃村杉，新北勞動雲功能再+1 新增大量解僱線上通報服務，臺灣好新聞，2020/07/15。

2洪凱音，遇上怪叔叔 應徵網路小編變伴遊，中時新聞網，2020/07/13。）

三第 關 6-3 共創共好的社會（每題 10分，共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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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試題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單選題（每題 20分，共 60分）

（　 ）1 阿利安人以種姓制度統治印度，他們相信，每一階級只要履行在世的義務，

下輩子將輪迴到較高的等級。請問：古印度社會接受種姓制度的「誘因」為

何？ 

A正向誘因：貴族若為惡將會淪為奴隸

B正向誘因：奴隸可經由考試升為貴族

C負向誘因：祭司若未履行義務，會落到低等階級

D負向誘因：平民若履行義務，可以升至高等階級　

 （二下地理4-2、歷史1-3、公民2-1）

（　 ）2 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掌控印度的貿易；17世紀中期，法國加入競爭的

行列，但最後仍由英國控制印度。根據以上敘述，英國對印度的掌控，最符

合下列何種資源分配的方式？

A抽籤

B先占先贏

C輪流使用

D預約登記　  （歷史5-3、公民2-3）

（　 ）3 啟蒙運動時期，亞當斯密提出經濟理論，說明政府與經濟活動的觀點。下列

何種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態度，最符合亞當斯密的理論？ 

A疫情前口罩自由買賣

B疫情後限制口罩價格

C疫情後限制口罩數量

D疫情後限制口罩出口　 （歷史6-2、公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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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題組（每題 10分，共 40分）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我國過去曾經與中國一樣，擔任加工初級產品的分工角色，後來轉變的原因 

為何？　A石油危機帶來的改變　B受到中國的惡意削價競爭　C退出聯合

國後，被歐 美國家排擠　D薪資逐步成長後，產業隨之轉型 

 （一下地理4-1）

（　 ）2 各國政府要採取何種措施以避免疫情擴散，其涉及的概念，與下列何者

相同？　A看不見的手　B我思故我在　C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D一日之

所 需，百工斯為備　 （歷史6-2、公民1-2）

（　 ）3 針對荷蘭學生駕船橫越大西洋返回家鄉的行為，網友紛紛表示「某時期

再臨」，請問：某時期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宗教改革　B科學革命 

C啟蒙運動　D大航海時代　 （歷史5-1）

（　 ）4 部分美國民眾拒絕戴口罩的理由，與啟蒙運動哪位思想家的想法最有關？ 

A洛克　B盧梭　C伏爾泰　D孟德斯鳩　 （歷史6-2）

2019年底，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我國除祭出口罩實名制的政策，快速增加
生產線，以取代原本以中國生產為主的分工貿易體系，使口罩的供給從每週3片成長
至兩週10片；還發行振興三倍券，以線上及實體票券限期消費的方式，期望刺激消
費，振興經濟。

相較於我國的有效防疫，世界各國的情勢嚴峻許多，各國政府猶豫著該選擇防

止疫情擴散而封城，或者開放以挽救即將崩潰的經濟。各國紛紛下達交通限制禁

令，造成不少通商、返航的不便。一群荷蘭學生原定從古巴搭飛機回家，因遇到各

國飛航限制，最後在船員與教師的協助下，一同駕船從加勒比海啟航，橫越大西洋

返回家鄉。但民意與市場也帶來了許多紛擾，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因民眾搶購而有

商人哄抬口罩價格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有大量民眾拒絕戴口罩，而以網路輿論或遊

行的方式，抵抗政府的命令。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仍未平復，各國期待透過接種疫苗，吹響人類對抗病毒的

勝利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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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記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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