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羲礪

癰－

考生的整體表現良好。本卷總分43分，平均得分為26分。下列題目值得特別關
注。

第15題 物品X的生產成本下降，導致其價格和交易量分別改變了5%及10%。
下列哪項最能解釋上述的改變？

*A. 物品X是一種耐用品。
B. 物品X沒有接近的替代品。
C. 生產物品X的廠商有剩餘的產能。
D. 物品X的生產要素並不容易找到。

(37%) 
(20%) 
(32%) 
(11%) 

這道題目旨在測驗考生對影響需求和供應及兩者彈性的因素的認識。很多考生似
乎了解物品X的需求及／或供應屬高彈性，因為交易量改變的百分率大於價格改
變的百分率。不過，部分考生未能了解生產成本下降導致供應曲線向右移，故此
價格和交易量相應的改變是以在該條需求曲線上移動去表示 這反映了消
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反應·

第20題 下列哪些有關壟斷的陳述是正確的？

{1) 壟斷者訂立市場價格。
(2) 當沒有廠商可獲准進人該市場，便會出現自然壟斷。
(3) 壟斷者所提供的產品是有替代品的。

A. 只有(1)、(2)
*B. 只有(1)、(3)

C. 只有(2)、(3)
D. (1)、(2)及(3)

(42%) 
(26%) 
(11%) 
(21%) 

在這道有關壟斷的題目中，部分考生似乎不明白「自然壟斷」中壟斷權力源自該
廠商的成本優勢，而不是政府的管制。另有考生不清楚雖然壟斷者是它所生產物
品的唯－生產商，但它仍可能面對其他生產相似物品廠商的潛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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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題 細閱下圖 。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的轉變（％）

～ 

��

＼ 

＼ 

－ 

第34題 根據古典貨幣量理論， 當每年的貨幣供應以一固定的百分率增長時，
下列哪幅圖是正確的？

3.5 

3 A. (11%) B. (16%) 
2.5 物價水平 實質產出

2 

1.5 

1 

0.5 

。 。 。

年 年

C. 
通脹率 (39%) 

＊ D. 
(34%) 

通脹率

2014年10月 2015年I月 2015年4月 2015年7月

該圖顯示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 7月之間，

A.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正在下跌 。 (15%) 
B. 貨幣的購買力正在上升。 (23%) 
C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高於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25%) 

的增長率。
*D. 名義利率高於已實現的實質利率。 (37%) 

這道題目測驗考生從資料／圖表中找出與題目相關資訊以正確判別經濟現象的
能力。近半考生將通脹放緩（這裏的個案）和通縮混淆了，故此選了B或C作答。
要選出正確答案，考生須了解名義利率和實際（已實現）通脹率的差就是已實現
的實質利率。

第33題 在部分儲備銀行制度下，實際創造的存款經常低於最高可能創造的存
款。在下列哪種情況下，這兩個金額的差距會收窄？

A. 電子付費日益普及。
B. 中央銀行收緊對銀行按揭貸款的限制。
C. 中央銀行從公眾買人債券。
D. 中央銀行降低銀行的法定儲備比率。

這道試題未能有效測試考生的知識和理解，故此在是次考試中刪去。這道試題同
時測驗考生兩項知識： (i)創造實際存款金額及(ii)創造最大可能存款金額，以及
在不同個案中兩者關係的轉變。最大可能存款是在沒有現金流失和沒有超額銀行
儲備的假設下計算出來的 是一項「基準」 。 很多考生似乎了解貨幣供應的
擴張（選項C)或法定儲備比率下降（選項D)會令(i)和(ii)均上升，收緊貸款限
制（選項B)只會令(i)下降而不會影響(ii)。 按相同的邏輯，考生可能會得出以
下結論：人們持有較少現金作交易用途（選項A)只會令(i)上升而不會影響(ii)。
不過，這結論忽略了在計算「基準」時「現金流失為零」這假設，而且事實上銀
行裏儲備的金額可能會受公眾持有現金的金額影響。

這道題目透過圖表表達經濟數據，旨在測驗考生對古典貨幣量理論的認識。很多
考生能在上述個案應用貨幣量理論，推論貨幣供應不斷上升會導致物價水平不斷
上升，即通脹率是正數。不過，部分考生並不清楚在貨幣量理論下，物價水平應
該以固定速率上升，意思是隨時間改變通脹率應該是固定。部分考生可能誤將選
項C內Y軸的標示（ 「 通脹率 」 ）當成「物價水平 」

， 故此誤將向右上斜的直線當
成表達固定的通脹率。考生應該加倍注意，物價水平和通脹率（即隨時間改變物
價改變的百分率）這兩個概念的區別。

第38題 假設政府同時增加支出和入息稅， 兩者增加的金額相同。 這對總產出
的影響屬

A 收縮性。
B 中性。
C. 擴張性。
D. 未能確定。

這道題目未能有效分辨能力較弱和較佳的考生，故此在這次考試中刪去。這條題
目考核有關政府增加相同金額的支出和人息稅對總產出的綜合影響。考生可能忽
略稅項對總供應的可能影響，尤其是人息稅增加可能對勞工有抑制效應，令總供
應下降。綜合對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影響，對總產出的影響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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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甲鄗

颺鹽 蹩醴羲珮

1 一般 。 大部分考生能寫出機會成本的正確定義，但部分考生未能將
定義和指定個案連繫起來。很多考生誤將新型號手機轉售價值的轉
變當作貨幣成本的轉變，或混淆了這個案中已選擇的選項和被放棄
的選項 。 部分考生沒有留意到購買新型號手機涉及貨幣成本和非貨
幣成本，故此未有在這個案內運用全部成本的概念。

2(a) 優異。

2(b) 良好 。 部分考生忽略重要字眼「東主的角度 」，故其答案完全無關
題旨。小部分考生沒有清楚寫出某項論點屬優點或缺點，引致失分。

2(c) 令人滿意 。 大部分考生能對規模經濟提供合適的理由。小部分考生
只寫出 一 些術語（如：市場規模經濟）或片語（如：資源被充分利
用），卻沒有參考試題中的情況闡述，或答案沒有與平均成本下降
連上關係。

3 優異 。 小部分考生錯誤運用固定成本／可變成本／平均產出的概念
作答。

4 令人滿意。以下為常見的錯誤：
未能指出該界外影響屬正面或負面。
提出論點時卻沒有指明誰可獲益及誰要補償，論述欠明確 。

5 令人滿意 。 很多考生知道主要原因是投入價格調整不完全／緩慢。
不過 ， 部分考生在闡述其論點時未有將物價水平和產出水平連繫起
來：他們未有從 一 般物價水平的改變開始其論述，亦沒有在最後的
結論提及產出水平的改變。部分考生在他們的解釋 錯誤地運用術
語價格（而非價格水平）及交易量（而非總產出），這顯示他們混
淆了供需模型和總供需模型，或是他們沒有小心作答。

6(a) 良好 。部分考生錯誤把就業不足人口納人其計算內 。

6(b) 令人滿意。一項常犯的錯誤是將增加失業援助金 一—— 一 種轉移支
付 —-'il1'i=:U�®:tffii9c;: 。

6(c) 優異 。 少數考生沒有小心審題，答案中包含了「失業率下降」。

7(a) 令人滿意。很多考生正確地比較甲國的本地生產成本及貿易比率以
決定甲國所出口的貨品種類。 未能寫出正確答案的考生常犯的毛
病：

未能從所需投人的資料中正確計出機會成本。
錯誤地以投入所需的資源為依據，直接比較兩種物品的單位生
產成本。

7(b) 令人滿意 。 大部分考生能夠在這運輸成本大於零的個案中顎示對貿
易得益的認識。

颺鹽 螫膿羲珮

8(a) 優異。

8(b)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在他們的運算中正確利用新的法定儲備比率
(RRR)。 不過，部分考生只計出新的貨幣供應和貨幣基礎的水平，
沒有計算（與舊的水平相比）它們的改變。少數考生未能取得滿分，
因為他們沒有寫出步驟或遺漏了單位。較弱的考生未能應付在固定
儲備下法定儲備比率改變的個案 。

8(c)(i) 一 般。很多考生能顯示其對信貸創造的基本了解，但只有部分考生
能準確指出背後的假設 。 另有考生嘗試運用貨幣基礎和貨幣供應的
方程式（這可獲部分分數） ， 但只有很少考生能將兩者的 別和部
分儲備制度聯繫起來（即RRR<l)。

8(c)(ii) 令人滿意 。 很多考生能指出當RRR=l• 或當銀行不借出貸款而持有
全部存款作儲備時，則不能進行信貸創造。

9 良好 。 大部分考生正確地以需求曲線向左移顯示禁運的影響。部分
考生亦劃出拐折的供應曲線，顯示其對配額的清楚認識。不過，少
數考生誤把關鍵詞「廢除」當作「實施 」

， 故此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一些考生亦未有在需求和供應曲線的交點顯示均衡價格和數 。少
數考生誤用小型開放經濟模型去分析這屬大國的問題。

Z,鄧

鼴鹽 蹩膿表珮

lO(a) 良好。很多考生正確寫出該行業的市場結構。不過，一 些考生錯誤
地把焦點放在十大製造商（它們的市場佔有率其實不大）而以寡頭

壟斷作答 。 一 些答案中出現概念混淆的術語 ， 例如： 「monopoly
competition 」

、「 monopolistic」和「競爭性壟斷 」
。

lO(b) 良好 。 少數考生誤將陽光當作資本 。 一 些考生錯誤審題，解釋PV模
組生產要素投入的種類，或解釋了太陽能行業的 產類別 。

lO(c)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畫出有標示的圖，顯 關稅負擔的正確位置 。
不過，部分考生的文字解說顯示其對概念的理解模糊不清。 一 些考
生只指出彈性高需求作為條件，並沒有將需求和供應彈性的差別與
關稅負擔連繫起來 。 少數考生誤用了小型開放經濟的模式（雖然仍
可獲部分分數）。少數考生錯誤地討論消費者和生產者盈餘的分布。

ll(a) 欠佳。很多考生錯誤地將題目當成「該$45應否包括在GDP的計算
之內 」

一一—一 道在歷屆考試中經常考問的題目。部分考生過分着
重原料（藥物）的進口並得出一 個錯誤的結論： 「 少於$45」 。 在能

夠寫出正確立場的考生中，只有部分提供適切的解釋。

ll(b)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繪 一 幅有清楚標示的圖，以顯示超額需
求的個案，而且很多考生能標示出效率損失的位置。不過，只有－
些考生能準確地指出個案中欠缺效率是由於邊際得益＞邊際成
本。有少數考生用 一 幅邊際社會成本和邊際私人成本的圖顯示他們
的答案，這在現時的課程和評核架構裏並沒有要求，亦不適用於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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鬮鱸 薑．臺珮

ll(c)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以自己的文字解釋，但只有一 些考生運用「收
人均等化／機會均等化 」 的概念作答．

ll(d) 良好。很多考生能顯示他們了解費用增加對效率和公平的影響，部
分考生能解釋個案中效率與公平之間是此消彼長的。以下列出一些
考生的錯誤：
� 以為只須提供理由支持該論點．

誤將有關效率的陳述寫在公平的標題下，反之亦然。
未能以經濟術語解釋立場。

12(a) 欠佳。很多考生能指出澳門博彩業收人和本地生產總值的趨勢，但
未能將這些資料和博彩業相對的重要性連繫起來。在能正確寫出趨
勢的考生中，只有部分利用資料提供準確解釋。另外， 一 些考生提
出收益下降背後的原因，如迹客數目下降．

12(b) 優異。大部分考生輔以清楚標示的圖，有系統地解釋現金分享計劃
對物價和產出水平的影響。少數考生誤將轉移支付上升當作政府消
費支出上升或貨幣供應上升。另有考生的答案將可用收人和應課稅
收人混淆了。

12(c) 欠佳。大部分考生能夠以經濟術語寫出支持或反對該經濟學者的建
議，但只有部分能提供包含優點和缺點的全面分析。下列的問題須
注意：

僅寫出純粹支持或純粹反對該建議的論點。
未能比較投資的改變和相同金額的轉移支付的改變對總需求
的轉變幅度。
錯誤地將投資與較高的利得稅及現金轉移與較高的銷售稅連
繫起來，並提出這對澳門政府財政狀況的影響．

13(a) 優異。只有少數考生錯誤地將有效率地運用資本物品和節省訓練成
本當作勞工生產力更高的理由。

鱸
－

的

·

13

 

薑璽豪礪

一般。大部分考生嘗試指出兩個提案的影響，但只有部分考生在這
個案中顯示他們正確應用經濟概念和理論的能力。以下列出在兩部
分均出現的錯誤，值得注意 。

－ 比較興建和不興建額外跑道的影響，而不是比較兩個為額外跑
道融資提案的影響。

－ 錯誤將試題理解為「提案A如何影響經常帳」及 「 提案B如何
影響平均飛行距離」 。

－ 答案組織紊亂 ，沒有清楚標示他們的論點屬哪項提案 。

醞：

考生在提案A的表現一般 。 大部分考生僅指出人息稅增加會降低可
用收人和消費，而表現較佳的考生能將消費下降連繫到產出下降及
造口下降，最終影響經常帳 。
在提案B• 很多考生不了解旅遊業的支出／收益會計人服務的造口
／出口，而使用機場成本上升會對外國遊客和本地飛往別國的旅客
均帶來負面影響。部分考生沒有清楚說明他們在討論人境或是出境
的遊客，答案欠清晰。

也導：

考生在提案A的表現一般。部分考生顯示他們在不熟悉的情境中應
用概念和理論的能力。 另有考生只寫出立場（增加／減少／不變）
而沒有提出合理的理由。

考生在提案B的表現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應用需求定律推論出
平均飛行距離會上升。雖然很多考生能運用相對價格的概念，但當
中只有部分考生能寫出完滿和前後 一 致的解釋。常見錯誤如下：

－ 未能以文字或數式寫出兩種不同距離和收費的機票均收取相
同的定額稅。

－ 指出長程機票的相對價格會變得較短程機票為低 。

－ 未能了解長途機票的相對價格下降會令離境遊客買這種機票
的比例上升（相對短途機票），這並不 一 定引致長途機票的總
數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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鼴鹽 這颺百分率

14(a)(i)(ii) 53% 

14(b)(i)(ii) 

14(c) 

14(d)(i)(ii) 

15(a) 47% 

15(b) 

15(C)(i)(ii)(iii) 

15(d) 

15(e)(i)(ii) 

鹽鼴轰環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夠正確標示產量和價格，並解
釋為什麼壟斷者定價會出現效率損失。少數考生沒
有按規定使用符號心』支Pm

在(i)部考生的表現優異 ， 但是在(ii)部的表現－
般。部分考生誤將邊際成本曲線向上移當作邊際成
本下降。在能夠畫出正確邊際成本曲線的考生中，
部分考生未能為效率損失的增加提供合適的解釋。

良好。大部分考生在這有關價格分歧的題目中表現
不俗。能力較弱的考生只背誦價格分歧的定義，卻
沒有寫出與題目中個案的關係，或是僅指出這個案
是三級價格分歧的例子 。

令人滿意。在(i)部 ，大部分考生能判別反競爭行
為的種類，並正確地寫出它屬橫向協議或是違反了
第一行為守則。 在(ii)部， 部分考生沒有提供需求
／供應改變背後的原因 。

令人滿意。不過，部分考生的答案欠完整，例如：
「資源是異質的」或「產品是異質的」 。

優異。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夠標示恥的正確位置 。
但只有部分考生確知甲國的進口量和出口量，是以
它分別就物品Y和物品X的生產點和消費點之間
的差距顯示出來 。

良好。很多考生能適當解釋為何貿易方向不變。小
部分考生沒有寫出他們的立場。

令人滿意 。 在(i)部，大部分考生能清楚解釋人才
流失如何可能透過不同的渠道減慢經濟增長 。
在(ii)部，部分考生誤解了關鍵字詞「人才流失 」

和「根據全球化的概念」 ， 故答案無關題旨。 考生
須解釋他們的政策提案如何透過與世界其他地方
互動，以抵銷勞工生產力或人力資本的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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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及建議

1. 部分考生未能透徹了解基本經濟概念和原理， 尤其是應用在虛構或實際生
活問題上 。 考生須提升其分析能力，而非只生吞活剝地默寫出概念和理論 。

2. 部分考生有時未能細心審題 。 考生須特別注意題目所述的一些假設和條件，
以免答非所問。

3. 部分考生未能精確地答題。 考生須加強其語文及繪圖能力。

4. 部分考生沒有關心現今社會的經濟議題 。 考生須多留意經濟新聞。

5. 部分考生未能從圖表獲取資訊 ，亦未能繪畫標示清楚的圖表 。 考生應特別
注意標題 、 標記和圖表的軸，因為它們對了解圖表所載的資料至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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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