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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旅客不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對有關水域遊憩活動所為種類、範圍、時

間及行為之限制命令者，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處下列何項罰鍰額度，並禁止其活動？ 

新臺幣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 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2 千元以下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2 未取得執業證而執行領隊人員業務者，依發展觀光條例 高可處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 

3 萬元 4 萬元 5 萬元 6 萬元 

3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之，

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是基於什麼理由？ 

為維護遊客安全 為維護社會治安 為維護海防安全 為維護漁業資源 

4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有關觀光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觀光設施之興建、改善，為觀光旅客旅

遊、食宿提供服務與便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遊服務產業，稱為： 

旅遊產業 會展產業 觀光產業 旅運服務產業 

5 旅行業未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保險，中央主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

旅遊業務，並限於多久內辦妥投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 

6 個月內 5 個月內 4 個月內 3 個月內 

6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旅行業有何項情事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之？ 

負責人變更者 公司合併者 解散者 地址變更者 

7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經營觀光旅館業者，應先向下列何機關申請核准，領取執照後始得營業？ 

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觀光局） 經濟部（商業司） 縣（市）政府 

8 104 年國人出國旅次突破 1,200 萬，其中以前往那個國家成長率 高？ 

日本 中國大陸 韓國 新加坡 

9 某甲種旅行業辦理接待大陸地區觀光團體旅客旅遊業務，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其投保之責任保

險，應包含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醫療費用，其每人之 低保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3 萬元 6 萬元 9 萬元 10 萬元 

10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刊登廣告，應載明公司名稱、種類及註冊編號。但下列何種旅行業

得以註冊之服務標章替代公司名稱？ 

綜合旅行業 甲種旅行業 乙種旅行業 各種旅行業皆可 

11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某甲種旅行業有 2 家分公司，其應投保之履約保證保險， 低投保金額為

新臺幣多少元？ 

2,000 萬元 2,400 萬元 2,800 萬元 3,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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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三經營甲種旅行業已滿 2 年，擬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申請領回十分之九之保證金，下列情形何

者不符規定？ 
2 年內未曾受停業處分 
曾欠繳稅款遭扣押保證金，後因補繳稅款撤銷扣押，未被強制執行 
於經營屆滿 2 年前加入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取得會員資格 
已有變更名稱，變更後至申請時剛滿 1 年 

13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有關旅行業保證金之繳納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綜合旅行業新臺幣 1,000 萬元 
甲種旅行業新臺幣 200 萬元 
乙種旅行業新臺幣 60 萬元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每一分公司新臺幣 30 萬元 

14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有關旅行業經營自行組團業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經旅客口頭同意，將該旅行業務轉讓其他旅行業辦理 
旅行業受理旅行業務之轉讓時，不須再與旅客重新簽訂旅遊契約 
甲種旅行業經營自行組團業務，不得委託其他旅行業代為銷售、招攬 
乙種旅行業經營自行組團業務，得委託其他旅行業代為銷售、招攬 

15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應載明之事項？ 
旅遊地區、行程  組成旅遊團體 低限度之旅客人數 
旅行業得解除契約之事由及條件 旅行業執照字號 

16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非經依法領取旅行業執照者，不得經營旅行業務。但下列何項業務雖非旅

行業亦得經營？ 
提供國內外旅遊諮詢服務 招攬國內外觀光客安排旅遊 
代售國外航空機票  代售日常生活之國內航空機栗 

17 經營觀光旅館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依法辦妥何種登記後，領取觀光旅館業執照，

始得營業？ 
負責人 公司 營業地點 商業 

18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之「觀光拔尖領航方案」中，提供景點聯外交通、景區內景點交通串接等旅遊品

質之計畫，稱為： 
觀光景點 GIS 技術服務應用計畫 觀光景點無縫隙旅遊服務計畫 
國際觀光魅力據點示範計畫 地方觀光景點風華再現計畫 

19 何者不屬於「觀光拔尖領航方案」計畫中所選出的國際觀光魅力據點範圍內？ 
臺北市孔廟周邊地區  臺中市草悟道 
彰化縣鹿港福興  高雄市西子灣 

20 依觀光拔尖領航方案，為深化臺灣觀光內涵，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何項計畫，找出具國際級、獨特性、

長期定點定時、每日展演可吸引國際旅客之產品？ 
魅力光點計畫 魅力旗艦計畫 國際旗艦計畫 國際光點計畫 

21 依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經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及訓練合格，再參加外語領隊人員考試及格，其職

前訓練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無須參加  仍須參加，全程上課 
仍須參加，訓練節次減半 仍須參加，訓練節次減三分之一 

22 交通部觀光局未在下列那一城市設置駐外辦事處？ 
北京 上海 吉隆坡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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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領隊人員職前訓練者，經退訓後 短多少年內不得

參加訓練？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24 依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領隊人員執業證期滿前應向那一機關單位申請換發？ 
臺灣觀光協會  考選部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 
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 縣市觀光主管機關 

25 僱用大陸地區人民者，應向勞動部所設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本項安定費收費標準及管理運用辦法，

係由勞動部會同那個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財政部 內政部 外交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6 民國 99 年 6 月 29 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署內容，對於開放中國大陸勞工到臺灣工作的議

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年開放 2 萬人  每年開放 1 萬人 
每年開放 3 千人  與中國大陸勞工無關 

27 下列有關邀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灣地區研修宗教教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經教育主管機關依法核准設立之宗教研修學院，得申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義 
經宗教主管機關立案 2 年以上的寺廟、教會，得申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義 
宗教研修非屬正式學位教育，只要是合法立案的宗教團體皆得申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

教教義，但每次停留期間 長只有半年 
文化類基金可以申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義 

28 下列那一項不是大陸地區人民可以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親的情形？ 
其父母、子女在臺灣設有戶籍者 
在臺灣地區原有戶籍，且在臺灣地區有 3 親等內血親者 
其子女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協助其子女在臺辦理結婚登記 
其子女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且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 

29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經撤銷之文書、相片，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來臺 
有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主管機關得廢止來臺許可 
曾在臺有行方不明紀錄一次，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來臺 
原申請事由或目的消失，且無其他合法事由，主管機關得廢止來臺許可 

30 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因轉系可以免申請轉入低於目前就讀年級之學制班次，並以 2 次為限 
在大陸地區公務機構任職的大陸地區人民經臺灣地區學校錄取後，申請入境得不予許可 
大陸地區學生於申請就讀學校畢業後，不得繼續申請在臺就讀下一階段學制班次 
大陸地區學生來臺時，因故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仍可入境完成學業 

31 有關大陸配偶申請定居之應備文件，依現行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檢附保證書 
須檢附 3 個月內核發經驗證之刑事紀錄證明公證書 
須檢附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須檢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出具 3 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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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

觀摩許可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圖書應改用正體字才可進入臺灣地區 

大陸地區圖書應改用正體字才可進入臺灣地區發行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發行的大陸地區雜誌逾 3 個月未發行，不影響其發行許可 

已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的大陸用書，不必再由業者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即可發行 

33 政府推動兩岸共同參與區域整合的新機制，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後者之英文簡稱為： 

ECFA RCEP APEC APP 

34 依據「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在金融監督管理方面，兩岸金融監理機關已於民國 98 年 11 月 16

日完成銀行業、證券期貨業及保險業三項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之簽署，並已正式生效。瞭解備

忘錄英文簡稱為何？ 

MOU MPP ECFA RCEP 

35 臺灣某國立大學擬與中國大陸之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該大學應先向何機關申報？ 

行政院  教育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內政部 

36 大陸與香港簽訂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係從何時開始生效？ 

西元 2002 年 西元 2003 年 西元 2004 年 西元 2005 年 

37 下列臺灣四所大學中，那一所在中國大陸上海有同名的大學？ 

政治大學 交通大學 逢甲大學 成功大學 

38 兩岸於第八次江陳會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並就人身自由安全保障達成共識。依

雙方共識，一方對另一方投資人及相關人員，在依法採取強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時，應在幾小時

內通知其家屬或所投資企業？ 

12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39 大陸配偶申請定居，是否需要檢附財力證明？ 

需要  不需要 

原則需要，例外不需要 原則不需要，例外需要 

40 民國 76 年政府開放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探親時，係透過那一個組織參與辦理大陸探親服務的機

制？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紅十字會）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海貿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 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海航會） 

41 依民法第 514 條之 9 有關旅客終止旅遊契約之權利規定，何者錯誤？ 

旅遊完成前後，旅客得隨時終止契約 

旅遊未完成前，旅客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旅行社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契約終止後，旅行社仍有應旅客請求，墊付費用將旅客送回原出發地之義務 

準用民法第 514 條之 5 第 4 項有關附加利息償還旅行社墊付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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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依民法有關旅遊購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旅客自行前往商店購買之物品有瑕疵時，旅遊營業人無賠償之義務 

旅遊營業人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買之物品有瑕疵時，有協助處理之義務 

旅客在旅遊營業人所安排之特定場所購買物品雖無瑕疵，仍得於 1 個月內請求旅遊營業人辦理退貨 

旅客於受領所購物品 2 個月後，請求旅遊營業人處理時，旅遊營業人得拒絕之 

43 魏小姐參加旅行社 8 日遊出國旅行團，團費新臺幣 4 萬元，第 1 天因旅行社機票未訂妥，致轉機時

延誤行程 6 小時，依民法規定，魏小姐請求旅行社賠償之時效為何？ 

自旅遊終了時起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旅遊開始時起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旅遊終了時起 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旅遊開始時起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44 旅行社舉辦之旅行團，原訂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出發，但因旅行社職員之疏忽，到了機場才發現無

法成行，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旅行社應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多少的違約金？ 

五十 八十 一百 二百 

45 旅遊途中因可歸責於旅行社之事由，致旅客遭當地政府逮捕、羈押或留置時，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

約書範本所載，除應迅速接洽營救事宜外，旅行社應賠償以每日多少新臺幣計算之違約金？ 

1 萬元 2 萬元 3 萬元 5 萬元 

46 甲看到乙旅行社於報紙所刊登廣告歐洲古堡 9 日遊行程，於國際旅展中限時限量開賣，並徵詢朋友

丙意見後，遂立刻前往購買，惟出發後才發現，只是參觀古堡但入住古堡旁的一般民宿，感覺受騙

向乙申訴，惟乙回答契約並無記載係入住古堡，依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甲不得以下列何者為據向乙主張應安排入住古堡？ 

丙提出自己前 1 年同樣於國際旅展向乙購買參加同一行程經驗，價格相同且的確入住古堡 

乙於報紙所刊登廣告記載「體驗百年古堡住宿，感受歷代皇家風華」 

乙於國際旅展中展示印有前 1 年團員於古堡住宿照片，及入住古堡體驗心得回函等之宣傳手冊 

乙於說明會中由領隊講述前 1 年古堡住宿經驗及入住應注意事項 

47 甲旅客原參加乙旅行社所舉辦新加坡 4 日遊行程，一到樟宜機場即遇見移民當地之大學同學丙，熱

情邀約至家中住宿，並自願擔任旅遊期間導遊，回程再與旅行團一同搭機回國，依國外個別旅遊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除去程返程甲實際搭乘飛機之費用外，甲得要求乙退還其他部分之全部旅遊費用 

甲雖中途退出旅遊活動，但乙仍有義務為其安排回國交通 

甲中途退出旅遊活動，視為解除契約 

甲退出旅遊活動可節省之費用，視為自動放棄，不得請求乙退費 

48 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所規定不得記載事項「排除對旅行業履行輔助

人所生責任之約定」，所稱履行輔助人，下列何者 不可能？ 

本國領隊  大陸地陪 

高山嚮導  航空公司班機服務人員 

49 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旅行團人數不足時，旅行社可以下列何種方式將旅遊契約轉讓

給其他旅行社？ 

直接轉讓 經旅客口頭同意 經旅客書面同意 經負責人同意 



 代號：2601 
頁次：8－6 

50 甲旅客報名乙旅行社所辦澳洲 10 日海洋之旅，出發前雙方約定，甲得視需要臨時參加既定行程外之

自由行程，就該臨時參加行程，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已繳清原定旅遊費用者，乙不得要求增加費用 

甲尚未繳清原定旅遊費用者，乙得要求增加費用 

就該臨時參加行程所增加費用，應增訂於契約之其他協議事項 

就該臨時參加行程約定免費者，乙僅得就應增加之保險費，於契約外向甲另行要求 

51 甲旅客參加旅行社招攬之新加坡 4 天旅遊團，雙方簽訂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後，因故無法成行改由

乙旅客參加並經該旅行社同意，但費用因而增加新臺幣 2,000 元，應由何者負擔？ 

旅行社 甲旅客 乙旅客 甲、乙旅客共同負擔 

52 旅行社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旅客棄置國外時，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除負擔該旅客

食宿交通等費用外，並應賠償旅客全部旅遊費用之幾倍違約金？ 

2 倍 3 倍 4 倍 5 倍 

53 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有關國外旅遊之旅遊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旅客得隨時要求變更 

旅行業得隨時變更 

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旅行業之事由外，旅行業不得變更 

旅客得要求變更，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旅行業不得拒絕 

54 旅行社出國旅行團因領隊遲到致團體未能趕上飛機而延誤 5 小時，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

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延誤行程因可歸責於領隊，故旅客應向遲到領隊請求違約金及時間浪費之損害賠償 

旅行社除應支付延誤期間旅客之食宿及必要費用，旅客對於時間之浪費，亦得按時數請求旅行社

賠償 

延誤期間旅客之食宿及必要費用，應由旅行社負擔，旅客亦得向旅行社請求延誤行程 1 日之違約金 

如領隊遲到係因高速公路車禍導致交通壅塞，則旅行社無須負賠償之責 

55 旅行社未訂妥機位致旅客未能成行，於出發前 15 日通知旅客，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

應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多少的違約金？ 

十 二十 三十 五十 

56 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所載，有關行程之敘述，下列記載何者無效？ 

搭乘飛機為經濟艙等 

住宿四星級旅館 

餐食為中餐合菜，八菜一湯 

行程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國外旅行社提供為準 

57 下列對護照的敘述何者錯誤？ 

護照可加簽外文別名及僑居身分 

所載資料或影像有錯誤的護照是屬瑕疵護照的一種 

護照經申報遺失後又尋獲，該護照仍可繼續使用 

同一本護照以同一事項申請加簽或修正者，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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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4 歲以上設有戶籍者，申請普通護照，應備下列何種文件？ 

國民身分證 臨時證明書 相關身分證明 健保卡及戶口名簿 

59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申請及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之年齡及身高之規定為何？ 

14 歲以上且 140 公分以上 18 歲以上者，身高不限 

150 公分以上者，年齡不限 16 歲以上且 160 公分以上 

60 張大風之護照所載外文姓名為 Chang, Da-Fong，但訂機票時誤打為 Chang, Da-Hon，應如何處置 為

正確？ 

不需處理可直接登機  申請換發護照並變更外文姓名 

更改機票之外文姓名  申請在護照加簽外文別名 

61 國民經判處何種刑罰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應禁止其出國？ 

罰金 拘役 有期徒刑 10 月 褫奪公權 

62 有戶籍國民陳先生夫婦於歐洲度蜜月時，不慎遺失中華民國護照，急於返臺，可向我國駐外館處申

辦下列何種證件返臺？ 

入國證明書 入國許可證 中華民國簽證 臺灣地區居留證 

63 王老太太欲前往美國探視女兒卻忘記中華民國護照放在何處，遂直接向警察機關申報護照遺失，於

隔 3 日才想起護照放在衣櫃底層抽屜，該尋獲之中華民國護照，王老太太能否再持憑使用？ 

若該尋獲護照之效期仍有效則可再持用 

需搭配中華民國身分證方能再持用 

於遺失後 7 日內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報備核准可再持用 

該護照仍視為遺失，需重新申辦中華民國護照 

64 王小明被公司派到新加坡出差 3 天，卻欺騙他太太說出差 5 天。為了取信於太太，便將原實際入國

日期之入國查驗章戳以立可白塗掉，另私刻入國查驗章戳蓋於其護照上。於再度出國時，被內政部

移民署官員發現而移送法辦，他將面臨何種刑責？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65 役男寒暑假到澳洲遊學，經核准出境者，每次不得逾多久？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66 役男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規定如何處罰？ 

5 年內不受理其出境之申請 4 年內不受理其出境之申請 

3 年內不受理其出境之申請 當年及次年不受理其出境之申請 

67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合於其本人自用限量表之品目範圍及限額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免稅，但應辦輸入許可證 應稅，並應辦輸入許可證 

應稅，免辦輸入許可證 免稅，免辦輸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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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入境旅客攜帶捲菸，其免稅數量為何？ 

100 支 200 支 500 支 1,000 支 

69 旅客攜帶黃金出入境不予限制，但不論數量多寡，均須向海關申報，如所攜黃金總值超過美金多少

元，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出入許可證，並辦理報關驗放手續？ 

1 萬元 2 萬元 3 萬元 5 萬元 

70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品，應填報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並經下列何者

查驗通關？ 

紅線檯 綠線檯 服務檯 免稅檯 

71 替代役役男出境逾返國規定期限，自返國日起多久內，不予受理其出境之申請？ 

6 個月 當年 當年及次年 3 年 

72 旅客擅自攜帶禁止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入境時，除檢疫物應被沒入外，其罰則為何？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5 萬元以下罰金 

73 我國之居留簽證，係指擬在臺居住期間超過多久以上？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74 外籍旅客申請我國電子簽證（eVisa）， 長可在臺灣停留幾天？ 

60 天 45 天 30 天 14 天 

75 有戶籍國人張先生於西元 2007 年 3 月申獲效期 10 年護照，請問張先生無法以免簽證方式入境何國？ 

紐西蘭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76 領隊帶團出國旅遊途經狂犬病疫區國家，如遇旅客遭到狗咬，且旅客未曾注射疫苗，應注射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及五劑狂犬病疫苗，免疫球蛋白與第一劑疫苗應在何時注射？ 

立即 48 小時內 72 小時內 1 週內 

77 出境旅客托運酒精濃度 14%，每瓶容量 750 毫升之國產葡萄酒，每人 多可帶幾瓶？ 

2 瓶 6 瓶 12 瓶 無數量限制 

78 在國際外匯市場資訊，或外匯匯率牌告上標示之「JPY」，是下列那一種貨幣？ 

日幣 泰幣 新加坡幣 韓幣 

79 旅客出、入國境，同一人於同日單一航次，攜帶外幣現鈔總值超逾限額時，應向何機構申報登記？ 

中央銀行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內政部移民署  海關 

80 外幣收兌處辦理外幣收兌業務，每筆收兌外幣金額限額為何？ 

以等值 5 千美元為限  以等值 1 萬美元為限 

以等值 2 萬美元為限  無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