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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非屬觀光主管機關劃定之風景區或遊樂區，其所設有關觀光之經營機構的輔

導權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其上級機關輔導即可 
應由上級機關協同當地地方政府輔導 
應委由觀光主管機關辦理轄內觀光業務之經營 
均應接受觀光主管機關之輔導 

2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為加強國際宣傳，便利國際觀光旅客，中央主管機關得與外國觀光機構或授

權觀光機構與外國觀光機構簽訂觀光合作協定，以加強區域性國際觀光合作，並與各該區域內之國

家或地區，交換業務經營技術。下列簽訂之觀光合作協定，何者不合規定？ 
由交通部與馬來西亞觀光局簽訂觀光合作協定 
交通部授權專業人士與日本觀光振興公社簽訂觀光合作協定 
交通部授權臺灣觀光協會與韓國觀光公社簽訂觀光合作協定 
交通部授權交通部觀光局與大陸國家旅遊局簽訂觀光合作協定 

3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

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下列何種人員？ 
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 專業導覽人員 專業解說人員 

4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列觀光遊憩區何者屬觀光主管機關管轄？ 
縣（市）級風景特定區 森林遊樂區 
國家農場  國家公園 

5 依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規定，國際觀光旅館客房有 750 間，應設置 12 人座升降機不得少於多少

座？ 
 10  9  8  7 

6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觀光旅館等級的區分標準？ 
建築與設備標準 經營管理方式 服務方式 座落區位 

7 下列那一種民宿申請登記之條件與民宿管理辦法規定不符？ 
由住宅之實際使用人自行經營 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位於偏遠地區內  設於地下樓層 

8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民宿管理辦法係由何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發布？ 
地方觀光主管機關 交通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營建署 

9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辦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簽定： 
旅遊備忘錄 代收轉付憑證 旅遊契約書 旅遊紀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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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有關旅行業資本總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綜合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 2,600 萬元 甲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 800 萬元 
甲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 700 萬元 乙種旅行業不得少於新臺幣 300 萬元 

11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經營綜合旅行業，應繳納保證金新臺幣多少元？ 
 6,000 萬  3,000 萬  1,000 萬  600 萬 

12 依導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導遊人員於遊覽車運送旅客前應查核的事項？ 
查核行車執照、駕駛執照 查核車輛保險資料 
查核駕駛人違規及肇事紀錄 查核駕駛人精神狀態 

13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經理人訓練之受訓人員訓練期滿，經核定成績及格者，於繳納證書

費後，由何者發給結業證書？ 
旅行業經理人訓練之辦理團體 交通部觀光局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14 某甲欲申請經營旅行業務，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須成立公司，下列那個公司名稱符合規定？ 
○○國際旅遊公司  ○○旅運社股份公司 
○○國際運通公司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5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綜合旅行業及甲種旅行業為方便旅客代辦出入國手續，指定專人送件之專

任送件人員識別證應向那一機關請領？ 
內政部移民署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交通部觀光局 各縣市政府警察局 

16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已取得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資格之乙種旅行業每增設分公司

一家，應增加履約保證保險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50 萬  100 萬  150 萬  200 萬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9 條規定，交通部觀光局得公告之事項？ 
旅遊糾紛  保證金被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扣押或執行者 
受停業處分或廢止旅行業執照者 經票據交換所公告為拒絕往來戶者 

18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經申請核准籌設後，應先辦理下列何種必要程序？ 
準備註冊申請書  招募經理人及員工 
於期限內依法辦妥公司設立登記 設置辦公室辦理營業登記 

19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申請設立分公司，應於許可後，最遲多久以內依法辦妥分公司登記？ 
 15 日內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20 為推動陸客來臺觀光團體優質化，依交通部觀光局發布施行之「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

旅遊團優質行程作業要點」中，有關住宿安排之規定，須全程夜數至少多少比例以上應住宿於經交

通部觀光局評定之星級旅館？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21 下列何者屬於教育部主管之大學實驗林，並具森林遊樂性質之遊憩區？ 
觀霧林場 東眼山林場 池南林場 惠蓀林場 

22 梨山賓館已於民國 101 年 11 月重新營運，依觀光法令規定，負責管理該賓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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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部觀光局為方便國內外旅客取得星級旅館及優質民宿的相關資訊，建構下列何項資訊網提供查

詢？ 

住宿網 旅宿網 旅客網 旅服網 

24 交通部觀光局為提升臺灣旅館設施水準與整體服務品質，並與國際接軌，於民國那一年開始訂定發

布星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25 依據民國 104 年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業務年報記載，國際旅客來臺目的最大宗為下列何者？ 

業務 觀光 求學 探親 

26 某導遊人員於執業期間，以不正當手段收取旅客財物，依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規定，應受何種處

分？ 

新臺幣 3,000 元罰鍰 新臺幣 6,000 元罰鍰 新臺幣 9,000 元罰鍰 新臺幣 15,000 元罰鍰 

27 導遊之旅遊行程手冊記載晚上住宿某國際觀光旅館，下列何項是該旅館之專用標識？ 

     

 

 

 

 

28 依民宿管理辦法規定，在政府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可申請經營

那一種民宿，其客房數最多可達 15 間之規模？ 

優質民宿 好客民宿 綠色民宿 特色民宿 

29 導遊人員執行接待來臺旅客業務，下列那些行為違反導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①發現旅客損壞觀光

設施而未予勸止 ②運送旅客前未查核遊覽車駕駛人精神狀態 ③未佩掛導遊執業證 ④遇主管機

關檢查未依要求提供全團旅客名單 

①②③④  僅①③④ 僅②③④ 僅①②④ 

30 經國家考試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及訓練合格，再參加外語導遊人員考試及格者，其執業前依規定是否

要再參加訓練？ 

需再參加職前訓練  僅需參加職前訓練二分之一節次 

僅需參加職前訓練三分之一節次 免再參加職前訓練 

31 甲男計畫於大學畢業時，出國遊學 2 個月，返國後馬上入營服役，其申請護照之費額為新臺幣多少

元？ 

 900  1,200  1,400  1,600 

32 外國人來臺觀光期間，從事與申請目的不符之工作或活動者，將受到何種處分？ 

強制驅逐出國 補辦工作許可 移送法辦 罰鍰 

33 役男申請赴國外觀光、遊學，經核准出境者，每次在國外停留期間不得逾幾個月？ 

 2  3  4  6 

34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應於何時查驗接受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之辨識？ 

每次入國（境）  每次入出國（境） 

初次入國（境）  持用新領之護照入出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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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國人經何機關通知限制出國，內政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財稅機關 衛生機關 交通機關 警察機關 

36 下列那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我國國民免簽證入境待遇停留期間最長？ 
澳門 美國 韓國 加拿大 

37 下列何者非 MMR 混合疫苗預防疾病範圍？ 
麻疹 百日咳 腮腺炎 德國麻疹 

38 我國國民未滿 20 歲，向銀行辦理結匯的相關規定為： 
不得辦理結匯 
可自行辦理結匯，結匯金額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等值外幣時，不須法定代理人簽署「外匯收支或交

易申報書」 
可辦理結匯，但每筆結匯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等值外幣 
可自行辦理結匯，但每筆結匯金額，限未達新臺幣 50 萬元等值外幣 

39 大陸地區觀光客入境臺灣後，持人民幣現鈔欲兌換為新臺幣，下列何者錯誤？ 
親自前往外匯指定銀行或外幣收兌處兌換 
提供入出境許可證件影本委託領隊代向銀行辦理 
提供臺灣地區相關居留證件影本委託旅行社代向銀行辦理 
直接向臺灣領隊兌換新臺幣 

40 下列那一項外匯業務與購買外幣現鈔有關？ 
出口外匯 進口外匯 匯出入匯款 外幣貸款 

41 臺灣地區王先生經申請後僱用了一位大陸地區人民，他應該向何機關所設立之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 
外交部 國防部 勞動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42 臺灣地區人民小王在大陸地區取得了戶籍，以下何種權利或義務不會因此免除？ 
納稅 選舉 罷免 擔任公職 

43 大陸地區人民甲經許可來臺從事個人旅遊，由於旅費不足，甲至臺灣地區人民乙開設的餐館受僱打

工，如經警方查獲，請問甲和乙各會面臨何種處置？ 
甲將被內政部移民署強制出境，乙將被移送司法機關科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甲將被移送至司法機關科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乙將被課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甲將被課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乙將被課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甲將被內政部移民署強制出境，乙將被移送司法機關科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44 大陸地區人民甲為臺灣地區人民乙之配偶，乙申請甲來臺，甲已取得長期居留，乙不幸病故後，留

有一棟房子及現金新臺幣 200 萬元，有關甲繼承乙之遺產，依現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須向法院為繼承之表示，即可繼承現金 200 萬元，但不能繼承不動產 
甲須於繼承開始起 3 年內，以書面向法院為繼承之表示，於期限內為繼承表示後，得繼承不動產

及現金 200 萬元 
甲須於繼承開始起 3 年內，以書面向法院為繼承之表示，繼承表示後，僅得繼承現金 200 萬元，

不得繼承不動產 
甲如未於繼承開始起 3 年內，以書面向法院為繼承之表示，仍有繼承權，但僅得繼承現金 200 萬

元，不能繼承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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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2 號，認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5 條有關下列那方面的規

定，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收養自由及第 23 條比例原則不符，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有關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其兄弟姐妹之大陸地區子女，法院應不予認可 
有關臺灣地區人民同時收養 2 人以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法院應不予認可 
有關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未經海基會驗證收養之事實，法院應不予認可 
有關臺灣地區人民已有子女或養子女，收養其配偶之大陸地區子女，法院應不予認可 

46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其辦法由何機關擬定？ 
內政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內政部移民署 經濟部 

47 大陸地區人民張三來臺旅遊，涉嫌在桃園巿販賣毒品被警方查獲，並移送桃園地檢署偵查，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內政部移民署應立即將張三強制出境 
內政部移民署於知悉張三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於強制出境 10 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 
內政部移民署徵得桃園巿警察局同意，可將張三強制出境 
桃園地檢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犯罪並無管轄權 

48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在一般情況下，須設有戶籍滿幾年方可擔任情報機關（構）

人員？ 
 10  15  20  25 

49 香港居民甲受聘在臺某公立大學任教，經許可來臺居留，其所持居留證效期是 105 年 11 月 30 日到

期，但甲因忙於教學，忘了申請延期，嗣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始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辦理，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內政部移民署得課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甲於繳納罰鍰後，得重新申請居留 
甲繳納由內政部移民署裁處之罰鍰金額後，嗣後申請定居，核算在臺居留期間不受影響 
甲繳納由內政部移民署裁處之罰鍰金額後，因有逾期居留之事實，甲須出境後，才能再申請來臺

居留 
甲有逾期居留之事實，應被強制出境並報請教育部終止聘僱關係 

50 小李在大陸地區湖南省經商多年，事業有成，與大陸地區女子在當地結婚並育有一子「廷廷」。年

關將屆，小李打算偕同妻子，首次帶著剛滿 3 歲的「廷廷」自大陸地區返臺過年。請問「廷廷」應

該要以何種身分入境臺灣？ 
以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入境 
以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入境 
如「廷廷」尚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以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入境；如已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則

以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入境 
可由當事人自由選擇以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入境 

51 導遊阿華利用執行業務之便，擅自帶大陸地區旅行團到臺北市凱道參加陳情抗議等集會遊行活動，

因涉及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5 條第 3 款「使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

許可或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等規定，遭主管機關查處。請問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規定，阿華應該要負何種法律責任？ 
新臺幣 2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 
拘留 1 日以上，3 日以下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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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王先生在臺北市某旅行社擔任導遊，因工作關係認識大陸地區同業陳女士並且相戀、結婚，陳女士

目前已順利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獲准以大陸地區配偶身分在臺灣依親居留。王先生正打算安排陳女

士至其所任職的旅行社擔任行政助理工作，並為此徵詢你的意見。請問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配偶必須取得身分證以後，才能合法在臺灣工作 
大陸地區人民只要與臺灣地區人民辦妥結婚登記，就立刻可以合法在臺灣工作 
大陸地區配偶獲主管機關許可在臺依親居留之後，才可合法在臺灣工作 
大陸地區配偶獲主管機關許可在臺定居後，才可合法在臺灣工作 

53 承上題，王先生打算鼓勵其大陸地區配偶陳女士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領隊、導遊人員考試，以

便規劃將來夫妻倆共同創業，惟因王先生考量陳女士目前還是屬於在臺依親居留階段，不知有無國

家考試的報考資格，因此徵詢你的意見，請問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人民依法可以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但要等到取得我方身分證後，才能在臺執

行業務 
大陸地區配偶必須在臺灣合法居留後，才可以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大陸地區配偶必須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設有戶籍後，才可以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大陸地區配偶必須在臺灣設有戶籍滿 10 年，才可以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54 剛出社會的小陳，數年前一時失慮，接受朋友介紹加入電信詐騙集團，前往上海市擔任「車手」，

嗣遭當地公安逮捕，並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刑 3 年半確定。請問小陳在大陸地區服刑期滿後，就同

一犯罪行為，是否仍須面對我方司法機關追究其涉及電信詐欺犯罪的刑事責任？ 
小陳返臺後仍須面對司法機關的追訴和審判，但司法機關得視情形免除其刑罰的全部或一部之

執行 
兩岸間已簽署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同一犯罪行為在大陸地區已服刑完畢，回臺後不會

再被追訴、審判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犯罪，我方法院並無審判權與管轄權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犯罪，依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應直接遣返回臺交由我方

司法機關偵辦 
55 臺灣地區○○旅行社申請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不需以下那一個要件？ 

成立 5 年以上之綜合或甲種旅行業 
最近 2 年未曾變更代表人 
資本額達新臺幣 5,000 萬元 
代表人於最近 2 年內未曾擔任有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規定被停止辦理

接待業務累計達 3 個月以上情事之其他旅行業代表人 
56 香港各機關、機構或公司行號所出具的文件（如出生證明、學歷證明、醫療診斷證明或一般商務文

件等）如欲在臺灣使用，應前往那一個機關辦理驗證？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香港駐地名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57 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應投保責任保險，每一大陸地區旅客因意外事故

死亡，最低投保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100 萬  200 萬  300 萬  400 萬 

58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來臺從事觀光活動，除非發生特殊事故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否則其在臺停留

期間最多為幾天？ 
 7  15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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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觀光團業務，如發現團員有逾期停留、行方不明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活動等

情事時，應立即先向那一個政府機關通報舉發？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各縣、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移民署  交通部觀光局 

60 臺灣地區人民小王在大陸地區取得戶籍，後來又將其註銷，他回臺灣後須向何機關申請許可回復臺

灣地區人民身分？ 
外交部 內政部 國防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61 臺灣地區莊姓導遊擔任大陸地區人民觀光團導遊，在碰到大陸地區某市某局處陳姓副主任時，若要

依照大陸地區慣例稱呼其官銜，以下何者正確？ 
陳副主任 陳主任 陳領導 陳師兄 

62 大陸領導當局提出將對日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請問是從那個事件起算？ 
五三慘案 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 蘆溝橋事變 

63 臺灣地區莊姓導遊擔任大陸地區人民觀光團導遊，在餐廳用餐時，大陸地區團員點了一道「西紅柿

炒雞蛋」的菜色，請問此處的「西紅柿」指的是？ 
釋迦 柿子 胡蘿蔔 番茄 

64 在以黨領政的大陸地區，以省級的單位為例，俗稱「一把手」的官員為以下那一個？ 
省長 省級政協主席 省級人大常委主任 省委書記 

65 大陸地區的匯率制度為何？ 
浮動匯率制  單一幣別固定匯率制 
一籃子貨幣固定匯率制 有限浮動匯率制 

66 大陸地區領導人習近平並未擔任以下那一個職位？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中共軍委主席 
國家主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 

67 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行程應避開以下那個地區？ 
學校 國家實驗室 廟宇 博物館 

68 下列那一個城巿，不在內政部移民署公告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個人旅遊之指定區域？ 
無錫 常州 洛陽 長沙 

69 大陸地區實施網路管制，有許多詞彙長期被列為敏感詞，請問以下何者未被列入？ 
疆獨 藏獨 臺獨 全球化 

70 西元 2016 年 3 月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審議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規劃」規劃綱

要（簡稱「十三五」規劃綱要），設定經濟成長率最低要達到多少以上？ 
 7.5%  7%  6.5%  6% 

71 西元 2013 年菲律賓控訴中國大陸在南海基於「九段線」海洋權益主張，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向

國際仲裁庭提出仲裁，西元 2016 年 7 月國際仲裁庭公布仲裁結果，中國大陸和我方政府對此結果的

立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國大陸承認仲裁結果，放棄「九段線」主張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無法接受，其結果對我國沒有任何法律拘束力 
中國大陸表示該結果部分有效，但中國大陸無法接受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南海諸島具有爭議，無法透過協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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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某國立大學林教授於大陸地區某大學演講，獲 1 萬元人民幣之酬勞，同時並未在大陸地區繳納稅額，

請問返臺後此筆收入如何申報所得稅？ 

無需申報 

併同臺灣地區收入來源課徵所得稅 

不論收入多少，一律以百分之五十的稅率申報 

納入海外所得申報 

73 臺灣地區人民王先生為香港某家公司提供商業諮詢而獲致來自該公司的報酬，王先生在報稅時要如

何處理此一收入？ 

納入臺灣所得繳交所得稅 納入海外所得繳交所得稅 

不論金額多少，以百分之五十的稅率繳納 免納所得稅 

74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其辦法由何機關擬定？ 

國防部 教育部 內政部 外交部 

75 有關香港或澳門的資金進出臺灣地區，為維持臺灣地區金融穩定，得由以下那一個機關會同其他有

關機關擬訂辦法？ 

外交部 國家安全局 中央銀行 內政部 

76 香港地區的居民謝小姐在臺灣地區逾期居留，將由內政部移民署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多少元以下

的罰鍰？ 

 1 萬  3 萬  5 萬  10 萬 

77 香港或澳門居民可否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 

除非獲准在臺灣地區定居，否則不得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 

須申請獲准在臺灣地區居留，始得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 

可以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但須準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大陸地區人民在臺

工作之規定辦理 

可以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但須準用就業服務法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處罰之規定辦理 

78 請問下列何者屬於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所界定的香港居民？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香港永久居民 持有美國護照的香港永久居民 

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永久居民 持有日本護照的香港永久居民 

79 政府自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起，建立「發布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旅遊警示機制」，請問本警示機

制是由那一個機關（構）專責推動辦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交通部觀光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80 香港或澳門之公司在臺營業，如何決定應適用之規定？ 

準用中國大陸公司法有關港澳公司之規定 準用我方公司法有關外國公司之規定 

準用我方公司法有關本國公司之規定 準用我方公司法有關中國大陸公司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