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民國九十年八月八日，政府將下列那一原住民族群，核定為原住民第十族？

（1）鄒族（2）邵族（3）太魯閣族（4）魯凱族

2、 請問馬斯洛（Maslow, 1943）提出人類需求理論中「自我實現」的需求是屬下列那一種？

（1）生理需求（2）安全保障（3）心理需求（4）社會需求

3、 美元的國際標準貨幣代號為何？

（1）AMA（2）AMD（3）USA （4）USD

4 、澳大利亞的首都為：

（1）雪梨（2）墨爾本（3）布里斯班（4）坎培拉

5、 下列何者不是哥德式建築的特色？

（1）圓拱  （2）尖拱（3）交插肋拱（4）飛扶壁

6 、十四世紀義大利的文藝復興起源於那一個城市？

（1）羅馬 （2）威尼斯（3）米蘭（4）佛羅倫斯

7、 根據皮爾斯（Pearce, 1989）的看法，比較好的排隊等候管理規劃需要考慮排隊者的何種需求？

（1）互動需求 （2）挑戰需求 （3）生理需求 （4）刺激需求

8、 我國護照之申請、核發及管理，是由那一個部會主管？

（1）內政部 （2）交通部 （3）外交部（4）總統府

9、「感覺某種困難事情已被完成」是屬於莫瑞（Murray）的人類需求分類中的那一種？

（1）支配（2） 成就 （3）親和 （4）認知

10、 旅遊雜誌年度票選出最佳旅行社的訊息，對消費者而言是屬於：

（1）人際來源（2）商業來源（3）公共來源（4）經驗來源

11、 國有森林遊樂區中，何處可以享受溫泉浴？

（1）太平山森林遊樂區 （2）雙流森林遊樂區 （3）明池森林遊樂區 （4）溪頭森林遊樂區

12 、國外對於天然洞穴開放參觀一直抱持謹慎態度，並進行妥善管理，主要是要避免過多遊客同處於岩穴中，

     產生過多的何種氣體而破壞原有洞穴的平衡？

（1）氧氣 （2）氨氣 （3）一氧化碳 （4）二氧化碳

13 、主題線路旅行－「山海刺身之路，高砂勇士原鄉」，最有可能屬於下列何者風景特定區內？

（1）茂林 （2）山 （3）雲嘉南 （4）東部海岸

14、 臺灣東北部在二十四節氣中的那個節氣，漁民會有小卷、旗魚、沙魚等季節性的魚類可以捕捉？

（1）立秋 （2）處暑 （3） 白露 （4）秋分

15、 農村聚落是由傳統因素與自然環境所形成的有機體，臺灣的農村在濁水溪以南以何種村落為多？

（1）聚村 （2）散村 （3）過渡村 （4）自然村

16 、泰雅族的祖靈祭，約在何時舉行？

（1）六月下旬左右 （2）八月下旬左右 （3）十月下旬左右 （4）十二月下旬左右

17、 臺灣傳統建築裝飾題材上，南瓜代表什麼意義？

（1）多福（2） 多壽（3） 多男子 （4）多子多孫

18、 臺灣歷史上所稱為笨港的地方，現稱為：

（1）東港 （2）西港 （3）南港 （4）北港

19 、下列何者為最早興建的古蹟？

（1）紅毛城（2）赤崁樓 （3）安平古堡 （4）億載金城

20、 宋朝，是中國瓷業最盛的時代，官民窯都很發達，外銷國外最早與最廣的，出於何者？



（1）鈞窯 （2）汝窯 （3）官窯 （4）龍泉窯

21、 下列何者享有「黑色溫泉」之稱？

（1）北投溫泉 （2）谷關溫泉 （3）關子嶺溫泉 （4）四重溪溫泉

22、 國有森林遊樂區中何處可以觀賞櫻花鉤吻鮭？

（1）內洞國家森林遊樂區 （2）武陵國家森林遊樂區

（3）溪頭國家森林遊樂區 （4）阿里山國家森林遊樂區

23、 陽明山在過去稱為草山，主要原因為何？

（1）種滿牧草                   （2）森林大火後，無法復原，而呈現草原景象

（3）早年是提供草製品原料的產地 （4）原住民部落

24、 已設立的國家公園中，那一個最早成立？

（1）墾丁國家公園 （2）玉山國家公園 （3）陽明山國家公園 （4）太魯閣國家公園

25 、下列何種活動對同一類型的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最大？

（1）健行 （2）負重健行 （3）家庭露營 （4）團體露營

26 、淡水紅毛城是北臺灣相當著名的景點，它是屬於何種景觀？

（1）自然景觀 （2）人文景觀 （3）意向景觀 （4）複合景觀

27 、下列何者為有效留住優秀志工解說員，以解決人力不足問題的最有效制度？

（1）福利制度 （2） 申訴制度 （3）懲罰制度 （4）考核制度

28、 臺灣傳統建築裝飾題材上，常用的避邪圖案為何？

（1）蝙蝠 （2）石敢當 （3）柿子 （4）螭虎

29 、城門額上落款的年代往往代表什麼意義？

（1）奠基開工的年代 （2）竣工完成的年代  （3）整修完工的年代  （4）改建時的年代

30 、最早散居日月潭畔之原住民是那一族？

（1）阿美族 （2）鄒族 （3）邵族 （4）曹族

31、 下列何者為觀賞台灣珍貴稀有一葉蘭之國家森林遊樂區？

�（1）太平山森林遊樂區 （2）八仙山森林遊樂區  （3）阿里山森林遊樂區 （4）墾丁森林遊樂區

32、 義民爺崇拜是台灣那一族群的獨特信仰？

�  （1）漢民族 （2）平埔族 （3）客家�（4）泰雅族

33 、台灣戲曲中的南北管是那一個地方的文化藝術代表？

�（1）台南 （2）彰化�（3）嘉義�（4）雲林

34 、下列那一個是台灣最早開墾的鹽田？

�  （1）北門鹽場 （2）安順鹽場 （3）七股鹽場 （4）台南鹽場

35、 台南市安平區的「億載金城」係何人所建？

�（1）荷蘭人�（2）鄭成功 （3）沈葆楨 （4）劉銘傳

36、 台灣著名的「草嶺古道」位於：

�  （1）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區 （2）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3）玉山國家公園 （4）墾丁國家公園

37 、台澎地區最早的媽祖廟為：

�  （1）開基天后宮�（2）鹿耳門天后宮�（3）鹿港天后宮 （4）澎湖天后宮

38、「春天看海港，夏天看山頭」，為九份居民的天氣口訣。此為下列何種解說內容選材？

�   （1）引述具體事實 （2）用例子和軼事 （3）採用比較及對比 （4）借用歷史故事

39 、台灣歷史上稱為噶瑪蘭的地方，現稱為：



�  （1）宜蘭 （2）三芝 （3）士林 （4）金山

40、 生茶與熟茶的區別是：

�  （1）採茶的季節 �        （2）採茶的時間

（3）茶葉焙火的輕重程度 �（4）茶葉用熱水泡開的時間長短

41、 竹竿祭是原住民中那一族最隆重的祭典？

�  （1）魯凱族 （2）卑南族 （3）鄒族 （4）排灣族

42、 以黥面及精湛的織布技術聞名的原住民族為：

� （1）阿美族�（2）泰雅族 （3）魯凱族 （4）布農族

43、下列何處為黑面琵鷺在台灣最主要的覓食地區？

（1）客雅溪 （2）濁水溪口 （3）清水溪口 （4）曾文溪口

44、 評估解說效益的項目，包括：解說內容、解說員表現以及：

�  （1）趣味性 （2）輔助器材使用 （3）時間控制 （4）遊客反應

45、 解說員使用下列那一種解說方式，最能夠讓遊客留下深刻的印象？

�  （1）自我感受 （2）專題演說�（3）角色扮演（4）內容教導

46、 為了感受巴黎的浪漫而參加其城市旅遊，這是屬於何種動機？

�（1）情緒的 （2）狀態的 （3）自我發展的 （4）生理的

47、出國所需證件為何?（1）身分證 （2）護照  （3）健保卡  （4）駕照

48 、想了解臺灣紫斑蝶越冬的特殊生態，可以在那一處國家風景區欣賞？

�（1）墾丁國家風景區 （2）茂林國家風景區

�（3）參山國家風景區 （4）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49、 泰雅族以紋面著名，女性必須具備何種能力才有資格在臉上刺青？

� （1）生育的能力 （2）炊食的能力 （3）織布的能力 （4）出草的能力

50、 金門地區之宗族觀念深厚，聚落社會多為同姓宗族所形成，並以宗祠為中心，以下何者為其代表？�

    （1）珠山的李氏 （2）水頭的黃氏 （3）南北山的邱氏 （4）山后的蔡氏

51、 國立故宮博物院銅器的種類中，那一種是屬於酒器？

�  （1）鼎 （2）角 （3）匜 （4）鬲

52、 澎湖四面環海，有相當多傳統的漁業活動，其中那一種是「珊瑚礁棚漁業文化」的特色之一？

�  （1）牽罟 （2）抱墩 （3）石滬 （4）定置網

53、 客家建築強調家神祖先信仰，下列那一個代表了傳統的客家建築？

�  （1）佳冬蕭屋 （2）新竹竹塹城 （3）社口林宅 （4�北埔慈天宮

54 、在臺灣廟會中不可或缺的要角之一「宋江陣」，在古時候其性質類似今日的何種組織？

�  （1）警察 （2）憲兵隊 （3）軍隊 （4）藝工隊

55 、目前臺灣人數最少的原住民族是那一族？

�  （1）鄒族 （2）邵族�（3）雅美族 （4）太魯閣族

56 、卑南文化遺址是屬於那一項文化？

�  （1）布農族文化 （2）卑南族文化 （3）舊石器文化 （4）新石器文化

57、 臺南安平地區的避邪物為何？

�  （1）八卦 （2）石敢當 （3）風獅爺 （4）劍獅



58 、我國第十三座國家風景區為：

�  （1）茂林國家風景區�（2）西拉雅國家風景區

�  （3）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4）棲蘭國家風景區

59 、大霸尖山位於那二個縣之間？

� （1）桃園與新竹�（2）新竹與苗栗�（3）臺中與南投�（4）南投與嘉義

60、 根據礦物學上的分類，玉可分為硬玉與軟玉，下列何者屬於硬玉？

�  （1）輝石類�（2）閃石類�（3）臺灣玉�（4）貓眼石

61、 清朝時期臺北有五個城門，通稱東門的，原名稱為：

�  （1）景福門�（2）寶成門�（3）麗正門�（4）承恩門

62、在解說資源中，有關指示史前生命及其演進發展的地層，是屬：

�  （1）地質景觀�（2）生物景觀�（3）人類歷史�（4）藝術創作

63、臺灣歷史上稱為打貓的地方，現稱為：

�  （1）嘉義�（2）高雄�（3）民雄�（4）大林

64、位於臺東縣且為臺灣最早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是：

�  （1）八仙洞遺址�（2）都蘭遺址�（3）小馬洞穴遺址�（4）龍坑遺址

65、下列何者為臺灣最早創建的媽祖宮？

�  （1）北港朝天宮�（2）新港奉天宮�（3）澎湖天后宮�（4）彰化媽祖宮

66、下列何者為清朝時期第一位主張在臺灣興建鐵路？

�  （1）沈葆楨�（2）劉銘傳�（3）丁日昌�（4）李鴻章

67、基隆二沙灣礮台，當時是為防禦何人入侵臺灣而建造？

�  （1）荷蘭人�（2）西班牙人�（3）英國人�（4）日本人

68、盛行於臺灣西南沿海，其原始意義為送瘟神出海的是那一祭典？

� （1）放水燈�（2）放天燈�（3）燒王船�（4）出草祭

69、臺灣客家族群的習俗傳承是不可任意丟棄字紙，需拿到那裡焚燒，以利子孫學業精進？

�  （1）珈雅瑪涼亭�（2）敬字亭�（3）聖蹟亭�（4）醉翁亭

70、早期在金門，經商有成的華僑為保護身家財產而構築有防禦能力的槍樓，其中何者最具代表性？

�  （1）得月樓�（2）蔡開盛宅�（3）十宜樓�（4）莒光樓

71、臺灣傳統建築裝飾題材上的圖案，松鼠是用以祈求什麼？

�  （1）五穀豐收�（2）多子多孫�（3）祈求吉慶�（4）多福多壽

72、國立故宮博物院銅器中的散氏盤銘文所記載的內容是：

�  （1）祭祀文�（2）正疆土的契約文

�  （3）物勒工名文�（4）保國衛民功勳紀念文

73、 瑪雅斯比（Mayasvi）是原住民那一部落中最神聖的祭典？

�   （1）布農族�（2）卑南族�（3）賽夏族  （4）鄒族

74、「台基」是一座廟建築的基座，台基上有柱子，柱子底下有柱珠，一般柱珠上的石柱以何種雕刻居多？

�  （1）眾神�（2）獅子�（3）老虎�（4）龍

75、二十四節氣中，第一個節氣是什麼？

�  （1）雨水�（2）立春�（3）春雷�（4）穀雨

76、臺灣那一鄉鎮約有 150 組總舖師，為全國之冠，每五戶鄉民即有一戶人家是靠辦桌維生？

�  （1）內門鄉�（2）大內鄉�（3）楠西鄉�（4）卑南鄉

78、下列何者在臺灣舊地名上有「阿猴」（Akauw）之稱？



�  （1）宜蘭�（2）新竹�（3）屏東�（4）恆春

79、清朝時期臺北有五個城門，通稱西門的，原名稱為：

�  （1）景福門�（2）寶成門�（3）重熙門�（4）麗正門

80、蘭嶼島中那一族蘊育著豐富的原住民文化？

�  （1）阿美族�（2）達悟族�（3）卑南族�（4）布農族

81、每年國慶期間，準時來臺共度光輝十月的候鳥為：

� （1）黑面琵鷺�（2）八色鳥�（3）灰面鷲�（4）伯勞鳥

82 、臺灣原住民族在語系上是屬於那一種？

� （1）印歐語系�（2）馬來語系�（3）南島語系�（4）南亞語系

83、臺灣暨各縣市觀光旗艦計劃草案中，高雄市旗艦觀光景點為：

�  （1）壽山公園�（2）旗津�（3）英國領事館�（4）愛河風情

84、下列臺灣各縣市媽祖宮中，何者為一級古蹟？

�  （1）大甲鎮瀾宮�（2）新港奉天宮�（3）北港朝天宮�（4）澎湖天后宮

85、 旅遊行銷部門可採用下列何種方式降低消費者購後不滿意？

�   （1）提供申訴管道�（2）大作廣告�（3）增加銷售人員�（4）多參加旅展

86 、依據旅行業品質保障協會調處旅遊糾紛地區分類統計顯示，國人出國旅遊最容易產生旅遊糾紛的地

     區為：（1）歐洲� （2）東南亞�（3）紐澳�（4）東北亞

87 、旅客中若有未滿十二歲之兒童，則下列何者錯誤？

�  （1）小孩適應較成人佳，不易發生中暑

�  （2）小孩在低溫下較成人易失溫

�  （3）飛機起降時，可使嬰幼兒吸奶嘴，以減緩不適

�  （4）小孩若於旅行時發生腹瀉，須留意是否有脫水現象，隨時補充水分

88、為協助旅客調整時差，下列措施何者不正確？

�  （1）讓其先小睡 2～4 小時�（2）食物中以強化蛋白質為主

�  （3）調控燈光明暗�（4）使用退黑激素協助

89、 交通部觀光局每年元宵節舉辦的燈會，目前已定名為：

    （1）元宵燈會  （2） 臺北燈會   （3）高雄燈會   （4）臺灣燈會

90、 政府自何時起實施國民旅遊卡制度？

    （1）89 年 1 月 1 日   （2）90 年 1 月 1 日   （3）91 年 1 月 1 日   （4）92 年 1 月 1 日

91、 政府自何時起實施周休二日？

    （1）89 年 1 月 1 日   （2）90 年 1 月 1 日   （3）91 年 1 月 1 日   （4）92 年 1 月 1 日

92、 國內最大的「觀光遊憩建設 BOT 案」，位於：

    （1）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2）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

    （3）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4）澎湖國家風景區

93、 下列何者為交通部觀光局實施旅館定期檢查之對象？

    （1）�民宿 �（2）一般旅館

    （3）�臺灣省之一般觀光旅館 �（4）臺北市之一般觀光旅館

94、 觀光客倍增計畫所列新興套裝旅遊路線及新景點中，「國家花卉園區」是設在何處？

    （1）彰化縣田尾 �（2）彰化縣溪州 �（3）南投縣埔里 �（4）南投縣國姓

95、 為實現「全球眼中有臺灣」的觀光願景，下述何者錯誤？



  �（1）建立對國際觀光客友善的旅遊環境 �（2）開創臺灣國際觀光品牌新形象

  �（3）對目標市場研擬配套行銷措施 �（4）鼓勵國人出國觀光旅遊

96、 有關交通部觀光局建置之觀光旅遊巴士系統，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1）以「寶島之星」名稱，設計觀光旅遊巴士標誌，依法申請服務標章

  �（2）輔導由旅行業者包裝設計具品牌形象之優質觀光巴士旅遊產品

  �（3）目前全臺灣北、中、南、東部均有觀光巴士旅遊產品

  �（4）建置有臺灣觀光巴士專屬網頁

97、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建置之旅遊資訊服務中心識別標誌符號為何？

  �（1）？ �（2）I �（3）Q �（4）i 

98、 團體行程延誤，無法準時到達旅館住宿，導遊應如何處理？

� （1）依正常速度抵達旅館即可，不必另行聯絡

�  （2）打電話給旅館，告知到達時間，並先取得房號，以利先分配房間，縮短等候時間

�  （3）請旅行社業務人員先至旅館辦理 check in

�  （4）請司機加快速度，儘速抵達為要

99 、帶團住宿旅館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  （1）若浴室有兩套馬桶時，其中一個與普通馬桶不同的是男士專用的尿池

�  （2）旅館的逃生門一般是可往內及往外雙向開

�  （3）房內電話若有信號燈且閃爍不停，表示有電話留言

�  （4）旅客若自備電器如電茶壺，只要準備適當的變壓器，即可使用旅館內的插座於房

100、 對年長的客人特別關懷其每餐飲食的表現，是屬於服務的那項構面？

�   （1）信賴性 �（2）反應性 �（3）情感性 �（4）確實性

101、參加音樂會或欣賞歌劇表演時，何時拍照較為適宜？

�  （1）終場時 �（2）表演開始時 �（3）中場休息時 �（4）表演中

102、 外出旅遊時，領隊及導遊均應提醒旅客保護財物，下列敘述何者恰當？

�   （1）可委託較細心的團員代為保管 �（2）可委託領隊或導遊代為保管

�   （3）建議將貴重物品存放旅館的保險箱 �（4）可委託遊覽車司機代為保管

103、 飛機即將迫降或其他危急時，旅客應如何自處？

�   （1）先將貴重物品及證件收好，再扣緊安全帶

�   （2）扣緊安全帶，全身用力抱頭，以防硬物撞擊

�   （3）趕快移至主翼旁較安全的位子

�   （4）扣緊安全帶，彎腰抱頭，身心完全放鬆，靜待下一步可能發生的狀況

104 、 生態旅遊中，需要避免的行為是：

     （1）殘殺稀有動物 （2）尊重當地居民之民俗文化

     （3）推行環境生態保育理念 （4）重視地球的不可回覆性

105、 於生態區賞鯨時，下列有關其應注意的安全守則中，何者錯誤？

     （1）賞鯨船之駕駛人或助手，應安排乘客座位或活動位置

     （2）乘客在非經允許的情況下，不得在船上任意移動

     （3）距離鯨豚 200 公尺即應減至無浪速度；50 公尺時，應減至怠速

     （4）超過一艘以上時，應盡可能在同側並列觀察，確保鯨群前方（180 度弧）行進空間的暢通

106 、一般以身體語言來輔助言語的解說介紹，以人體何種器官的訓練為最首要？



     （1）軀幹 （2）手腳 （3）嘴巴（4） 眼睛

107、 解說時下列何者非為麥克風使用的正確動作？

     （1）面向觀眾（2）音速放慢（3）調整前後座音量 （4）說、停皆不離嘴

108、 真正具有溫馨效果的解說是因為解說員具備何種特質？

     （1）口才流利 （2）專業知識豐富 （3）充滿愛心與細心 （4）活潑大方

109、 解說過程中，與團體溝通言詞內容應如何，才能讓團友易懂？

     （1）富有趣味性 （2）目的性明確 （3）清新脫俗雋永 （4）行雲流水一氣呵成

110 、下列何者為解說人員最應具備之特質？

     （1）忍耐力 （2）組織力 （3）想像力 （4）親和力

111 、 解說接待人員，若遇緊急事故發生，其處理態度以何者為最優先？

     （1）冷靜沉著，救護應變 （2）追究責任 （3）通報主管 （4）尋求支援

112、 室外環境教育的解說教學，以何種方式為最具效益？

     （1）模擬教學 （2）小組討論 （3）媒體教育 （4）重點說明

113、 為讓團友能放鬆的於戶外參觀，熟悉園區之領團者一定要在出發前宣佈那一項的園區服務設施？

     （1）用膳點 （2）藝品店 （3）洗手間 （4）座椅區

114、 解說員在策劃戶外解說教學活動時，首應注意的是什麼事？

     （1）活動樂趣（2）活動地點 （3）活動人數（4）活動目標

115 、 下列有關賞螢的敘述，何者錯誤？

     （1）每年的 9 月到 11 月是臺灣賞螢最佳的時節 （2）大雨的夜晚不適合賞螢

     （3）月圓的夜晚不適合賞螢（4） 陰天時不適合賞螢

116、 請問臺灣民眾目前前往大陸旅行探親，所持的通行證件為何？

     （1）大陸僑胞通行證 （2）臺胞證

     （3）中華民國身分證 （4）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117、 旅遊時，與同遊者一起運動，下列敘述何者較不適當？

�   （1）做什麼運動要穿什麼服裝�（2）可隨意向同行者借球具

�   （3）球賽前先說明清楚比賽規則�（4）交談時，以融洽話題為原則

118、 飯店的行李員為你服務時，下列何種小費給法最適當？

�   （1）禮物�（2）現金�（3）禮券�（4）代用券

119、 房客使用旅館的游泳池時，下列敘述何者恰當？

�   （1）要有戴泳帽的習慣�（2）要記得戴蛙鏡�（3）戴著房間的浴帽�（4）付游泳費用

120、 外出旅遊時，導遊提醒旅客保護財物最正確之方法是：

     （1）託交領隊保管 （2）託交同團比較細心的團員保管

     （3）將財物分散，放置于身體各處 （4）存放旅館的保險箱

121、台灣歷史地名『打狗』為現今哪個城市

     （1）台北  （2）台中  （3）台南  （4）高雄

122、 有關旅館安全之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1）不要在房間內烹食 （2）不使用耗電量大的電器

     （3）溼衣服放在燈罩上較快乾 （4）睡覺前不要在床上吸菸

123、 當十層樓之旅館七樓餐廳發生大火，位在五樓住宿之房客，該如何反應？

�   （1）以溼毛巾掩住口鼻以防嗆到，以低姿勢逃離

�   （2）因有毒氣體集中於地面30 公分以下，不可以低姿勢逃離



�   （3）可考慮攀爬或跳樓

�   （4）找逃生梯往頂樓尋找救援

124 、下列有關水上活動所應採取的防護措施中，何者不正確？

�   （1）雷雨天不宜下水 �（2）飯後30 分鐘才可下水 �

   （3）18～24 週孕婦不宜下水 �（4）黃昏不宜下水

125、一般產險公司的「旅遊不便險」是指：

  �（1）醫療保險 �（2）車體損失險 �（3）行李遺失險 �（4）意外死亡險

126、在海域進行活動時，所穿著之救生衣，應以下列那種顏色為正確？

�  （1）鮮黃色 �（2）綠色 �（3）純白色 �（4）水藍色

127、有關OVERSEAS EMERGENCY ASSISTANCE 簡稱OEA，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  （1）海外急難救助服務計畫

�  （2）目前國內此項服務係透過與銀行組織的簽約合作

�  （3）實際受惠對象是保險公司的保戶或信用卡持卡人

�  （4）OEA 服務內容中，在法律方面包括有代聘法律顧問、協助遺體或骨灰運回等內容

128、 若遇巴士在路途中拋錨，下列何者為不當處置？

   �（1）讓團員下車活動筋骨

�   （2）儘速通知當地代理旅行社（LOCAL AGENT）或巴士公司調派另車接替

�   （3）避免旅客不安，耐心安撫旅客

�   （4）請司機放置故障標示，以免後車追撞

129、 有關旅館發生火災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   （1）根據統計資料，國內外旅館發生火災時，造成旅客傷亡最大因素是濃煙，被火燒死者卻是少數

�   （2）同一層樓僅出現少數煙，可以濕毛巾掩口鼻，外出尋找出路

�   （3）外出遇濃煙迎面吹來，應立即趴下，以貼地匍匐前進方式，沿著牆壁前行

�   （4）如當時已濃煙密佈，仍應先查看火源，再以濕毛巾掩著口鼻，儘速離開房間逃生

130、 下列有關地震的求生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1）地震時要躲在牆腳下，避免被墜落物打傷

     （2）地震時與地震後不可使用電梯

     （3）地震時如果正好在公共場所應保持鎮定，先就地避難，以免被人群推擠踐踏造成傷害

     （4）地震時如果正好在火車上，乘客應迅速逃離，向空曠地疏散

131、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陽明書屋內為何不准拍照？

     （1）怕破壞古物的收藏 （2）有違藝術品的智慧財

     （3）會影響解說動線 （4）有保護罩會反光，拍不起來

132、遭遇水母叮咬後，下列何者是錯誤的緊急處理？

     （1）以淡水清洗傷口 （2）以酒精擦拭傷口 （3）以醋擦拭傷口 （4）以尿液沖洗傷口

133、 班機遇下列何種狀況無法按既定航程起飛時，航空公司應負責團體的善後事宜？

�   （1）暴風雪，天候太差 �（2）發生戰亂 �（3）因航空公司本身原因 �（4）政治暴動

134、 山路坍方時，遊覽車所宜採取之最周密且最安全的緊急措施為何？

�   （1）不須判斷情況，立即返途

�   （2）請旅客下車步行通過

�   （3）停車後，導遊會同駕駛員，實地勘察狀況，聯絡治安單位協助，再決定返途或等待通過

� （4）旅客不下車，看前車沒事通過，也跟著通過



135、旅途中發生地震時，最重要的是要保持冷靜，下列何者不是應遵守的原則？

  （1）在室內，不要使用蠟燭、火柴或其他易燃物

�  （2）設法躲到桌子底下

�  （3）在室外，遠離建築物、電線與樹木

�  （4）開車時，在安全的前提下將車子開到路邊，然後留在車內

136、若出現高山症之症狀，處置下列何者不適當？

�  （1）請團員喝大量熱水 �（2）請團員不做劇烈運動 �

   （3）請團員不要暴飲暴食 （4）儘可能保持身體溫暖

137、在嚴寒地區旅遊，凍瘡時，不可：

�   （1）將患部放入能忍受逐漸加熱的水中 �（2）除去束縛物：如戒指、手錶等

�   （3）在患部熱敷 �（4）揉搓或按摩患部

138、關於搭機注意事項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   （1）飲食宜清淡 �（2）長途飛行，為求機上良好睡眠，在機上應多喝紅酒、白酒

�   （3）每隔一段時間站起來走走，伸展四肢 �（4）穿著輕便服裝

139、 當團員發生食物中毒且神智清醒時，導遊應如何緊急處置？

    （1）為爭取時間，趕快送醫為要

    （2）先給患者大量喝水並催吐然後送醫

    （3）問明可能之中毒因素，收集可能致毒物或嘔吐物等一起送醫

    （4）讓患者喝牛奶以中和毒性再送醫

140、 搭飛機碰到緊急狀況，機長宣布要迫降時，下列何者為旅客應採取之適當準備動作？

    （1）先找好離機艙出口較近的位子，以便逃離時較方便

    （2）扣緊安全帶，彎腰抱頭，全身放鬆

    （3）扣緊安全帶，彎腰抱頭，全身緊繃做好防撞的準備

    （4）雖要扣住安全帶，但不能綁太緊以防緊張中無法放開

141、 發生休克時，處理的原則何者不正確？

�   （1）保暖患者，但勿使患者體溫過高 �（2）控制或解除引發休克原因

�   （3）患者平躺抬高腳部約20～30 公分 �（4）頭部外傷者給予水分補充

142、 旅客小腿抽筋時，先將傷患腿打直，再作下列何種處理為最恰當？

�   （1）使脚掌左右迴轉，按摩抽筋部位

�   （2）使脚掌向上，向身體方向輕推，按摩抽筋的肌肉

�   （3）使脚掌向下，向身體方向輕推，按摩抽筋的肌肉

   �（4）使脚掌向上，脚根向身體反方向輕拉

143、旅客曬傷時，應先將傷患移到陰涼處，再將受傷部分作下列何種急救措施？

�   （1）用溫水敷�（2）浸在溫水中�（3）浸在冷水中�（4）用熱水敷

144、旅程中，團員遭受蜂類螫傷，下列何種處理最不適宜？

�  （1）用消毒的針或小刀挑出螫刺�（2）用清水沖洗被螫傷的皮膚

�   （3）局部熱敷�（4）儘速送醫

145、 乘坐郵輪的安全須知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1）旅客一定要參加安全講習 （2）需知道自己所分配的救生艇位置

    （3）靠近欄杆照相或看海景時，要特別小心 （4）隨時穿著救生衣

146、如何防範旅行支票被竊或遺失？



    （1）交予領隊代為保管即可

    （2）在支票上、下二款均予簽名，確認支票所有權

    （3）在上款簽名後，與原匯兌收據分開存放，妥予保管

    （4）使用旅行支票時，以英文簽名，較為通用、方便

147、旅客出國旅遊時，會採取事先預約、委託旅行社辦理。此為符合馬斯洛（Maslow）需要

     層次理論的那一個階段？

�  （1）安全感需求 �（2）自我實現需求 �（3）生理需求 �（4）歸屬感需求

148、 關於導遊或領隊人員執行業務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  （1）導遊或領隊人員於旅客生病時，應立即送請醫生診治

�  （2）導遊或領隊人員為安全起見，應代旅客保管護照證件

�  （3）護照遺失時，導遊或領隊人員應即向當地治安機關報案

�  （4）觀光專業知識，是導遊或領隊人員接待服務必要之條件

149、下列何種人較不適合搭飛機？

�   （1）婦女懷孕三十週者�（2）做眼球手術後一個半月者

�   （3）三週內剛發生心肌梗塞者�（4）兩天前去潛泳者

150、 下列何者為從事旅遊服務最應具備之特質？

     （1）忍耐力 （2）組織力 （3）想像力 （4）親和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