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轉學生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系所別 
[二年級]*丙組(*觀光系、*餐旅系、*廚藝系)群組
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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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使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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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是非題，每題 1 分【共計 10 分】 

(1)  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是指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 及人員(person)。 

(2)  廚房內師徒制的教學是一種工作場內訓練(on-site-training)。 

(3)  定價策略中的低價策略又稱為市場吸脂定價法。 

(4)  導遊人員 (Tour Guide)，係指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5)  我國旅館星級評鑑第一階段為服務品質評鑑，第二階段為建築設備評鑑。 

(6)  亞洲著名的博弈娛樂業國家包含澳門、韓國與新加坡等。 

(7)  專營國民旅遊業務的旅行社，稱為「Domestic Travel Agent」。 

(8)  專門接待來台旅客旅遊為其業務主軸，此為目前國內乙種旅行社的主要業務。 

(9)  旅館的客房部門通常包含了客務、房務、業務、訂房與洗衣房等單位。 

(10) 旅館的歐式計價 (European plan, EP)，係指房租內包含早餐。 

 

 二、選擇題(單選題) 每題1分，請選一個最合適的答案【共計10分】 

(1) 「標準作業程序」之英文縮寫為 

     (A)P.O.S.      (B)S.O.P.      (C)S.O.S.     (D)S.Q.C.V.。 

(2)  台灣開放大陸來台觀光是自何年開始 

     (A)2011年     (B)2005年      (C)2000年     (D)2008年 

(3)  下列何者非連鎖餐飲經營原則的3S   

 (A)專業化     (B)標準化     (C)簡單化    (D)客製化 

(4)  餐飲業的生產與消費；銷售與服務往往是同時進行的，代表餐飲業的哪一個特性 

     (A) 不可分割性   (B) 不可儲存性  (C)異質性  (D)易逝性 

(5)  旅館業者申請與參加星級評鑑的認證，主要能夠補強服務業的哪一個特性  

     (A)易逝性     (B)異質性    (C)無形性   (D)不可分割性 

(6)  下列何者非旅館可能採用業務外包型態的部門或單位 

    (A)餐務      (B)精品店      (C)洗衣房     (D)公共清潔 

(7)  速食業者為簡化服務流程，加速服務速度，多採用何種服務方式  

    (A)table service    (B)counter service  (C)buffet service (D)butler service 

(8)  下列何者為餐飲業的可控制成本？  

    (A)利息支出   (B)食材成本   (C)房租   (D)固定工資 

(9)  旅館專業用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OOO-故障房  (B)DND-請勿打擾  (C)GTD-保證訂房 (D)GIT-保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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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兩間毗鄰的獨立客房，但其中間有門相連的房型稱為 

     (A)連通房（Connecting Room）  (B)向內的客房（Inside Room）    

     (C)鄰接房（Adjoining Room）   (D)邊間房（Corner Room） 

   

三、選擇題(單選題) 每題 2 分，請選一個最合適的答案【共計 20 分】 

(1) 關於服務業的特性，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A)服務是無法儲存的     (B)服務業的勞務產品具有時效性   

(C)消費者需求具有不穩定性、不確定性 (D)航空公司未能銷售的機位需加以儲存。 

(2) 清潔衛生為餐飲業最基本的要素，為了加強餐飲衛生安全，應建立以下何種制度作為加強控管  

(A) Rotation Training      (B)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C)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D) Point of Sale System。 

(3) 下列何者為餐飲業的主要成本 

   (A)薪資成本與費用成本    (B)物料成本與薪資成本  

    (C)物料成本與費用成本    (D)費用成本與固定成本。 

(4) 為保持菜餚質量之穩定，我們通常將製作程序予以書面化，指的是使用下列哪一項標準化作業 

    (A)標準採購 ( standard purchasing )  (B)標準得利 ( standard yield )  

    (C)標準食譜 ( standard recipe )   (D)標準份量 ( standard portion )。 

(5) 休閒活動可謂是現代人的主要觀光活動方式之一。休閒一詞，英語謂之  

(A) Leisure     (B) Loisure     (C) Laisure     (D) Luisure。 

(6) 國內外企業，如保險業、直銷業，以旅遊方式激勵員工或回饋其經銷商、消費者，此旅遊方式稱為  

    (A)Promotional Tour (B)Incentive Tour  (C) Optional Tour  (D)Package Tour。 

(7) 業主將旅館的經營管理權依合約規定交給旅館連鎖公司負責的經營模式稱為 

    (A)收購    (B)租賃連鎖   (C)委託經營管理  (D)特許加盟 

(8)  由主廚選擇少量、多樣的菜色搭配適合各道菜的葡萄酒所組成的菜單稱為 

    (A)單點菜單(Á  la carte menu)   (B)組合菜單(Table d'hôte) 

    (C)固定菜單(Prix fixe menu)    (D)試菜菜單(The Menu Dégustation) 

(9) 下列哪一種餐廳規劃，適用於較大規模連鎖餐飲在食材品質一致性與標準化的管理  

    (A) Central kitchen  (B) Butcher station  (C) POS system  (D) ERP system 。 

(10) 下列何者為觀光所帶來的雙重性問題 (Social Dualism)  

    (A)地方文化遭受竄改與破壞，無法保留原貌  

    (B)餐旅活動在地方衍生出妨礙當地善良風俗的行為  

    (C)土地開發作為觀光用途，難以再做其他用途  

    (D)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交流，所帶來適應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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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充題，每格3分【共計30分】 

(1) 請列舉三種非商業型的餐飲類型。 

(2) 請列舉三種都會常見的旅館類型。 

(3) 麥當勞所提出的餐飲業S.Q.C.V.理念分別代表了哪四個字(可以中文作答)。 

 

五、問答題  (共計 30 分) 

(1) 台灣觀光旅館可再分為國際觀光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請試說明此兩種旅館的差異 (10 分)。 

(2) 請分別說明發展博弈觀光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與負面衝擊 (10 分)。 

(3) 餐飲產業之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在近年受到更多社會的關注 

   與期望，請就餐飲產業的產品、人力資源、社會與環境等層面，說明餐飲業應如何投入與執行 

   企業社會責任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