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年專技普考 
領隊⼈人員試題

科⺫⽬目：領隊實務(⼆二) 01

類科：外語領隊⼈人員

⾮非讀不可 FIEB



※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
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80題，每題1.25分 
，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
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
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10題



1.未經領隊⼈人員考試及訓練 
   合格⽽而執⾏行領隊業務者， 
   依發展觀光條例應受何種 
   處罰︖？ 
A. 罰⾦金  
B. 罰鍰  
C. 限制出境  
D. 停⽌止執業 1 個⽉月

解析



2.為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     
   旅⾏行業有何項情事，中 
   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之︖？ 
A. 經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除會  
B. 合併 
C. 地址變更  
D. 保證⾦金被法院扣押 

解析



3.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 
   下列何種情形觀光產業 
   不須繳回觀光專⽤用標識 
   ︖？ 
A. 受停⽌止營業之處分  
B. 受廢⽌止營業執照之處分 
C. 受廢⽌止登記證之處分  
D. 暫停營業

解析



開運寶物運勢如虹筆筒

原價3 6 8 8   6期0利率  每期3 6 5元  

特價2 1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65231709


4.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經 
   營下列那⼀一⾏行業應依規定 
   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 
   保險︖？ 
A. 觀光旅館業  
B. 旅⾏行業  
C. 觀光遊樂業  
D. 民宿業  

解析



5.下列何者非屬依據發展 
   觀光條例所授權核發之 
   證照︖？ 
A. 導遊⼈人員執業證  
B. 旅⾏行業執照 
C. 主題遊樂園機械遊樂設

施使⽤用執照  
D. 民宿登記證

解析



6.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觀光旅館業得附設會議場

所及商店 
B. 觀光產業之綜合開發計畫，

由觀光局擬訂，報交通部
核定 

C. 旅⾏行業區分為綜合、︑甲種
及⼄乙種 

D. 為維護風景特定區內⾃自然
及⽂文化資源之完整，在該
區域內之任何設施計畫，
均應徵得該管主管機關之
同意

解析



開運⾵風⽔水寶物招財⽜牛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3 2元  

特價2 5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66719420


7.發展觀光條例所謂之觀 
   光遊樂設施是指在下列 
   那⼀一地區提供觀光旅客 
   休閒、︑遊樂之設施︖？ 
A.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B. 風景特定區 
C. 森林遊樂區  
D. 國家公園

解析



8.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有關 
   旅⾏行業繳納保證⾦金之規定， 
   下列何者錯誤︖？ 
A. 旅⾏行業者繳納保證⾦金之⾦金額

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B. 旅客對旅⾏行業者，因旅遊糾

紛所⽣生之債權，對保證⾦金無
優先受償之權 

C. 旅⾏行業未依規定繳⾜足保證⾦金，
主管機關將通知其限期繳納 

D. 中央主管機關得因旅⾏行業未
繳納保證⾦金，⽽而廢⽌止其旅⾏行
業執照

解析



9.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 
   旅⾏行業以電腦網路經營旅 
   ⾏行業務者，其網站⾸首⾴頁應 
   載明規定事項，並報請何 
   單位備查︖？ 
A. 經濟部商業司  
B. 交通部觀光局 
C. 當地縣市政府觀光機關 
D.  當地旅⾏行業同業公會

解析



開運⾵風⽔水寶物財神爺

原價4 5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9 8元  

特價2 9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66789966


10.依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 
     ，甲種旅⾏行業代理綜合 
     旅⾏行業為招攬國外團體 
     旅遊，其旅遊契約書應 
     以那家旅⾏行業的名義與 
     旅客簽定︖？ 
A. 甲種旅⾏行業  
B. 綜合旅⾏行業  
C. 兩家擇⼀一皆可  
D. 派遣領隊旅⾏行業為主

解析



1. B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9條規
定：「未依第三⼗〸十⼆二條規
定取得執業證⽽而執⾏行導遊
⼈人員或領隊⼈人員業務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執
業。︒」故選B。︒

回到題⽬目



2. D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43條規定：
「為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旅
⾏行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公告之：⼀一、︑保證
⾦金被法院扣押或執⾏行者。︒⼆二、︑
受停業處分或廢⽌止旅⾏行業執照
者。︒三、︑⾃自⾏行停業者。︒四、︑解
散者。︒五、︑經票據交換所公告
為拒絕往來⼾戶者。︒六、︑未依第
三⼗〸十⼀一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
險或責任保險者。︒」故選D。︒

回到題⽬目



3. D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41條第3
項規定：「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或民
宿經營者，經受停⽌止營業
或廢⽌止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之處分者，應繳回觀光專
⽤用標識。︒」故選D。︒

回到題⽬目



4. B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31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觀光旅
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
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於
經營各該業務時，應依規定
投保責任保險。︒旅⾏行業辦理
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
應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故選B。︒

回到題⽬目



5. C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32條(導
遊⼈人員執業證)、︑第26條(旅
⾏行業執照)、︑第25條(民宿登
記證)規定，故選C。︒

回到題⽬目



6. B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7條第1
項規定：「觀光產業之綜
合開發計畫，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實施。︒」故選B。︒

回到題⽬目



7. B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6
款規定：「六、︑觀光遊樂
設施：指在風景特定區或
觀光地區提供觀光旅客休
閒、︑遊樂之設施。︒」故選
B。︒

回到題⽬目



8. B                 
解析：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30條第2
項規定：「旅客對旅⾏行業
者，因旅遊糾紛所⽣生之債
權，對前項保證⾦金有優先
受償之權。︒」故選B。︒

回到題⽬目



9. B                 
解析：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2條第1項
規定：「旅⾏行業以電腦網路經營
旅⾏行業務者，其網站⾸首⾴頁應載明
下列事項，並報請交通部觀光局
備查：⼀一、︑網站名稱及網址。︒⼆二、︑
公司名稱、︑種類、︑地址、︑註冊編
號及代表⼈人姓名。︒三、︑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號碼及聯絡⼈人。︒四、︑
經營之業務項⽬目。︒五、︑會員資格
之確認⽅方式。︒」故選B。︒

回到題⽬目



10. B                 
解析：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7條
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 
甲種旅⾏行業代理綜合旅⾏行
業招攬第三條第⼆二項第五
款業務，或⼄乙種旅⾏行業代
理綜合旅⾏行業招攬第三條
第⼆二項第六款業務，應經
綜合旅⾏行業之委託，並以
綜合旅⾏行業名義與旅客簽
定旅遊契約。︒」故選B。︒

回到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