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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錢包付款背後的經濟學

卷二  
甲部

1. 以下是某銀行系統的資產負債表。
資產（百萬元） 負債（百萬元）

儲備 600 存款 2000
貸款 1400

 假設超額儲備比率是200百萬元現金，而公眾持有 100 
百萬元現金。

（a） 求法定儲備比率，列示你的計算。              （2分）

（b） 某電子錢包積極與更多商戶合作，使公眾不再持有
現金。另一方面，全部銀行亦借出所有超額儲備。
計算貨幣基礎及貨幣供應的最大可能值。列示你的
計算。                                                            （6分）

2. 某電子錢包用戶以電子錢包掃描甲商戶內的指定的小程
式碼，便可領到電子現金券，在甲商戶內消費時，可享
價格折扣。

小明：「即使有更多價格折扣，我也只會花四分之一的
月薪於甲商戶。」

小欣：「即使有更多價格折扣，我花在甲商戶的支出卻
上升了。」

（a） 指出及解釋小明對甲商戶的價格需求彈性。  （2分）

（b） 以一圖輔助，解釋在什麼情況下小欣的說法是正確
的。                                                                     （5分）

乙部

1. 某經濟的電子錢包用戶以電子錢包掃描合作商戶內的指定
的小程式碼，便可領到電子現金券，在店內消費時，可享
價格折扣。該電子錢包現積極與更多商戶合作並提供更多
價格優惠。同時，電子錢包的合作商戶卻因上述優惠而出
現排隊的情況。

（a） 解釋上述優惠是否必然使消費者購物的機會成本下
降。                                                                （3分）

（b） 以一總供需圖輔助，解釋上述優惠對某經濟的產出
和物價水平的短期影響。                                   （8分）

（c） 毋 須 運 用 圖 表 ， 解 釋 以 政 策 是 否 可 以 減 低 上 述 優
惠對某經濟產出的影響。

（i） 降低法定儲備比率                                 （4分）

（ii） 向某經濟的市民每人派發4000元         （4分）

卷一   
選擇每題中的最佳答案

1. 參考下圖。

 以下哪一項能解釋貨幣總需求由D1 移至 D2?

（1） 名義利率上升
（2） 更多商店接受電子錢包付款
（3） 國民收入下跌
（4） 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購買債券

A.  只有（1）及（2） B.  只有（2）及（3）
C.  只有（3）及（4） D.  只有（2）及（4）

2. 在交易時使用電子錢包付款，買家可即時由銀行戶口轉
帳金額至電子錢包，再從電子錢包支付金額至賣家的銀
行戶口或電子錢包。假設某電子錢包積極提供優惠，更
多商戶接受以電子錢包來付款。

下列那一項是以上改變對貨幣供應定義一（M1）及定義
二（M2）的即時影響？

A. M1及M2均會增加
B. M1會減少而M2會增加
C. M1會減少而M2會維持不變
D. M1及M2均會減少

3. 下列哪些是實證性陳述?

（1） 電子錢包的普及會使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升。
（2） 政府應向電子錢包提供津貼以刺激香港經濟。
（3） 電子錢包的普及會使失業率上升。
（4） 政府應規管電子錢包以確保電子交易的安全。

A.  只有（1）及（2） B.  只有（1）及（3）
C.  只有（2）及（3） D.  只有（1）、（2）及（3）

名義利率

0

D1

貨幣量

D2

新聞

WE CHAT PAY 有優惠
WE CHAT PAY 用戶以電子錢包掃瞄合作商戶內的指定的小程式碼，便可領到電子現金券，在店內消費時，可享優惠
折扣。該電子錢包現積極與更多商戶合作並提供更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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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behind E-wallet

學習重點 Learning Points：

貨幣需求
Money Demand

貨幣供應
Money Supply

實證性和規範性陳述
Positive and Normative 

Statements

信貸創造/收縮和銀行乘數
Credit Creation / Contraction and the 

Banking Multiplier
需求價格彈性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總需求

Aggregate Demand
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Paper 2
Section A
1. The following is the balance sheet of a banking system.

Assets （$million） Liabilities （$million）
Reserves 600 Deposit 2000

Loan 1400

 Suppose the legal reserve ratio is 20% and the public holds $100 
million in cash.

（a） Calculate the require reserves ratio of the banking system. 
Show your workings.                                                         （2 marks）

（b） Suppose the public no longer holds cash since more 
cooperation of the digital wallet and shops. On the other 
hand, all banks lend out all excess reserves. Calculate the 
maximum possible amount of money base and money 
supply. Show your workings.                                       （6 marks）

2. A digital wallet user can receive e-cash coupons by scanning the 
designated small code in Shop A, and enjoy the price discounts 
when consuming in Shop A.
"Even with more price discounts, I will only spend a quarter of 
my monthly salary in Shop A." Said Ming
"Even with more price discounts, my spending in Shop A has 
risen." Said Yan

（a） Indicate and explain MING's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Shop A.                                                                                        （2 marks）

（b） With the aid of a diagram, explain under what condition 
Yan is correct.                                                                          （5 marks）

Section B
1. A digital wallet user in an economy can use the digital wallet to 

scan the designated small code in the partner's shops to receive 
the e-cash coupons, which can be discounted. The digital wallet 
is now actively working with more shops and offering more 
price discounts. In such a case, queues are found in those digital 
wallet partners'  shops.

（a） Explain whether the above offers will necessarily reduc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consumers' shopping.                 （3marks）

（b） With the aid of an aggregate-demand-aggregate-supply 
diagram, explain the short run effects of the above offers on 
output and the price level of the economy.               （8 marks）

（c） WITHOUT using a diagram, explain whether the following 
policies can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above offers on an 
economic output.

（i） An downward adjustment of required reserve ratio. 

 （4 marks）

（ii） Providing $4000 to each resident of an economy.

（4 marks）

Paper 1
Choose the BEST answer for each question
1. Refer to the below diagra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explain the shift of the total demand 
for money curve from D1 to D2?

（1） a rise in the interest rate.
（2） more shops accepting the electronic payment method.
（3） a fall in the national income.
（4） an open market purchase of bonds by the central bank

A.  （1）and（2）only B.  （2）and（3）only
C.  （3）and（4）only D.  （2）and（4）only

2. In using the digital wallet to settle a payment in exchange, an 
amount of money is immediately transferred from the buyer's bank 
account to the digital wallet,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seller's 
bank account. In response to an increase in discount of using digital 
wallet, more shops are accepting payment by digital walle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the above 
change on the money supply M1 and M2?

A. Both M1 and M2 will increase.
B. M1 will increase and M2 will decrease.
C. M1 will increase and M2 will remain unchanged.
D. Both M1 and M2 will decrease.

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positive statements?

（1） Popularization of the digital wallet will cause an increase in 
GDP.

（2）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he digital wallet to stimulate 
economy.

（3） Popularization of the digital wallet will increase the 
unemployment rate.

（4）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 digital walle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trade.

A.  （1）and（2） only B.  （1）and（3）only
C.  （2）and（3） only D.  （1）,（2）and（3）only

Interest Rate

0

D1

Quantity of 
Money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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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經濟封面故事】P.2-3
非 洲 豬 瘟 肆 虐 新 鮮 豬 肉 價 格 卻 不
跌反升？

1. 實行非價格競爭 / 確保市場規模 （任何
其他合理答案）

2. 引申需求 / 對將來價格的預期 / 消費者的
數量 / 收入

1. Implement non-price competition / Ensure 
its market size （Any other reasonable 
answers）

2. Derived demand / Expectation of future price 
/ Number of consumers / Income

 【經濟專題2】P.4
為何罷工常見於航空業？

1. 以空服員的角度，空服員會更有誘因提供
更佳服務以獲得更多獎金，公司利潤提升
會令自己有可能獲取更高收入。
以航空公司的角度，空服員會更有誘因提
供更佳服務，從而令監察空服員工作表現
的成本下降。

2. 對消費者來說，中華航空的航班屬長榮
航空航班的代替品。
長榮航空罷工令中華航空的航班需求增
加。
價格上升，交易量上升。
結果，總收入會增加。

 【經濟專題3】P.5
「816全民撳錢日」對存款收縮有
多大影響？ 

1. 當貼現率下降時，借貸成本下降，銀行會
向中央銀行增加借貸，並借出款項。貨幣
供應增加，市場名義利率下降。投資誘因
或私人消費支出上升，總需求增加，導致
實質產出增加。

2. 當中央銀行印發更多鈔票時，貨幣供應由
上升，名義利率下降。

1. When the discount rate decreases, the cost 
of borrowing money decrease, banks borrow 
more from the central bank to make more 
loans. Therefore, money supply increases and 
the market nominal interest rate falls. 
Thus, investment incentiv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crease, aggregate demand 
increase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real output.

2. When the central bank prints more money, the 
money supply increases and nominal interest 
rates decrease.

 【Feature】P.6 
Why are strikes common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

1. From the viewpoint of flight attendants, they 
have a higher incentive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hey can have a higher bonues if companies 
earn mo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irline companies, the 
flight attendants have a higher incentive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he cost of monitoring 
workers' performance will be lower.

2. To the consumers, the fligh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China Airlines and Eva Air are substitutes.
The strike of Eva Air will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flights provided by China Airlines.
Price will increase. Quantity transacted will 
increase.
As a result, the total revenue will increase.

【校園經濟學】P.7
套用經濟學理論參選學生會

1. 假設學生會幹事會的成員太多，架構會變
得複雜，這可能會拖延決策，阻礙溝通和
削弱幹事門之間的協調，平均生產成本因
而上升。

2. 以物易物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難以符合雙
向需求偶合，「願望板」能提供資訊以
減低買賣雙方的搜尋成本，以增加交易
量。

 【試題練習】P.8-9
電子錢包付款背後的經濟學

卷一

1.B 2. C 3. B

卷二
甲部

1.(a) 法定儲備比率=（600百萬元 – 200百
萬元） / 2000百萬元（1分）
= 20%（1分）

b) 存 款 = （ 6 0 0 百 萬 元 + 1 0 0 百 萬 元 ） x
（1/0.2）（2分）
= 3500百萬元（1分）
公眾持有現金=0（1分）
貨幣供應 = 市民手持現金 + 存款
= 3500百萬元（1分）
貨幣基礎 = 市民手持現金 + 儲備
= 700百萬元（1分）

2.(a) 由於價格下降，小明花於甲商戶的支
出不變（1分）

小明對甲商戶的需求彈性為單一彈性 
（1分）

(b) 文字解說：
若小欣對甲商戶的需求屬高彈性，價
格下降的百分率會低於需求量上升的
百分率，故此總支出會上升（3分）

在圖中顯示：
得益和損失的正確位置（1分）
得益 > 損失（1分）

乙部

1.(a) 不是（1分）
若然價格優惠(金錢成本)的價值低於
排隊所放棄的價值(隱含成本)，機會
成本會上升（2分）

(b) 文字解說：
優惠減少交易性貨幣需求，令利率下
降，投資支出上升，總需求會上升，
而 物 價 水 平 和 產 出 水 平 均 會 上 升 。
（5分）
在圖中顯示：
AD向右移
物價水平上升
產出水平上升

1.(c)(i) 可以（1分）
提 高 法 定 儲 備 比 率 會 減 少 貨 幣 供
應，令利率上升，總需求下降，產
出及物價水平均下降（3分）

(ii) 不可以（1分）
市民收入會上升，令消費上升，總
需求上升，產出及物價水平均上升
（3分）

The Economics behind E-wallet

Paper 1

1. B 2. C 3. B

Paper 2
SECTION A

1.(a) Require reserve ratio = （600 million – 200 
million) / 2000 million（1 mark）
= 20%（1 mark）

P2

單位價格

0 數量
D1

D2

P1

S

Q1 Q2

P2

Price

0 Quantity
D1

D2

P1

S

Q1 Q2

P2

單位價格

0 數量

D

P1

Q1 Q2

損失

得益

P2

物價水平

0 總產出
AD1

AD2

P1

SRAS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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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2. Journal 

Promotion and Sponsorship Expenses 
5 Oct 2019 Dr Cr

Promotion and 
Sponsorship Expenses 30,000

Purchases （Withdrew 
Goods for Sponsorship ） 30,000

 【企會財專題2】P.20-21
超市能否透過CRM作絕地反擊？

1. 顧客關係管理(CRM)是企業運用顧客資
訊，提供優越價值使顧客感到滿意，從
而與顧客建立及維持關係，並從中獲利
的一個系統過程。

顧客關係管理對一家超市非常重要的原
因是：

 當超市對顧客的認識愈深，愈能提供更
佳服務。

 超市能夠以更低成本服務現有顧客。
 超市保留現有顧客較吸引新顧客更為容易。
 超市能夠透過加強顧客關係管理，增加

交叉銷售機會。

2. 顧客關係管理有助超市提升現有顧客銷
售的原因包括：

 超市透過顧客關係管理能更了解現有顧
客的需要和要求，從而提供更佳的市場
營銷策略。

 超市可藉顧客關係管理增有現有顧客的
忠誠度，促使他們再次光顧。

 超市在運用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後，顧
客的滿足感能大為提昇，增加交叉銷售
的機會。

 【企會財專題3】P.19
日清食品對健康環保的追求

1. 產品線延伸策略：
向下延伸：公司推出新產品以進入低檔
產品市場。
向上延伸：公司推出新產品以進入高檔
產品市場。

2. 產品策略：
麵食種類：例如提供不同類型的麵食，油
炸即食麵及非油炸即食麵。
麵食的質素：例如減少鹽份，提升麵食的
健康元素。
麵食的包裝：例如減少塑膠包裝，達到環
保的效果。

 
 【生活中的財報】P.14-15
高息股代表有投資潛力嗎

1. 長線投資，因為股東除了股票帳面的收
益外，還有持續和穩定的現金收入。
重 視 股 東 利 益 ,  企 業 有 盈 餘 時 與 股 東 分
享，證明企業重視股東的回報。

2. 現金短缺，因為企業必須準備一筆資金
來周轉。
影響企業發展，因為企業的利潤不能再
投資。

 【企會財封面故事】P.22-23
從NIKE發跡史看企業家精神

1. 企業家精神很重要是因為企業家會在社
區帶來競爭，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務給顧
客，商品和服務會更高質素，或更低成
本，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更能滿足顧
客的需要。
而企業家會常會將創新概念轉化為產品及
服務，那是成為成功的企業要素之一。

2. 日記分錄

推廣及贊助費用
2019 年 10 月 5 日 借方 貸方

推廣及贊助費用 30,000
購貨（提取貨物為贊助） 30,000

1. Entrepreneurship is important as entrepreneurs 
will bring more competition to the society by 
providing more goods and service with better 
quality and/or lower cost.  Customers can have 
more choice and better satisfaction.

 Also, entrepreneurs turn innovative ideas in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which is a key factor for a 
business to be successful.

b) Deposit=（600 million +100 million）x
（1/0.2）（2 marks）
= 3500million（1 mark）
Cash in publichand=0（1 mark）
Money supply=Cash in public hand+ 
Deposit=3500 million（1 mark）
Money base=Cash in public hand + 
Reserve=700 million（1 mark）

2.(a) The expenditure of Ming is unchanged 
when the price decrease（1 mark）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of Ming for 
Shop A is unitary elastic（1 mark）

(b) Verbal elaboration：
If the demand for Shop A is elastic, the 
percentage decrease in price will be greater 
than the percentage increase in quantity 
demanded. As a result, the expenditure 
will increase.（3 marks）
Indicate on the diagram：
correct position of gain and loss（1 mark）
gain > loss（1 mark）

SECION B

1.(a) No（1 mark）
If the value of the discount（Monetary 
cost)）is lower than the value forgone 
from the queue（explicit cost）, the 
opportunity cost will increase.（2 marks）

(b) Verbal elaboration：
The offers reduce the transaction demand 
for money（Mt）,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interest rate and increase in investment 
expenditure. The aggregate demand will 
increase, and so will the price level and 
output level.（5 marks）
Indicate on the diagram：
AD shift to the right（1 mark）
price level up（1 mark）
output level up（1 mark）

1.(c)(i) Yes（1 mark）
An downward adjustment of required reserve 
ratio reduce the money supply,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 and decrease in 
aggregate demand, and so will the price level 
and output level.（3 marks）

1.(c)(i) No（1 mark）
Income increase will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aggregate demand, and so will the 
price level and output level.（3 marks）

 【環宇經濟學】P.10
亞馬遜森林大火 天災定人禍？

1. 巴西大豆的需求增加（代替品）
需求增加的幅度大於供應增加的幅度
P ↑, Q↑
總開支↑

2. 不同意
更清晰界定的私有產權會增加開墾森林的
邊際（私人）成本。
當開墾森林邊際（私人）利益高於已增加
的邊際（私人）成本，開墾森林（焚燒樹
木）仍然存在，可是數目會大大減低。

1. Increase in demand of soy in Brazil 
(substitute)
Increase in demand in greater than 
the increase in supply
P ↑, Q↑
Total Expenditure

2. Disagree
The clearer deline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 will increase of the marginal (private) cost 
of ploughing of the forest
When the marginal (private) benefit of 
ploughing the forest is greater than the 
increased marginal (private) cost, the 
ploughing (or the burning) of the forest will still 
occur, but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P2

Price

0 Quantity

D

P1

Q1 Q2

Loss

Gain

P2

Price

0 aggregate 
output

AD1
AD2

P1

SRAS

Y1 Y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