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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每題 1 分(1~10 是非題，是 O，非 X) 【共計 10 分】 

1. 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旅行業是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旅客安排

旅程、食宿、領隊等相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利事業。 

2. 導遊跟著旅行團隊，安排住宿、交通、餐飲及旅遊的專員。 

3. 領隊及導遊考試及格後，還需經交通部觀光局訓練合格才可取得執業證。 

4. 普通成人護照有效期限為 5 年。 

5. 截至 105 年 6 月，大陸客來臺自由行已開放 60 個城市。 

6. 公平雇用婦女及少數民族，包含管理階層，並禁用童工」，是屬於環保旅館/綠色餐飲範圍。 

7. 台灣星級評鑑期之旅館，「建築設備」與「服務品質」兩項總分達 800 分以上者 核給五星級。 

8. 服務中心的工作包括機場接送、大廳接待、拿行李、寄送包裹、叫計程車等工作。 

9. 一般旅館主管單位是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10. 特色民宿之經營規模是指民宿之經營規模，以客房數 15 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 

 

 二、選擇題，(單選題)每題2分，請選一個最合適的答案【共計40分】 

1. 2016年我國的觀光政策以： 

(A) 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就是現在 (B)Taiwan-the Heart of Asia 亞洲精華，心動台灣  

(C)旅行臺灣‧感動100    (D)多元開放，佈局全球  

(E)You can do it   為行銷主軸 

2. 兼具自然環境、動植物保育及遊憩發展的觀光活動為   

(A)文化觀光  (B)生態觀光  (C)產業觀光  (D)會議觀光  (E)醫療觀光 

3. 義大醫院與天悅大飯店及義大皇家飯店結合適合作為發展的觀光活動為   

(A)生態觀光  (B)會議觀光  (C)產業觀光  (D)文化觀光  (E)醫療觀光 

4. 新加坡的最有名的夜巡野生動物園為  

(A)生態觀光  (B)市區觀光  (C)夜間觀光  (D)郊區觀光  (E)都會觀光 

5. 美國拉斯維加斯近年除了發展博弈產業外，亦發展   

(A)自助旅遊  (B)團體旅遊  (C)特殊興趣之遊程 

(D)會議遊程  (E)社會觀光     吸引人潮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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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灣旅行業分類，何者業務範圍最大且人數最多？ 

(A)甲  (B)乙  (C)綜合  (D)丙  (E)丁 種 

7. 政府鼓勵餐旅業歡迎回教徒來台灣，輔導業者取得 

(A)回教  (B)伊斯蘭教 (C)慕斯林 (D)清真  (E)印度教   餐飲認證 

8. 經理(代碼 1)、領班(代碼 2)、服務生(代碼 3)、副理(代碼 4)、主任(代碼 5)，由上而下職責大

小為  

(A)12345 (B)14523  (C)15423  (D)41523 

9. 將餐廳的目標市場、概念、設計、服務水準、菜單、食物品質、用餐氣氛、裝潢規格化的經

營管理營態為   

(A)主題餐廳 (B)獨立餐廳 (C)特色餐廳 (D)餐桌服勤 (E)連鎖餐廳 經營 

10. 服務員推薦各種飲料及招牌菜，或請客人直接從菜單上選擇，稱之 

(A)建議性銷售 (B)強迫性銷售 (C)選擇性銷售 (D)必需性銷售 (E)非必需性銷售 

11. 餐具管理、洗滌、保養維護及換發為 

(A)廚房  (B)飲務組 (C)餐務組 (D)訂席組 (E)採購部  工作 

12. 是餐廳與顧客接觸的第一線，負責引導客人入座，又稱微笑接待員  

(A)外場服務人員   (B)領檯  (C)經理  (D)調酒員  (E)主任 

13. 運用在非常正式的餐廳，精緻菜單及高雅的服務，並在客人坐位旁的推車桌面完成食物準

備，稱之  

(A)美式  (B)俄式  (C)中式  (D)法式  (E)日式  服務 

14. 分時度假方式，是「玩到哪，住到哪」的產品  

(A)常住型飯店 (B)複合式飯店  (C)假期所有權 (D)賭場飯店 (E)休閒度假飯店 

15. 何者不是綠色餐飲或環保旅館須考慮的因素  

(A)節能省電  (B)資源回收  (C)在地食材或建材 (D)價廉物美 (E)廢棄物減量  

16. 訂房作業流程：a 接到訂房要求   b 確認房價並收集訂房相關資料   c 告知訂房代號 

d 查看是否有空房並報價，何者正確： 

(A) abcd  (B) adbc  (C) abdc  (D) acbd  (E) badc  

17. 商務中心的工作不包括 

(A)保管貴重物品   (B)提供商務事項服務  (C)提供辦公設備出租服務 

(D)傳真服務    (E)安排秘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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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房務部不包括： 

(A)客房  (B)洗衣房  (C)健身房  (D)公共區域  (E)服務中心 

19. 在半夜負責櫃台帳目的核對、登錄等人員，為 

(A)值班經理 (B)訂房人員  (C)禮賓接待  (D)出納   (E)夜間稽核員 

20. 客人訂房時為了確保有房間住，會採取先預付第一個晚上的房價，稱為 

(A)確認訂房 (B)保證訂房  (C)超額訂房  (D)預先訂房  (E)預約訂房 

 

三、選擇題，(複選題)每題2.5分，請將適當的答案依照英文字母前後次序填入答案格中【共計25分】 

1. 何者是旅行業特性?  

(A)供給彈性大 (B)商品有形 (C)可儲存  (D)市場競爭大 (E)員工訓練需求高 

2. 出入國境旅遊之觀光客一定必須具備   

(A)護照   (B)簽證  (C)預防接種證明 (D)身分證  (E)健保卡 

3. 何者是旅行業的業務範圍？  

(A)代辦觀光旅遊    (B)遊程安排設計     (C)安排交通工具  

(D)代辦證照機票    (E)代辦身分證 

4.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教授們決定到日本飯店考察，由觀光系教授負責安排行程、餐飲、旅館，

及考察地點，交給旅行社包辦，可稱之為： 

(A)現成遊程  (B)固定遊程 (C)訂製遊程  (D)特定遊程  (E)以上皆是 

5. 商業型餐飲包括： 

(A)運輸業餐飲    (B)機關團體膳食    

(C)工廠及公司附設員工伙食 (D)速食及外賣店 (E)以上皆是 

6. 旅館行政部門包括： 

(A)餐飲部 (B)客務部  (C)行銷業務部 (D)人資部  (E)房務部 

7. 餐廳工作的先天條件為： 

(A)工作經驗 (B)身高體重  (C)專業知識  (D)專業技術  (E)性別年齡 

8. 永續飯店住宿經營包括： 

(A)一次性耗材 (B)節能照明設備 (C)有機食材 (D)省電裝置  (E)在地建築材料   

9. 下列何者是屬於客務部組織?  

(A)商務中心  (B)總機   (C)訂房組   (D)洗衣房  (E)公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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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旅館收費除了房租外，還包含早餐在內的計價方式有： 

(A)歐式  (B)美式  (C)修正美式  (D)大陸式  (E)百慕達式   計價 

 

四、計算題，每題2分【共計10分】 

1. 某餐廳 10 月收入 200 萬，來客數 2000 人，平均每人消費額？ 

2. 某餐廳 11 月收入 200 萬，食物成本 50 萬，食物成本率？ 

3. 義大皇家酒店共 600 間房間，6 月 5 日賣出 300 間，其住房率？ 

4. 義大皇家大酒店有 500 間房間且定價 2000 元，每晚平均售出客房數 250 間，且房價為 1000 元，

其產能為？   

5. 房務員 8 小時可整理 10 間房間，300 間房間，須有多少房務員打掃？ 

 

五、簡答題(共計15分) 

1. 請說明綠色餐廳認證標準。(5 分) 

2. 請說明觀光產業對經濟的影響。(5 分) 

3. 請說明觀光餐旅事業間的交互關係。(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