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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發展觀光條例，有關「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央主管機關劃定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 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 

2 新竹縣某家木造三層樓之民宿，其每層應至少配置滅火器多少具以上？ 
 1 具  2 具  3 具  4 具 

3 為保存、維護及解說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人員，稱之為： 
 導遊人員 特約導遊人員 專業導遊人員 專業導覽人員 

4 依法令規定，利用住宅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旅客鄉野生活
之住宿場所稱為： 
休閒農場 民宿 青年旅舍 國民旅舍 

5 依發展觀光條例規定，非旅行業者不得經營旅行業務，但代售日常生活所需那種事業客票不在此限？ 
航空運輸 陸上運輸 海上運輸 渡輪運輸 

6 「發展觀光條例」第 36 條規定，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理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對水
域遊憩活動區域採取下列那一項作為？ 
建議 輔導 撤銷 公告禁止 

7 政府為加強旅遊安全及旅客權益之保障，已修法強制要求觀光旅館業、旅館業、旅行業、觀光遊樂業及
民宿經營者，應依規定投保下列何項保險？ 
旅行平安保險 醫療保險 責任保險 人壽保險 

8 如果您已取得導遊人員執業資格，正尋找執業工作，下列何者是不可行的選擇？ 
到綜合旅行社去擔任導遊 做一位特約導遊 
到乙種旅行社去擔任導遊 到甲種旅行社去擔任導遊 

9 依發展觀光條例規定，提供旅客住宿服務之經營者有那些型態？ 
旅館業、觀光旅館業、國民旅舍經營者 旅館業、觀光旅館業、民宿經營者 
旅館業、國民旅舍及民宿經營者 觀光旅館業、國民旅舍及民宿經營者 

10 經許可籌設之旅行業，如有正當理由，得申請幾次展延辦妥公司登記，並申請註冊？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11 申請旅行業註冊時，應向下列何單位申請？ 
交通部觀光局 直轄市、縣市政府 當地旅行商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商業司 

12 旅客參團在旅遊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導致受傷時，最多可獲得醫療費用新臺幣 3 萬元，此乃屬於下列何
種保險？ 
履約保險 旅行平安保險 責任保險 公共意外保險 

13 依據旅行業管理規則，綜合旅行業之資本額不得少於新臺幣多少元？ 
 1 千 8 百萬元  2 千萬元  2 千 3 百萬元  2 千 5 百萬元 

14 旅行業職員有異動時，應於多久內將異動表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0 日  15 日  20 日  1 個月 

15 依旅行業管理規則之規定，旅行業之職員名冊，應與下列何種資料相符？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名冊 勞工保險投保名冊 公司薪資發放名冊 員工加班費發放名冊 

16 旅行業辦理旅遊時，於旅遊途中未注意旅客安全之維護，依發展觀光條例規定的處罰，下列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17 有關旅行業申請名稱之相關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旅行業受廢止執照處分後，其公司名稱於 6 年內不得為旅行業申請使用 
申請籌設之旅行業名稱，不得與他旅行業名稱之發音相同 
旅行業申請變更名稱時，得與他旅行業名稱之發音相同 
旅行業名稱之變更，應向當地政府觀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18 旅行業經核准註冊，應於領取旅行業執照多久時間內開始營業？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19 旅行業解散者，應於辦妥公司解散登記後幾日內，拆除市招，並繳回旅行業執照？ 
 10 日  15 日  20 日  25 日 

20 下列何者並非是申請籌設旅行業之必要文件？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經理人名冊 
經營計畫書  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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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旅行業申請停業期間，最長不得超過幾個月？ 
六個月 八個月 十個月 十二個月 

22 整備現有套裝旅遊線為優先執行的工作，恆春半島旅遊線由那一單位主政推動？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23 觀光資源之經營管理因行政體制隸屬而有不同，下列何者錯誤？ 
國家公園屬於交通部轄管 國家森林遊樂區屬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轄管 
國家農場屬於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轄管 國家風景特定區屬於交通部轄管 

24 觀光客倍增計畫之國際觀光宣傳推廣手法，是採何種管理？ 
品質管理 作業管理 目標管理 自主管理 

25 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實施考核競賽，連續一定期間考核成績為特優等之觀光遊樂業，得於高速公路上設
置指示標誌。其一定期間指：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26 「觀光遊樂業」是指經觀光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樂設施之營利事業，依規定業者應將下列何項政府
核發之文件懸掛於入口明顯處所？ 
營利事業登記證 觀光遊樂業專用標識 服務標章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7 位在中興新村的臺灣文獻館，典藏豐富的臺灣歷史及民俗文物且開放遊客免費參觀，該館係屬中央何部
會轄管？ 
教育部 內政部 交通部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8 參加導遊人員職前訓練之人員，於受訓期間缺課逾規定之節次者，應如何處理？ 
請假 補課 退訓 記曠課 

29 參加導遊人員職前訓練之人員，於報名繳費後，因重病無法報到接受訓練者，其所繳費用應如何處理？ 
得申請退還三分之二 得申請退還四分之三 得申請退還五分之四 得申請全額退還 

30 關於華語導遊人員之敘述，下列那一項錯誤？ 
再參加外語導遊人員考試及格者，免參加職前訓練 得執行接待大陸旅客 
得執行接待香港、澳門旅客 得執行接待新加坡旅客 

31 下列關於護照姓名之規定，何者有誤？ 
中文姓名以一個為限  外文姓名以一個為限 
中文別名以一個為限  外文別名除另有規定外，以一個為限 

32 護照遺失補發之效期，依護照條例施行細則規定以幾年為限？ 
 2 年  3 年  6 年  10 年 

33 下列那一類旅客可以免填「入境登記表」，即可查驗通關入境？ 
外國人 大陸地區人民 港澳居民 臺灣地區有戶籍國民 

34 主管機關得強制收容外國人之情形，下列何者不符合？ 
受驅逐出國處分尚未辦妥出國手續者 非法入國或逾期停留、居留者 
受外國政府通緝者  遺失護照未及時申請補發 

35 關於旅客隨身行李物品驗放方式，何者有誤？ 
以在入境之航空站當場驗放為原則  
難於當場辦理驗放手續者，得由海關加鎖 
寄存於海關倉庫，並由海關掣給收據 
由旅客本人或其授權代理人辦理完稅提領或退運手續 

36 下列有關產品入境之規定，何者錯誤？ 
中國大陸生產之金華火腿或烤鴨等畜禽肉類，禁止輸入 
運輸工具上提供之肉製品禁止攜入 
來自中國大陸之豬肉乾，禁止輸入 
運輸工具上提供之罐頭水果，禁止輸入 

37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規定簽證之停留期限，如何計算？ 
自入境當日起算 自入境之翌日起算 自簽證核發之當日起算 自簽證核發之翌日起算 

38 下列有關我國國民在國際機場銀行分行結匯之規定中，何者為錯誤？ 
每筆結匯限等值美金 1 萬元 須出示護照 
免填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不必申報國別及結匯性質 

39 指定銀行於輔導申報人申報外匯收支或交易時，下列何者係屬錯誤之輔導？ 
因申報人不識字而代為填寫申報書 
因申報人申報之結匯性質，與其結匯金額顯有違常，要求申報人應據實申報 
因申報書之金額及結匯性質填寫錯誤，要求申報人於更改處簽名或蓋章 
要求申報人於申報書之地址欄位填寫戶籍所在地址 

40 您向外匯銀行買 1 美元所付新臺幣與賣 1 美元所收到新臺幣何者較多？ 
買 1 美元所付新臺幣較多 賣 1 美元所收到新臺幣較多 
兩者一樣多  不一定 

41 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其效力如何？ 
具有實質證據力   
推定為真正 
主管機關有反證事實證明其為不實者，亦不得推翻驗證結果 
既無形式證據力，亦無實質證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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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中，明定我方聯繫主體為： 

各級法院  法務部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43 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經許可在臺長期居留者，居留期間可否工作？ 
得在臺工作，不須申請許可 得向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申請許可後，受僱在臺工作 
得向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申請許可後，受僱在臺工作 不能在臺工作 

44 張大豐為臺灣地區人民，其兄張大富為大陸地區人民，張大豐生前留有遺囑，僅將其財產二分之一遺留
給張大富，張大豐死後遺產總額新臺幣 500 萬元，應如何分配？ 
張大富得 500 萬元  張大富僅可得 200 萬元，餘歸屬國庫 
張大富得 250 萬元，餘歸屬國庫 全部歸屬國庫 

45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護照者，除經
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量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
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利，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
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有何規定？ 
一併喪失或免除  視情況而定 
返回臺灣時仍須負擔，在大陸時就不需要 不因而喪失或免除 

46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的規定，主管機關實施那三件事，應經立法院決議？ 
直接通商、直接通航及直接通郵 
直接通航、直接通郵及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 
直接通商、直接通水及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 
直接通商、直接通航及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 

47 下列何者授權制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憲法本文 行政院組織法 總統府組織法 憲法增修條文 

48 臺灣地區直轄市長，進入大陸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與那一部
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外交部 交通部 國防部 法務部 

49 臺灣地區企業到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應向那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財政部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經濟部 

50 一般國人進入大陸地區，主管機關得要求下列何者辦理出境申報程序？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旅行相關業者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相關旅行公會 

51 最新修正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對於臺灣地區一般人民進入大陸地區，改採： 
許可制 應經審查會審查程序 事後報備制 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52 政府現階段負責統籌協調大陸政策的機關為何？ 
行政院對大陸事務辦公室 國家安全會議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53 國人依規定保證大陸地區人民入境者，於被保證人屆期不離境時，負有下列何種責任？ 
負擔因強制出境所支出之費用  
協助有關機關將其查獲到案 
保證人員有刑事責任 
負擔因強制出境所支出之費用，並負擔對政府之損害賠償責任 

54 有關刊登大陸配偶婚姻仲介廣告的規範為何？ 
得自由為之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不得為之  限於登記有案之婚姻仲介所方得為之 

55 交通部觀光局接獲大陸地區人民擅自脫團之通報者，應告知接待之旅行業或導遊轉知其同團成員，接受
治安機關實施必要之何種程序？ 
重新核發許可證 查核有無犯罪紀錄 清查詢問 收容管制 

56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旅行業代申請，檢附相關文件送請下
列何團體轉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可？ 
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臺灣觀光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中華救助總會 

57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若因病住院延期出境，應由接待旅行社向何機關代為申請？ 
交通部觀光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旅行業所在地之警察機關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58 赴香港留學之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以組團方式辦理   
以組團方式辦理者，得自行申請 
以組團方式辦理者，每團人數限 15 人以上 40 人以下 
以組團方式辦理者，得分批入出境 

59 導遊人員於接待大陸地區旅客，因故須變更行程，但因地處偏遠致無法即時向交通部觀光局通報時，應
如何處理？ 
沒關係，只要沒被發現就好 等找到傳真機再作通報即可 
回到住宿飯店時再作通報 打電話回旅行社代為立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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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規定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須由經核准之旅行業代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
可，並由誰擔任保證人？ 
負責接待之導遊人員 大陸地區帶團領隊人員 該團擔任司機人員 旅行業負責人 

61 香港或澳門居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遺產之限額為新臺幣： 
 200 萬元  300 萬元  400 萬元 無限額 

62 我國政府對於港澳事務的主管機關是： 
外交部 內政部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63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香港事務局處理臺灣地區與香港往來有關事務時，其涉及外
國人民或政府者，主管機關應洽商那一個機關的意見？ 
僑務委員會 外交部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64 香港居民或法人在臺灣地區投資應依下列何規定辦理？ 
適用外國人投資及結匯規定 
逕依港澳居民或法人之特別規定 
原則依外國人投資規定，但例外依大陸地區人民法人之規定 
準用外國人投資及結匯規定 

65 港澳居民來臺短期停留，可不可以辦理結匯？ 
不可以  可以，每人每筆結匯金額最高為新臺幣 10 萬元 
可以，每人每筆結匯金額最高為 5 萬美元 可以，每人每筆結匯金額最高為 10 萬美元 

66 香港居民在香港某公司臺灣分公司工作，所領得之薪資是否應繳稅？ 
既非臺灣地區人民，即無繳稅義務 係為香港公司工作，並無繳稅義務 
所得來源地區是臺灣，仍應依我國法律繳稅 依臺港兩地政府協議處理 

67 香港、澳門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就我國目前法律規定，港澳兩地居民的身分應如何界定？ 
港澳居民 中華民國國民 大陸居民 華僑 

68 於中華民國登記之民用航空器，在何種條件下，得飛航臺港或臺澳？ 
經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同意者 經向我主管機關登記 
依臺港、臺澳交換航權規定 經交通部許可 

69 有關目前兩岸貿易往來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臺灣對大陸迄今仍維持出超 直接貿易大於間接貿易 
臺中港為兩岸三通唯一指定貿易港區 台商赴大陸投資項目集中於觀光旅遊業 

70 下列何者為傳統安全觀與新國家安全觀的主要差別？ 
新國家安全觀只強調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傳統安全觀則否 
傳統安全觀認為國家的軍事安全與經濟安全並重 
新國家安全觀早在美蘇冷戰時期就已受到國家的重視 
傳統安全觀重視國家安全，新國家安全觀則重視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面向 

71 中共以何種意識形態的訴求，來主張其對臺灣地區的統治正當性？ 
民生主義，力主三通，加強兩岸經貿交流的緊密度 
民權主義，歡迎臺灣政界領袖到北京擔任中央級領導幹部 
民族主義，凝聚兩岸同胞血濃於水的共識，強調中國統一的歷史責任 
主張權為民所用，利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的新三民主義 

72 在經過多次修憲之後，一般通說認為我國中央政府體制屬於什麼體制？ 
內閣制 雙首長制 總統制 院長制 

73 臺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主因是來自於： 
美國與日本圍堵中共，使得臺灣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歐盟勢力的擴張，全球焦點轉為關注歐洲的發展，亞洲四小龍已不被重視 
中共以大國外交手段，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並邊緣化臺灣 
美國在國際上的運作，迫使臺灣接受軍購 

74 關於「東協加三高峰會」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臺灣尚未獲准參加  美國為此會議主要發起國之一 
中國大陸尚未獲准參加  印度、澳洲、紐西蘭為成員 

75 中共目前將臺灣與大陸的分裂關係定位為： 
宗主國與藩屬關係  國共內戰的延伸關係 
政府與叛軍關係  臺灣資產階級與大陸無產階級的對立關係 

76 當前臺灣國土發展的宏觀目標與理念為何？ 
全面開發 農工並重 都市建設 永續發展 

77 行政院新聞局派駐在香港的機構名稱是： 
臺灣觀光協會 臺北觀光協會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中華旅行社 

78 中國大陸習稱的「扎啤」是指： 
罐裝啤酒 瓶裝啤酒 淡啤酒 生啤酒 

79 港澳機組員申辦入境臨時停留，自入境之翌日起，不得超過幾天？ 
 2 天  3 天  5 天  7 天 

80 中國大陸習稱之「U 盤」，在臺灣稱之為： 
雷射唱盤 不明飛行物 隨身碟 雷射隨身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