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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加強國際觀光宣傳推廣，公司組織之觀光產業，得在發展觀光條例第 50 條規定用途項下支出金額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幾年度內抵減

之？ 

2 年度 3 年度 4 年度 10 年度 

2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觀光主管機關對下列何者之經營管理、營業設施得實施定期檢查？ 

航空業 民宿經營者 餐飲業 會議展覽業 

3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暫停營業 1 個月以上，應於停止營業之日起最長多少日內，報請交通部觀

光局備查，並繳回各項證照？ 

日內 日內 日內 日內 

4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現行風景特定區的級別？ 

國家級 直轄市級 縣（市）級 鄉鎮（市）級 

5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外籍旅客向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符合規定要件，得辦理退稅，係指何種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業稅 貨物稅 娛樂稅 

6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應申請由何種人員陪同進入？ 

地方導遊人員 地方陪同人員 專業導覽人員 遊覽解說人員 

7 小強畢業於某綜合高中觀光科，立志要投身旅行業，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小強要在旅行業擔任專任職

員至少多久時間，才具備參加旅行業經理人訓練資格？ 

6 年 5 年 4 年 3 年 

8 陳先生申請於高雄市開設乙種旅行業，同時在臺北市與臺中市設立分公司，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其實收資本總額至少須為新臺幣多少元？ 

600 萬元 550 萬元 500 萬元 450 萬元 

9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甲種旅行業每一分公司，應繳納保證金新臺幣多少元？ 

30 萬元 60 萬元 100 萬元 150 萬元 

10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甲種旅行業得經營之業務？ 

接受旅客委託代辦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 

委託乙種旅行業代為招攬國內團體旅遊業務 

代理外國旅行業辦理聯絡、推廣、報價等業務 

招攬或接待國內外觀光旅客並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 

11 旅行業係屬旅遊專業服務之產業，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設置經理人人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綜合旅行業本公司應置經理人 4 人以上 甲種旅行業本公司應置經理人 3 人以上 

乙種旅行業及其分公司應各置經理人 2 人以上 旅行業及其分公司應各置經理人 1 人以上 

12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有關旅行業申請註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繳納旅行業保證金、註冊費 

申請時應備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申請時應備具旅行業設立登記事項卡 

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申請註冊 

13 人人旅行社為接待每年從日本回臺參加國慶慶典的華僑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公司指派領有日語領隊人員執業證之人員接待  

該公司僱用領有日語導遊人員執業證之人員接待 

該公司指派領有華語領隊人員執業證之人員接待 

該公司指派所屬具領團人員資格之人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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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交通部觀光局為爭取穆斯林旅客來臺觀光，已於民國 103 年訂定「取得清真餐飲認證補助要點」，鼓勵補

助國內餐飲業者取得國內合法登記立案之回教團體清真 Halal 認證標章，有關單一餐飲業者之補助上限，下

列何者正確？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15 依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旅館業客房應有之必要設備？ 

應有良好通風或適當之空調設備 應配置寢具及衣櫥（架） 

應供應盥洗用品  應配置網路設備 

16 有關交通部觀光局實施之星級旅館評鑑之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階段為建築設備評鑑 

第二階段為服務品質評鑑 

申請對象排除一般旅館 

受評業者不服建築設備所評之星級者可依規定提出申訴 

17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104 年起推動的「觀光大國行動方案（104－107 年）」所訂的執行策略中，不包括

下列何者？ 

優質觀光 永續觀光 智慧觀光 品牌觀光 

18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104 年邀請知名日本男藝人擔任臺灣觀光代言人，並由吳宇森導演拍攝宣傳影片，該名藝人

為： 

福山雅治 志村健 木村拓哉  

19 關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24 日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6 條修正導遊人員執業證之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修正前，只區分為外語導遊人員及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兩種 

修正前，只區分為英語導遊人員及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兩種 

修正後，增加了其他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 

修正後，除了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另有三種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 

20 關於導遊人員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旅客業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受旅行業之指派或僱用，或受政府機關或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導遊人員業務 

領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不得接待來自北歐使用華語的旅行團 

領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經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團體舉辦之其他外語訓練合格，執業證上加註該其他

外語，自加註日起 2 年內，並得執行接待或引導使用該語言之來臺旅客 

領取英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亦能接待使用華語的大陸地區旅客 

21 某甲執行導遊業務時，於運送旅客前，未查核確認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係由合法業者所提供，依發展觀光條

例裁罰標準，應受何種處分？ 

罰鍰新臺幣 3 千元  罰鍰新臺幣 6 千元 

罰鍰新臺幣 9 千元  罰鍰新臺幣 1 萬 5 千元 

22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觀光旅館業未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經主管機關限於一個月內辦妥投保，屆期未辦

妥者可處多少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5 萬元以下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 處新臺幣 9 萬元以上，45 萬元以下 

23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列何種業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及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並領取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後，始得經營？ 

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 旅行業 民宿 

24 如臺灣地區人民某甲在大陸地區人民某乙來臺觀光期間，使其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如參加商展，

某甲應處下列何種罰則？ 

只處罰大陸旅客，某甲不必處罰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 

25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 4 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

逾幾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 

日 日 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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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條之 1規定，下列有關臺灣地區法人、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絕對不可以和大陸地區黨務、行政機關（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行為 

絕對不可以和大陸地區法人、團體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行為 

經主管機關許可，可以與大陸地區對臺政治工作機關進行合作行為 

和大陸地區法人、團體聯合設立政治性法人、團體不受任何限制 

27 對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現行規定採取何種制度？ 

備查制 申報制 許可制 禁止入境 

28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7 條之 1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停留或居留者，得處以多少

罰鍰？ 

新臺幣 2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 新臺幣 4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 

新臺幣 6 千元以上，2 萬元以下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3 萬元以下 

29 中國大陸福建籍漁船越界進入我方水域捕漁，被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查獲並扣留時，該大陸船舶因違反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80 條之 1 該署得處該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

船長、駕駛人新臺幣多少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之罰鍰？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30 國人在大陸地區已設有戶籍，法律身分有何影響？ 

免除或變更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 

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 

僅喪失臺灣地區人民之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利 

具有雙重身分，因而不受我政府保護 

31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 9 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從事觀光活動之停留期間，

自入境之次日起，不得逾幾日？ 

日 日 日 日 

32 辦理大陸配偶入境面談措施，係由何政府機關執行？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內政部移民署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內政部戶政司 

33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 18 條規定，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由大陸地區帶團領隊協助填具入境旅客申報單，據實填報健康狀況 

通關時大陸地區人民如有不適或疑似感染傳染病時，應由大陸地區帶團領隊主動通報檢疫單位，實施檢

疫措施 

入境後臺灣地區導遊如發現大陸地區人民有不適或疑似感染傳染病時，除應就近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處理，協助就醫，並應向交通部觀光局通報 

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後如有不適或疑似感染傳染病時，臺灣地區導遊應向交通部觀光局通報 

34 鑑於兩岸經貿投資關係及人民往來日益密切，兩岸兩會於民國 104 年 8 月簽署了一項協議，以消除兩岸投

資、經貿活動及人員移動之租稅障礙，增加臺灣投資環境對外資及陸資之吸引力，以擴大臺灣賦稅稅基。

請問是指那項協議？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35 民國 104 年 10 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夏立言主委赴大陸廣東，進行第 4 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談，下列那項議題

不是雙方商談的事項？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聯繫機制 

推進貨品貿易協議之商談 

兩岸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交換意見 

兩岸應簽署和平協議 

36 晉蘋與友人從中國大陸來臺灣自由行，最嚮往臺灣的美食，於是到附近的「小吃店」，向「服務生」拿

了菜單，點了「鳳梨」蝦球、「茶碗蒸」、「茭白筍」炒肉絲、「蕃茄」炒蛋、「蚵仔」湯等幾道招牌

菜，還吃了飯後水果「柳丁」。下列有關臺灣用語與大陸用語的對照何者錯誤？ 

小吃店－小吃店、服務生－服务员 鳳梨－波萝、茶碗蒸－鸡蛋羹 

茭白筍－美人腿、蕃茄－西兰花 蚵仔－海蛎、柳丁－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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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來自韓國的都教授，遍遊中國大陸及臺灣，西元 2015 年年底他又來到了臺灣，請問他會看到什麼樣的兩岸

交流現況？ 

大陸觀光客透過小三通來臺人數每日平均已達 1 萬人以上 

大陸觀光客認為臺灣建設不好、地方也小，多已經對臺灣不感興趣，轉向其他國家旅遊 

兩岸領導人已經在西元 2015 年 11 月正式於新加坡會面 

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已經舉行過 15 次，並已簽署 32 項協議 

38 中國大陸於西元 2014 年 10 月宣布，籌設一個向亞洲各國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

域多邊開發機構，並提供「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基

礎設施資金援助，促進相關經濟產業合作。請問此機構是： 

亞洲國際金融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洲工商銀行 

39 依據「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第 8 條規定，雙方同意互設旅遊辦事機構，負責處理旅遊

相關事宜，為旅遊者提供快捷、便利、有效的服務。因此，我方由財團法人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在

中國大陸分別成立辦事（分）處或辦公室，宣傳推廣臺灣觀光旅遊業務。請問下列地點何者目前尚未設有

辦事（分）處或辦公室？ 

廈門 北京 上海 福州 

40 為推動臺灣旅遊發展，交通部觀光局及內政部移民署研商後，在民國 104 年 9 月 21 日決定將大陸旅客來臺

自由行每天人數放寬到多少人？ 

人 3,600 人 4,000 人 5,000 人 

41 中國大陸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自西元 2013 年 10 月以來陸續推動成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下列何者不

是大陸目前已成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 

上海 天津 北京 福建 

42 民國 103 年發生「318 學運」之後，政府就大陸政策的推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岸應維持對抗、對立 

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前，兩岸官方應全面終止交流 

為促進兩岸和平，兩岸應立即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持續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維持兩岸有序交流，促成兩岸事務機關首長互稱官銜及互訪 

43 下列針對「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之敘述，何者錯誤？ 

兩岸經貿團體（民間機構）互設辦事機構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所列的經濟合作項

目之一 

我方已有「臺灣貿易中心」（外貿協會）、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等經貿團體在中國大陸設立辦

事機構 

大陸地區已有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機電商會）、海貿會等經貿團體來臺設立辦事處 

機構業務具備經貿、文化、教育、社會交流、辦理旅行證件、人道探視、文書驗證等綜合性服務功能 

44 依國際慣例，護照須尚餘效期多久以上始可入境其他國家？ 

個月 個月 個月 個月 

45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外國人逾期停留或居留，處新臺幣多少元罰鍰？ 

千元以上，2 萬元以下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 千元以上，5 千元以下 

46 旅客攜帶農畜水產品類之物品入境，依海關之限量不得超過多少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47 入境人員攜帶檢疫物向動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辦理檢疫時，入境人員或其代理人是否應在場？ 

不需要在場  應在場 

自行決定是否在場  由檢疫人員決定是否在場 

48 我國國民持印度多次入境觀光簽證入境印度，即使簽證有效，離境後必須等待至少多久才可再次入境？ 

個月 個月 個月 個月 

49 出境旅客可否攜帶油漆上飛機？ 

可隨身攜帶 可置手提行李 可置托運行李 不許帶上飛機 

50 每筆結匯達新臺幣多少金額，就必須填寫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經由結匯銀行向中央銀行申報？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