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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規定之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風景特定區之類型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山岳型 海岸型 文化型 湖泊型 

2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觀光產業配合政府參與國際宣傳推廣之費用，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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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3 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督導檢查轄內觀光遊樂業之內容，不包括下列何者？ 
旅遊安全維護  觀光遊樂設施維護管理 
經營績效  環境整潔美化 

4 臺北市某觀光旅館業為因應大量住客需求，未經核准擅自將同幢之員工宿舍改裝變更為觀光旅館客

房使用，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業者會受何種處罰？ 
因屬配合觀光客倍增政策之應變措施，不受處罰 
因屬臨時應變措施，每增加一間客房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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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萬元以下罰鍰 

5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為維持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之美觀，主管機關得在區內進行必要的規劃限

制，惟下列何者不是限制的範圍？ 
建築物之造形、構造、色彩 道路植栽之種類 
廣告物之設置  攤位之設置 

6 正義社區發展協會舉辦會員參訪活動，如欲進入某一國家風景區已劃定公告之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區，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應申請下列何種人員陪同進入？ 
導遊人員 解說員 專業導覽人員 解說志工 

7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列何者不須先向觀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領取營業執照，只須申請辦妥相關

登記，領取登記證後即可營業？ 
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 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 

8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未取得執照而執行導遊人員業務者，可處下列何項罰鍰額度，並禁止其執業？ 
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新臺幣 4 千元以上 2 萬元以下 
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9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社與導遊人員約定執行接待觀光旅客旅遊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旅行社與導遊人員應簽訂書面契約 
旅行社應支付導遊人員報酬 
觀光旅客給付導遊人員之小費可以作為旅行社應支付報酬之一部分 
不得允許其為非旅行業執行導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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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有關旅行業暫停營業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旅行業暫停營業期間未滿 1 個月者，不必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備查 
旅行業依規定申報暫停營業者，不須繳回各項證照 
申請停業期間，非經向交通部觀光局申報復業，不得有營業行為 
申請停業時，不必拆除營業處所市招 

11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參加旅行業經理人訓練之受訓人員，在訓練期間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訓練

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予退訓  訓練費用不予退還 
處罰鍰新臺幣 3 萬元  經退訓後 2 年內不得參加訓練 

12 某甲欲擔任旅行業經理人，學歷為國立大學觀光研究所畢業，目前任職於私立技術學院觀光系，依

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某甲必須在觀光系教授觀光專業課程至少幾年以上才能參加訓練取得資格？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13 某綜合旅行業辦理接待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觀光團體旅客旅遊業務，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

定，投保之責任保險，應包含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費用，其每一旅客 低保額

為何？ 
新臺幣 1 千元 新臺幣 2 千元 新臺幣 3 千元 新臺幣 5 千元 

14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有關旅行業舉辦團體旅遊，投保責任保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投保責任保險由旅客個人決定 
旅客意外死亡之 低投保金額為新臺幣 2 百萬元 
每一旅客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至少為新臺幣 5 萬元 
旅客家屬前往海外處理善後所必需支出之費用至少為新臺幣 8 萬元 

15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乙種旅行業之實收資本額不得少於新臺幣多少元？ 
3 百萬元 6 百萬元 1 千 2 百萬元 2 千 5 百萬元 

16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甲種旅行業每一分公司，依規定須繳納多少保證金？ 
新臺幣 20 萬元 新臺幣 30 萬元 新臺幣 40 萬元 新臺幣 60 萬元 

17 某甲種旅行業已經營 5 年餘未設分公司，在交通部觀光局繳有旅行業保證金新臺幣（以下同）15 萬

元，現因積欠票款，經法院強制執行收取該保證金 10 萬元，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交通部觀光局

將會要求該旅行業補繳之保證金數額為何？ 
10 萬元 15 萬元 30 萬元 145 萬元 

18 查獲未領取旅館業登記證而經營旅館業，依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應由何主管機關裁罰？ 
交通部  交通部觀光局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19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外國旅行業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其業務範圍、保證金、註冊費、換照

費等，準用下列何者之規定？ 
該外國旅行業本公司之規定 中華民國旅行業分公司之規定 
該外國旅行業分公司之規定 中華民國旅行業本公司之規定 

20 交通部觀光局配合行政院核定六大新興產業所推動的計畫為何？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觀光拔尖領航方案行動計畫 
旅行臺灣年計畫  觀光客倍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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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交通部觀光局發布「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體參加原住民族部落深度旅遊作業要點」

規定，旅行業申請專案入境來臺所安排部落旅遊行程中，須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部落，至少應

有幾個？ 
1 2 3 4 

22 為開創臺灣觀光的下一個璀璨光芒，交通部觀光局於 100 年 2 月起推出臺灣觀光新品牌，其 Logo 之

用語為何？ 
Taiwan-THE HEART OF ASIA Taiwan-Touch Your Heart 
Time for Taiwan  Time for Tour Taiwan 

23 交通部觀光局發布星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星級旅館評鑑分為「建築設備」及「服務品質」二階段

辦理，下列有關配分之敘述何者正確？ 
「建築設備」評鑑配分計 500 分，「服務品質」評鑑配分計 500 分 
「建築設備」評鑑配分計 600 分，「服務品質」評鑑配分計 400 分 
「建築設備」評鑑配分計 400 分，「服務品質」評鑑配分計 600 分 
「建築設備」評鑑配分計 550 分，「服務品質」評鑑配分計 450 分 

24 交通部觀光局自 104 年起推出新一期的中程施政計畫，計畫名稱為： 
觀光拔尖領航方案  臺灣觀光旗艦計畫 
觀光大國行動方案  觀光客倍增計畫 

25 交通部觀光局以臺灣海峽觀光旅遊協會名義於 104 年 12 月在中國大陸成立的 新辦事據點位於何

處？ 
福州 廈門 深圳 杭州 

26 王大明於 100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及格並參加職前訓練合格領取執業證，關於其

執業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王大明可受旅行業指派或僱用接待來自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的旅客 
王大明之導遊人員執業證於 103 年有效期即屆滿，屆滿前可逕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申

請換發新證 
王大明 100 年領取執業證後一直到 103 年有效期屆滿，均未執行過導遊業務，需重行參加訓練結

業始得換領執業證 
王大明因不具外語導遊人員資格，故不得參加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6 條第 4 項由交通部觀光局或

其委託之機關、團體舉辦之韓語訓練 
27 依導遊人員管理規則，關於導遊人員執業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導遊人員取得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外語能力合格認定基準所定基準以上之測驗

成績單或證書，得向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團體申請換發執業證 
華語導遊人員經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團體舉辦之其他外語訓練合格，得申請換發執業證加註該

其他外語語別 
華語導遊人員經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團體舉辦之其他外語訓練合格，申請換發執業證加註該其他外

語後，僅能自加註之日起 2 年內接待使用該其他外語之旅客 
其他外語訓練之類別、方式、課程、費用及相關規定事項，交通部觀光局得視觀光市場及導遊人

力供需情形公告之 
28 某導遊人員於執業時，為收受回扣，誘導旅客採購物品，依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規定，應受何種

處分？ 
罰鍰新臺幣 3 千元  罰鍰新臺幣 9 千元 
罰鍰新臺幣 1 萬 5 千元 罰鍰新臺幣 1 萬 3 千元並停止執行業務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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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導遊帶團住宿臺北某觀光旅館時，發現該觀光旅館業僱用之人員向其

旅客額外需索者，可處該人員多少罰鍰？ 
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9 千元以上 4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30 觀光旅館業對從業人員之管理，依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對僱用之職工

進行職前及在職訓練 ②應依業務分設部門，各置經理人 ③應製發制服及易於識別之胸章 ④可

以小帳分成作為其薪金之一部分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31 支領月退休給與之退休公教人員擬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 
一律發給其應領一次退休給與的半數 停止領受退休給與之權利 
可以繼續支領月退休給與 應申請改領一次退休給與 

32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基於維護國境安全及國家利益，對大陸地區

人民所為之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入境許可，是否需附理由？ 
應附理由  應附理由，並檢具事證 
得不附理由  視當事人有無異議而定 

33 中華民國船舶未經許可航行至大陸地區時，對該船舶之船長的處罰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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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上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34 臺灣地區人民甲男與大陸地區人民乙女在大陸地區結婚後，甲男想申請乙女來臺，依現行相關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檢附經驗證之結婚公證書等資料，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來臺團聚 
乙女如已生產子女，首次來臺即可直接申請依親居留 
須通過內政部移民署面談程序，於入境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提出團聚申請，經內政部移民署審查許可後，核發停留期間 1 個月之入出境許可證 

35 大陸地區人民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參加會議或活動，主管機關得專案許可並免予申報，不包括下列

何者？ 
參加行政院委託的民間團體舉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的兩岸會談 
參加國際體育組織委託舉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的活動 
參加半官方之國際組織舉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的活動 
參加民間團體舉辦的國際活動 

36 臺灣地區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應先向何機關申報？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國家安全會議  教育部 

37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規的規定，下列何種事項得在臺灣地區進行廣告活

動？ 
在大陸地區的不動產開發及交易事項 招攬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投資事項 
兩岸婚姻媒合事項  依法許可輸入臺灣地區的大陸地區物品 

38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須經那一部會許可，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經濟部 財政部 科技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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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所稱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指赴大陸地區居、停留，1 年內

合計至少超過幾日？ 
270 日 183 日 180 日 165 日 

40 臺商王先生在大陸地區與臺商白女士簽訂書面契約，訂購電腦印表機 1,000 台，白女士因故無法履

約，返回臺灣。王先生返臺後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王先生已將該契約送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所以即使法院認為依事實認定該契約

根本不成立，也無法推翻該驗證的結果 
因為該契約沒有經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驗證，所以依法王先生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 
雖然該契約經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但是法院還是可以依據事實重新認定契約是否有

效成立，不受該驗證結果限制 
因為該契約已經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所以王先生不用向法院起訴，白女士就必須依

照契約履行 
41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應處以多久有期

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之罰金？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3 年以下 
1 年以上 7 年以下  5 年以下 

42 有關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赴大陸地區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以申請赴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得經機關遴派，申請赴大陸地區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可以申請赴大陸地區參加國際組織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或活動 
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之罰鍰 

43 國人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如何課稅？ 
單獨列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單獨列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但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相抵 
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始須課稅 

44 大陸配偶入境並通過面談，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有關其工作權之取得有何規範？ 
須居住滿 3 年後，才可申請在臺工作 須居住滿 2 年後，才可申請在臺工作 
須居住滿 1 年後，才可申請在臺工作 無須申請許可，即可在臺工作 

45 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涉及旅行業管理業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下列何部

會？ 
文化部 內政部 交通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46 假設導遊人員接待的大陸觀光團旅客因為心臟病發住院，無法在停留期限內出境，在停留期限屆滿

前，由代申請之旅行業向下列何機關申請延期？ 
內政部移民署  住宿旅館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警察局 
旅行業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警察局 交通部觀光局 

47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觀光經審查許可後，由那一機關或團體發給許可來臺觀光團體名冊及臺灣地

區入出境許可證？ 
交通部觀光局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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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自大陸地區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有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停留且行方不明

者，每一人扣繳保證金多少？ 

新臺幣 2 萬元 新臺幣 5 萬元 新臺幣 10 萬元 新臺幣 20 萬元 

49 下列地區中，何者不得列入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之行程內？ 

軍事國防地區 工業園區 忠烈祠 國立故宮博物院 

50 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之導遊人員，若包庇未具接待資格者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體業

務，應停止其執行此項接待業務幾年？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1 兩岸紅十字會就兩岸偷渡犯、刑事犯及刑事嫌疑犯之遣返等事宜所簽署之「金門協議」，係於民國

幾年所簽署？ 

民國 76 年 民國 77 年 民國 79 年 民國 80 年 

52 99 年 12 月 21 日，兩岸簽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依據前項協議，雙方同意本著平等互

惠原則，在相關領域進行交流合作。下列何者不是前項協議交流合作領域之項目？ 

醫護人員訓練  傳染病防治 

醫藥品安全管理及研發 中醫藥研究與交流 

53 港澳書籍欲在臺灣地區發行者，依照臺灣法律規定，其字體應如何處理？ 

沒有規定 正體、簡體都可以 只能用簡體字 只能用正體字 

54 政府現在辦理的兩岸「小三通」業務，與中國大陸的那一個省分 有關係？ 

福建省 江蘇省 浙江省 廣東省 

55 自 103 年 9 月 1 日起，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專責發布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旅遊警示。有關警示的

燈號類別與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與外交部現行的標準一致 

可以直接作為民眾與業者解約、退費的唯一依據 

灰燈表示提醒注意、黃燈表示特別注意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 

橙燈表示避免非必要旅行、紅燈表示不宜前往 

56 104 年大陸地區對外公告實施新版「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因應陸方實施新版「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我政府也發給所有來臺的大陸地區人民卡式

證件，以符對等原則 

因為陸方已經宣布全面實施新版「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所以原來核發的紙本式證件同時

間全面失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表示陸方的片面作法欠缺有效溝通，將持續掌握其進展，而兩岸關係的定位也

不因此改變 

因為新版「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具有資訊外洩的危險性，所以政府正式呼籲民眾不要申請 

57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其收養效力之判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被收養者設籍地區之規定 依各該收養者或被收養者設籍地區之規定 

依收養者設籍地區之規定 依各該收養者及被收養者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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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下列那一項並非馬總統在 104 年 11 月 7 日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提出的五項主張？ 
兩岸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展開和平協議  
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 
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 
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59 小玲利用春節連假期間到香港遊玩，她在入境香港時，若托運行李置有下列那項物品，會違反香港

法令規定的管制物品而受處罰？ 
粉餅、口紅 剪刀 充電器 防狼噴霧劑 

60 聯合國常設仲裁庭於西元 2015 年 10 月就菲律賓針對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仲裁案，宣布具管轄權。我

政府表示，菲律賓從未邀請中華民國參加該國與中國大陸間之仲裁案，仲裁法庭亦未就本案徵求中

華民國之意見，故本案與中華民國完全無涉，中華民國政府對其相關判斷既不承認，亦不接受。請

問該仲裁案是針對下列何海域爭議所提起？ 
南海 東海 太平洋 黃海 

61 為解決金門發展用水不足問題，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議達成「兩會有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的共同

意見」，雙方歷經多次溝通商談，金門縣自來水廠與福建省供水公司於 104 年 7 月完成簽約，將於

106 年底完工通水。下列有關金門自大陸引水案之敘述何者錯誤？ 
自浙江晉江引水  供水水源為福建龍湖水庫 
金門田埔水庫受水  金門洋山淨水場進行淨水 

62 下列涉及兩岸互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 97 年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之後，已簽署 20 項協議，生效 19 項 
由於陸方堅持臺灣方面應優先讓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因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

合作協議迄今無法完成簽署 
第三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在馬祖舉行，雙方堅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提升兩岸關係發展

動能 
104 年 1 月大陸單方面在臺灣海峽中線西側劃設 M503 航線，引起我方各界的抗議 

63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有關辦法，是由下列何機關擬定，報經行政院核定發布？ 
內政部 僑務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勞動部 

64 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香港或澳門居民可以參加考選部舉辦的律師考試，其考試辦法依何種規定？ 
適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之規定 
準用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之規定 
適用港澳居民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之規定 
適用大陸地區人民應臺灣地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之規定 

65 我國為對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澳門居民提供必要之援助，得由主管機關報

請下列何機關專案處理？ 
行政院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國家安全局 內政部 

66 僅具一般身分之香港與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幾年以後，可以組織

政黨？ 
5 年 10 年 15 年 20 年 

67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中所稱之澳門，是指原本由何國治理的地區？ 
英國 荷蘭 西班牙 葡萄牙 

68 香港或澳門發行之幣券，在臺灣地區之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其維持十足發行準備及自由兌換時，準用管理外匯條例規定 
通關時向海關申請後，始得進出 
一律存關保管 
一律禁止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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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我駐香港機構自 100 年 7 月 15 日起更名為何？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經濟文化代表處 
臺灣代表處  中華旅行社 

70 香港居民小趙經核准在臺居留後，因案經法院判決認定其申請居留時提出之證件係偽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因為小趙已經取得臺灣的居留資格，所以內政部移民署無法撤銷或廢止其居留許可 
因為小趙已經取得臺灣的居留資格，所以內政部移民署除有法定事項外，強制其出境前應依法召

開審查會 
內政部移民署召開的審查會是由內政部移民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外交部三個機關代表組成 
小趙經內政部移民署收容並決定強制出境，且經法院羈押，但內政部移民署還是可以執行強制出境 

71 為便利經常出國的民眾使用，晶片護照頁數為幾頁？ 
44 頁 48 頁 52 頁 56 頁 

72 航空公司搭載未具入國許可證件之旅客來臺，由何機關處罰？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警政署  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73 王大明自日本搭機入境高雄小港機場，攜帶 1 箱梨子，未於入境時主動申請檢疫，除水果將被銷燬

外，還將被處罰鍰新臺幣若干元？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74 入境旅客攜帶人民幣逾多少元者，應填報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並經紅線檯查驗通關？ 
1 萬元 2 萬元 3 萬元 6 萬元 

75 歸化我國國籍者、僑民、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來臺役男，依法尚不須辦理徵兵處理者，申請出境

時，應向何單位申請核准？ 
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役政署 
內政部戶政司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76 外交部與交通部觀光局為爭取優質觀光客來臺觀光，自西元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開始試辦「東南亞

優質團體簽證便利措施」係針對下列那些國家實施？ 
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印尼、泰國 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泰國 
印尼、泰國、緬甸、菲律賓、越南 馬來西亞、印度、泰國、緬甸、越南 

77 外國人來臺觀光逾期停留，除處罰鍰外，並禁止來臺，其期間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多久？ 
1 年至 3 年 1 年至 5 年 3 年至 5 年 5 年以上 

78 出境旅客攜帶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超過限定容量時，應如何處理？ 
可隨身攜帶 可置手提行李 可置托運行李 都不允許帶上航機 

79 我國國民出國結匯故意不為申報、或申報不實、或受查詢而未於限期內提出說明或為虛偽說明者，

如何處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罰鍰 
依結匯金額科以等額罰款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80 本國人陳先生今天早上搭飛機由桃園機場離開臺灣，隨身攜帶新臺幣現鈔出境有無限額規定？ 
無限額規定  限額新臺幣 10 萬元 
限額新臺幣 6 萬元  限額新臺幣 2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