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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外交領事人員類科各語組 

科    目：國際經濟 

甲、申論題部分：（75 分） 

一、假設世界上只有甲、乙兩國，下表為兩國資本與勞動的要素稟賦： 

 國家 

要素稟賦 甲 乙 

勞動力 450 200 

資本存量 150 100 

 

如果 A 財為資本密集財，B 財為勞動密集財，請根據上表回答下列問題：（25 分） 

根據 Heckscher-Ohlin 理論，兩國進行貿易後，甲、乙兩國應該分別出口何種財貨？ 

如果已知乙國比甲國富有，甲、乙兩國應該分別出口何種財貨？ 

如果已知乙國經濟體比甲國大非常多，甲、乙兩國應該分別出口何種財貨？ 

如果已知乙國沒有最低工資限制與限制使用童工，則甲、乙兩國應該分別出口何種財貨？ 

相對於甲國而言，如果乙國的男生比女生多，則甲、乙兩國應該分別出口何種財貨？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間偏難 

《破題關鍵》 

Heckscher-Ohlin 的貿易定理是建立在一些嚴格的假設，一旦模型的基本假設改變後，則必頇

修正其結論。 

【擬答】 

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一國將出口密集使用該國生產資源相對豐富的產品， 進口密集

使用該國生產要素相對匱乏的產品。  

依題意甲國資本相對豐富度=150/450=1/3 <乙國資本相對豐富度=100/200=1/2， 

又 A產品為資本密集財，B產品為勞動密集財，因此甲國出口 B產品，乙國出口 A產

品。 

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二國間具有相似偏好，需求函數為齊序的（Identical and 

Homothetic），二國間對於二財的相對消費比例，不會受到所得的影響。因此貿易型態依

然如(1)小題 甲國出口 B產品，乙國出口 A產品。反之不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可能

發生需求逆轉，需求型態的差異可能會抵銷資源秉賦對於貿易型態的影響，使貿易型態顛

倒方向。 

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兩國部分專業分工表明即使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兩國也要繼

續生產兩種商品，這一假設也表明兩國都不是“很小”的國家。但是如果是大國(乙國)與小

國(甲國)的貿易，因為乙國因規模報酬遞增可能發生產業內貿易。亦即甲國淨出口 B產

品，乙國同時出口 A與 B產品。 

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二國要素是同質的，但是如果可以使用工資低廉的童工，而以

勞動替代資本，可能發生要素密集逆轉，亦即 A產品在乙國因為工資較低而使用勞動密

集，而在甲國由於工資較高，會使用資本密集。因此使貿易型態如與(1)小題顛倒方向。 

在 H-O Model 的假設下，是二國二共同要素，但是如果勞動區分為男生(白領階級)與女生

(粉領階級)的特定要素，由於乙國男生特定要素多於甲國，依特定要素模型，由於乙國出

口男生密集產品，由於甲國出口女生密集產品。 

 

二、最近美國為了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以及美國公民，遂關閉中國在美國休士頓的總領事館一

事引起國際輿論沸騰。智慧財產權問題也是造成貿易不公平競爭之非關稅壁壘之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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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在關於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訂定了「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TRIPS）。 

由於 TRIPS 僅是以若干國際間既有的智慧財產權條約為基礎，規定一個最低之保護標準，各

國仍可以訂立較高的保護，但前提必頇符合 TRIPS 中揭示的兩項重要的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

基本原則，請問是那兩項基本原則？同時分別說明這兩項原則之意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間偏難 

《破題關鍵》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是包括在一般所稱 WTO協定之內，如同 WTO允許各

國獨立關稅，商品貿易必頇遵循基本原則，同樣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亦必頇遵循相同的

基本原則。 

【擬答】 

世界貿易組織的 TRIPS 協議(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明確規範智慧財產權的法律框

架，要求成員國對智慧財產權給予保護。惟 TRIPS 生效以來可能阻礙經濟弱勢之開發中國家

享受科技提升的利益，亦會加劇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貧富差距，因此將協定最大特色

則是設定了智慧財產權最低保障水準，惟在標準以上，會員得自由採行更嚴格之保護措

施。 但前提必頇符合 TRIPS 中揭示的兩項重要的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基本原則如下: 

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即對於其他會員體國民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得低於本國

人所得享有之保護。 

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原則，即一會員體給予任一其他會員體人民之任

何關於智慧財產保護方面之利益、優惠、特權或豁免權，應立即且無條件地給予所有其他

會員體人民。 

以上原則可以合稱為無歧視原則，惟 TRIPS 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但由於知識產權與與公共

利益具有更緊密的聯係，故 TRIPS 增添保護公共利益原則，可視為無歧視原則例外。 

所謂保護公共利益 “原則”指出：各成員在制定或修改其法律和規章的過程中，可採取必要措

施保護公共健康和營養，促進對其社會經濟及技術發展具有極其重要性之部門的公共利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B4%B8%E6%98%93%E7%BB%84%E7%BB%87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407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407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407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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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因有嚴重的經常帳赤字問題，遂發起貿易戰。請問一國有嚴重的經常帳赤字，是否一定

會伴隨國際收支赤字？請說明你的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簡單 

《破題關鍵》 

國際收支失衡指私人自主性交易的不平衡。設不考慮統計誤差與遺漏時，一國國際收支餘額

的定義有 

最狹義國際收支餘額＝貿易帳餘額 

狹義國際收支餘額＝經常帳餘額＝對外財富凈增加 

廣義國際收支餘額＝經常帳餘額＋資本帳餘額＋金融帳餘額 

【擬答】 

經常帳的定義是：一國的商品勞務淨出口、投資所得，經常單邊移轉，其中主要是反映貿

易往來，也常常以經常帳的盈餘/赤字作為分析該國貿易情況的依據。這是美國因有嚴重的

經常帳赤字問題，遂發起貿易戰的原因。 

但是國際收支餘額(BOP)包含經常帳(CA)、金融帳(FA)與資本帳(KA)綜合餘額。 

其中金融帳反映金融資產投資，包括外人直接投資，外人證券投資及其他投資。金融帳的

順差有時就稱之為「淨資本流入」，逆差則是「淨資本流出」。 

資本帳主要是反映資產移轉、非生產性非金融性資產（如專利權、商譽）取得與處分。 

 結論 

經常帳赤字只是國際收支赤字可能原因，但是不一定會伴隨國際收支赤字:例如當一國經常

帳(CA)赤字，同時金融與資本帳(FA&KA)盈餘，如果金融與資本帳盈餘大於經常帳赤字，

此時國際收支(BOP) 盈餘。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貿易條件是指下列何者？ 

出口品價格  進口品價格 

本國貨幣計算的外國物價水準 一單位的出口品可以換回來的進口品數量 

  若 A 國的勞工生產一磅乳酪需要 1 小時，生產一加侖酒需要 2 小時；而 B 國勞工生產

一磅乳酪需要 3 小時，生產一加侖酒需要 4 小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國生產乳酪的機會成本為 2   B 國生產乳酪具有絕對利益 

 A 國出口乳酪而 B 國出口酒  A 國出口酒而 B 國出口乳酪 

  兩國在那一方面的差異是 Heckscher-Ohlin 模型中兩國貿易的基礎？ 

偏好 經濟規模 生產因素相對量 因素生產力 

  在一個標準化的兩國兩財兩要素模型中，若其他條件不變，勞動密集財的價格上漲將不會

造成下列何者？ 

勞動相對價格（工資相對於利率比率）提高 

勞動的實質收入提高 

資本的實質報酬提高 

各部門使用的資本勞動比率提高 

  大國課徵關稅會導致下列何者？ 

不改變經濟福利 增加經濟福利 

減少經濟福利  可能不改變、增加、或減少經濟福利 

  假設國內為了生產甲商品需要進口 A 和 B 兩種原料，兩者的成本分別占甲商品價格的

40%和 50%。若甲商品的進口關稅稅率為 30%，A 和 B 兩種原料的進口關稅稅率分別為

40%和 20%，則國產的甲商品之有效關稅稅率應該是多少？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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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數量增加造成個別廠商平均成本降低的現象稱之為： 

內部規模經濟 外部規模經濟 偏向成長 中性成長 

  假定某國只有三種國際貿易商品，進口值分別為 250、500 與 250，出口值分別為 150、

100 與 750。試問該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index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IT）是多少？ 

 0.45   0.5   0.55   0.6 

  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之特性包括：①會員國間可自由貿易 ②對非會員國設定一致

地的貿易障礙 ③生產因素可以在會員國之間自由移動，下列何者正確？ 

僅②及③正確 僅①及②正確 僅①及③正確 ①②③均正確 

  維繫多邊體制最重要的精神也是促進貿易自由化最有效的工具為下列何者？ 

最惠國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 

關稅原則  互惠原則 

  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是基於WTO 架構下一個非強制

性的協定，關於這個協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是政府採購協定的簽署國 

政府採購協定是一種複邊協定 

現行的政府採購協定是在 1996 年生效 

政府採購協定規定，公共工程達一定金額者必頇向所有 WTO 的會員國開放競標 

  下列何者並非減少貿易赤字的方式？ 

通貨緊縮 貨幣貶值 外匯管制 國內景氣好轉 

  利息和股息會出現在國際收支帳下的那個帳戶？ 

經常帳 資本帳 金融帳 官方準備帳 

  在國際收支呈現盈餘時，倘若央行想要阻止本國貨幣升值，又不想改變國內的貨幣供給數

量，則可以考慮採取下列何種政策組合？ 

拋售外國貨幣同時賣出政府公債 拋售外國貨幣同時買進政府公債 

買進外國貨幣同時賣出政府公債 買進外國貨幣同時買進政府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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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採取聯繫匯率制度？ 

澳門 新加坡 香港 韓國 

  假設歐元兌新臺幣 90 天期之即期匯率為 40，且新臺幣與歐元 90 天期的利率分別為 1%和

2%。若拋補的利率平價說（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成立，則歐元兌新臺幣 90 天期之

遠期匯率為多少？ 

 38.8   39.6   40.4   41.2 

  國際金融理論中的不可能三頭馬車（impossible trinity）理論，是指下列那三個目標不可能

同時達成？ 

匯率安定，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自由移動 

匯率安定，利率固定及資本自由移動 

匯率浮動，利率浮動及資本管制 

匯率浮動，貨幣政策自主性及資本自由移動 

  根據 IS-LM-BP 模型，一個小國採浮動匯率制度，若資本完全不移動，則下列何者正確？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皆無效 貨幣政策有效，財政政策無效 

貨幣政策無效，財政政策有效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皆有效 

  若央行調降存款準備率 1 碼，這意味著利率降低了多少？ 

 0.1%   0.25%   0.5%   1% 

  規定加入歐元區國家的原則包括財政赤字小於 GDP 的 3%，公債餘額低於 GDP 的 60%之

條約是下列何者？ 

里斯本條約 馬斯垂克條約 阿姆斯特丹條約 羅馬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