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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華語領隊人員、外語領隊人員 

科  

考試時間：1小時 

 

  下列何者最不像是典型急性闌尾炎腹痛的表現？ 

先上腹痛幾小時後轉移至右下腹 先肚臍周圍疼痛幾小時後轉移至右下腹 

右下腹痛 左下腹痛 

  下列何者不是高山症的致命原因？ 

發燒嘔吐 腦水腫  

肺水腫 伴有心肺疾病的呼吸困難 

  對氣喘病患有效的排痰方式，下列何者不適用？ 

平躺仰臥的肌肉放鬆姿勢 採用腹式呼吸  

圓唇吐氣的排痰 姿勢引流及胸腔扣擊震動 

給

分 

 下列何者不是誤食有毒動植物的症狀？ 

發燒 麻木感 腹痛 呼吸困難 

  毒蛇咬傷的處理何者錯誤？ 

保持鎮定，儘可能的辨別毒蛇的形狀、顏色及特徵  

切開傷口，引流毒液  

儘量減少活動  

固定傷肢並使之低於心臟，儘速送醫 

  燙傷後，出現黑色、白色的組織壞死，碰觸時幾乎不痛而有麻木感，屬於第幾度燙傷

？ 

一度 二度 三度 四度 

  旅遊途中如果遇到下列何種情況時，最不適宜將傷患腳部抬高？ 

腳踝扭傷已固定 小腿骨折已固定 暈倒  頭部重傷 

  有關外傷急救處理之措施，下列何者最合適？ 

穿刺傷處理時先將插在傷口異物拔出 肩關節若脫位應直接輕輕推回  

沾滿血液的紗布應掀開檢查並更換 前臂出血不止可在肱動脈加壓 

  至沙烏地阿拉伯旅遊，必須取得下列何種疫苗接種證書，才會獲准入境？ 

霍亂 鼠疫  

登革熱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給

分 

 2010年美國心臟醫學會對於心臟停止急救強調高品質之CPR，成人高品質CPR不包括下

列何者？ 

壓得夠快，壓胸速率每分鐘至少100次  

壓得夠深，壓胸深度為至少5公分或胸廓厚度之三分之一  

用力吹氣，每次至少2秒鐘  

壓胸放開至胸部彈起後，再壓下一次 

  生命徵象不包含下列何者？ 

血糖 心跳 血壓 呼吸 

  預防發生旅遊者腹瀉（travelers’ diarrhea），選擇下列何者食物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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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菜沙拉 加冰塊之現榨果汁  

切好的芒果 尚未剝皮之香蕉或尚未削皮之蘋果 

  甲旅行社管理者要求員工應快速的回應顧客的問題，但卻未說明多少時間內算是快速

。請問甲旅行社容易產生服務缺失的原因為下列那一項？ 

顧客期望與管理者認知的差距  管理認知與服務品質規格間的差距  

服務品質規格與服務傳遞間的差距  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間的差距 

  啟動、指引和維持身體與心理機能，並引導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歷程，稱為

： 

學習 慾望 動機 滿足 

  當一個人去某地旅遊，其距離越遠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且這些代價會讓人心生畏懼

，這是所謂的： 

負面作用 負面知覺 距離摩擦力 旅遊錯覺 

  「旅遊相關業者只能提供最適而無法提供最佳的旅遊商品」，此係說明下列何種行為表

現？ 

效用最大化 市場供需 有限理性 顧客滿意 

  觀光企業利用企業聲望來提示品質水準，使觀光客主觀去認同觀光產品的價格，稱為

： 

信譽訂價技巧 促銷訂價技巧  

整數零數訂價技巧 價格系列訂價技巧 

給

分 

 解說貴在分享而非灌輸。這是解說教育所強調那一領域範圍的學習？ 

情意 認知 技能 誘導 

  旅行社在航空公司主導與推廣下，聯合銷售新的產品或同一旅遊地點，並由聯合出團

之旅行社視狀況擔任團體作業之操作，此屬於下列何種營運方式？ 

    

  在地球環境保護的意識中，那一種現象影響旅遊季節最明顯？ 

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 聖嬰現象（EL Nino）  

臭氧層破洞（Ozone Layer） 女嬰現象（La Nina） 

  領隊執行遊程操作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領隊有帶頭的必要，所以走在最前面，導遊在最後面慢慢解說  

旅遊活動的時候，導遊走在最前面，領隊走在最後面為原則  

領隊與當地導遊都走在最前面，讓團員在後面跟著走為原則  

交由當地導遊帶領團員導覽即可，領隊不需要跟著團隊走全程 

  團體遊程規劃與估價，也須考慮FOC的問題，FOC是指： 

    

  辦妥登機手續後，若超過集合時間1小時，仍有團員未到齊，為了控制團體登機時間，

領隊最妥當的操作技巧是將未到齊的團員之「機票、護照、登機證」等託付下列何種

人員轉交？ 

所搭乘航空公司的櫃台服務人員 在機場送機之任何團員的親朋好友  

該團負責送機的助理服務人員 領隊本身持有 

  領隊在國外帶團遇到團員身體嚴重不適時，安排團員前往醫院診治後，醫生同意團員

歸隊並繼續旅遊行程。下列領隊操作何者正確？ 

平安歸隊表示完全沒問題，因此不需要回報公司增加困擾  

時時對團員表達關心，不需要回報公司，以免增加主管煩惱  

第一時間回報公司，並將後續情況與結果回報公司相關部門  

詢問團員是否要回報公司，尊重團員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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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帶團行程中突遇火山爆發，隔天預計住宿火山附近的旅館受到破壞，景點受到影

響，因安全疑慮而關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了確實遵守團體旅遊契約，領隊仍然必須帶團員按照原定行程計畫前往火山區遊

覽並住宿原先安排的旅館  

為了安全，立即與公司商量更改行程與旅館，所有因改變而產生超過原定費用的部

分，一律向旅客收取支付  

為了安全，立即與公司商量更改行程與旅館，所有因改變而比原定費用節省支出的

部分，則不退還給旅客  

團員如不滿意變更後的行程，可終止契約，並請旅行社先墊付由當地飛回臺灣之機

票費用，並同意返國後立即加息償還給旅行社 

  在英國實施夏令時間下，臺灣與英國相差幾個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國外團體行程安排，除既定的活動外，為了使行程更具彈性也會提供部分自由選擇的

活動讓團員自費參加，此額外自由付費活動之英文稱為： 

   

  

  領隊帶團時，有關自由活動行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由活動期間屬於旅客的個人活動，因此旅客在自由活動時受到意外傷害，責任保

險無法理賠  

雖然是自由活動，但是仍屬於團體旅遊行程的一部分，因此自由活動時生病，責任

保險可理賠  

旅客參加團體旅遊，於自由活動期間受到意外傷害，責任保險可以理賠，但須有必

要單據正本  

自由活動期間必須要有領隊在身邊服務，受到意外傷害時，責任保險在領隊的作證

之下才理賠 

  1993年歐盟成立後，格林威治時間（GMT）即被下列何項全球公認之時間所取代？ 

    

  下列航空組織，何者是以各國政府為主體，所組成的官方組織？ 

    

  搭機旅客入境時，暫存於海關保稅倉庫，離境時再申報提領的行李，稱之為： 

   

ss Baggage   

  旅客攜帶新臺幣出境，若超過限額，應在出境前向下列那個機關申請核准，持憑查驗

放行？ 

財政部國庫署 財政部關務署 中央銀行 經濟部 

  年滿20歲之旅客，攜帶菸酒入境時，下列何項情形已經超過限額，須向財政部關務署

申請辦理課稅？ 

酒類1公升 菸絲2磅 雪茄25支 捲菸200支 

  我國自民國104年5月1日起，調整出境旅客之機場服務費收取標準，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 

每人新臺幣300元，2歲以下減半 每人新臺幣300元，2歲以下免付  

每人新臺幣500元，2歲以下減半 每人新臺幣500元，2歲以下免付 

  1.1TUNG/ JUILINMR 2.1TUNG/SUCHINMS 3.1TUNG/ WUNJINMISS *C6 

4.I/1TUNG/GUANYANGMTSR *I6 

1AA 333 Y 1MAY 3 AAABBB *SS3 0810 1150 SPM /DCAA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106領隊導遊) 

共 8頁 第 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2 BB 555 Y 3MAY 5 BBBDDD *SS3 1410 1630 SPM /DCBB 

3 ARNK 

4 DD 666 Y 5MAY 7 DDDAAA *LL3 1530 1915 SPM /DCDD 

TKT/TIME LIMIT 

TAW N618 26APR 009/0400A/ 

PHONES 

KHH HAPPY TOUR 073597359 EXT 123 MR CHEN-A 

PASSENGER DETAIL FIELD EXISTS - USE PD TO DISPLAY 

TICKET RECORD - NOT PRICED 

RECEIVED FROM –PSGR 0912345678 TUNG MR 

N618.N6186ATW 1917/31DEC12 

根據上面顯示之PNR，占機位旅客人數共有多少位？ 

    

  聯營航線班機或加班機，其航班編號通常使用幾位阿拉伯數字號碼？ 

位數 位數 位數 位數 

  有關包機機票之價格及營運條件，下列敘述何項錯誤？ 

不可在訂位系統中接受一般訂位  限當班當次搭乘  

不可退票  由航空公司自行決定 

  航空餐飲英文代碼，下列何項代表「糖尿病患餐」？ 

    

  旅客於8月1日購買YEE14的旅遊票，並於8月3日開始搭機旅行，該機票之效期到何時

截止？ 

月14日 月15日 月16日 月17日 

  下列何種航空機票，其乘客不占機位？ 

／IN90 ／CD75 ／CH50 ／SD25 

  使用西餐時，下列關於吃麵包的敘述，何者不適宜？ 

不可以自己的刀叉去叉取公用麵包盤之麵包到自己盤中  

吃麵包時，應用手撕成小塊而食之  

避免以麵包沾湯而吃  

麵包塗完奶油後，可將整個麵包直接送入口食之 

  搭機旅客之行李於運送過程中受損，應於旅客取得行李後，最遲幾天內向航空公司提

出書面申訴？ 

    

  紅葡萄酒含有單寧酸，較適宜搭配下列何項食物？ 

魚類 貝類 紅肉 白肉 

  下列何項是一般介紹的原則？ 

將女士介紹給男士 將年輕者介紹給年長者  

將團體介紹給個人 將主人介紹給賓客 

  關於餐桌禮儀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每一排3桌（含）以上之宴會中，離講台最近且排在最右邊的為主桌  

默默的各吃各的是極失禮的行為  

入座順序應依行動不便者→小孩→女士→長者→男士之順序  

座位以左為尊，男女主人比肩而坐，女應坐在男的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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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式信函之正確摺法為： 

四摺 三摺  

對摺 先對摺再向上摺三分之一 

  前往國外遊學，為了節省旅費，選擇當地寄宿家庭，下列何種行為較不適宜？ 

用餐之後，應該主動幫忙收拾、清洗餐具，以示禮貌  

使用洗衣設備清洗衣物時，應事先告知，並徵得屋主同意  

放學或週末帶朋友回來時，應事先告知，並徵得屋主同意  

屋主電話鈴響時，宜主動幫忙接聽應答，以示禮貌 

  搭乘飛機時，下列何項可置於隨身行李中？ 

水果刀 手機 漂白水 氧氣罐 

  住宿飯店時，下列那一種行為最不適當？ 

將使用過的毛巾摺回原狀  

將濕衣服掛在浴室內的曬衣繩上  

淋浴時要將浴簾放在浴盆內  

踏腳墊可放在浴室門口，避免弄濕房間地毯 

  男士在正式場合穿著西裝，應如何搭配才合乎禮儀？ 

配戴領帶、鑰匙圈、手錶及皮帶  

宜著深色襪子  

襯衫顏色以淺色為主，袖口不可超過西裝  

可穿著深色的休閒鞋 

  旅客到峇里島旅遊，住宿五星級飯店，使用游泳池時，下列何種情形最不恰當？ 

兒童未滿6歲，可以穿內衣褲進入游泳池游泳  

泳畢換好衣服後，不可到泳池畔洗腳穿鞋  

無垃圾桶時，垃圾應自行帶走  

使用更衣室須排隊，使用完畢應收拾乾淨 

  下列何項為房客退房時，允許帶走的物品？ 

毛巾、睡衣 吹風機、熨斗 洗髮精、肥皂 熱水瓶、茶具 

  在旅途中如果不幸有旅客死亡時，下列何者為不適當之處理方式？ 

先取得醫師開立之死亡證書  

因事故死亡者應報案，並取得法醫及警方開立之證明文件  

帶團人員應立即請求將遺體火化，以免影響後續行程  

死者之遺物要有第三者在場證明下點交清楚，以便日後可點交，發還死者家屬 

  關於OEA（Overseas Emergency Assistance）海外急難救助服務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領隊安排旅客入院治療，出院前應通知救援中心，方能獲得保險公司提供的救援服

務  

代尋並轉送行李是旅遊方面服務內容  

遇不可抗力之事由，如罷工而延誤或無法進行救援，保險公司及救援中心須負法律

責任  

遺體或骨灰運回是法律方面服務內容 

  甲旅行社美西團因途中發生車禍，團員中有人不幸死亡，旅行社幫忙其家屬辦理前往

美國處理善後，根據民國106年1月3日修正發布之旅行業管理規則，旅行業投保之責任

險，所必需支出之費用在新臺幣多少元範圍內，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萬 0萬 萬 萬 

  林領隊帶團前往馬來西亞神山旅遊，有一位陳姓旅客不慎跌倒骨折，林領隊告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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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民國106年1月3日修正發布之旅行業管理規則，旅行業投保之責任險，因意外事故所

致體傷之醫療費用在新臺幣多少元之範圍提出申請，保險公司都會理賠？ 

萬 萬 萬 萬 

  如遇旅客在國外病重時，下列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請醫師診斷，不可擅自給成藥或民間偏方醫治  

團員如需在當地繼續醫療時，領團人員應妥善安排代為照料人員，而後繼續執行團

體行程  

團員如需在當地繼續醫療時，領團人員留下照料後，應妥善安排團體中，熟悉該國

語言的團員代為繼續執行團體行程  

團員如需在當地繼續醫療時，通知旅行社與該團員之家人 

  小明為年輕力壯團員，旅遊途中生龍活虎，但在行程到達瑞士少女峰山上，小明感到

暈眩、呼吸困難，明顯有高山症反應；領團人員應如何處理較佳？ 

請當地工作人員協助送醫 請小明喝杯酒暖身舒緩  

請小明多跑步以維持體力 請小明忍耐繼續欣賞美景 

  李先生參加旅行團，與旅行社約定旅遊費用應包含Porterage，所謂Porterage 指的是下

列何種費用？ 

港口捐 機場稅 行李費 小費 

  領團人員在帶團出國旅遊途中不慎將簽證遺失時，領團人員須以各種方式查出原簽證

核准之資料，下列何項資料不須查證？ 

核准號碼 核准日期 核准者之名字 核准地點 

  有關財物遺失或被竊的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時，應即向發行之銀行或公司申報作廢  

旅行支票遺失或被竊時，應即向駐外館處申報作廢  

實體機票遺失或被竊時，應向航空公司申請補發  

財物遺失或被竊時，應向當地警察局報案，並請發給證明 

  中華民國國民出境時，依規定每人不得攜帶超過等值多少美金的外幣現金？ 

元 元 元 元 

  有關行李的照顧及處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領團人員在搭機、飯店住宿、搭船或上火車時，更應小心的處理行李  

班機抵達後若托運行李未到，應請航站地勤向機上貨艙查詢  

領團人員應帶領遺失者購買盥洗衣物及用品，離境時得檢附收據向航空公司請求支

付  

若回國後還未找到行李，旅客可向旅行社提出求償 

  國際航空相關託運行李暨行李遺失賠償之規定，是依據下列那一項公約之規定？ 

芝加哥公約 華沙公約 華盛頓公約 巴黎公約 

  某旅行團前往東南亞進行12天的旅遊活動，在第6天抵達曼谷後於餐廳吃完午餐，有一

位團員因餐廳所供應之餐食而導致中毒死亡。旅行社該負責賠償的責任保險金額為多

少？ 

因屬於食物中毒，非旅行社之責任，無須賠償  

須賠償新臺幣100萬元  

須賠償新臺幣200萬元  

須賠償新臺幣300萬元 

  依據外交部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實施要點，提供當事人於候機返國期間基本生活費用借

款，最多不得超過500美元，並最遲應於立約日次日起幾日內主動將借款歸還給外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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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機旅行時，如遇旅客為行動不便者或攜帶嬰兒同行時，帶團人員應要求航空公司安

排下列何種區位座椅？ 

    

  旅遊途中如果不慎護照遺失，需申請臨時護照時，駐外單位一般作業時間需至少幾個

工作天，方可領到護照？ 

    

  行程中因天候不佳，航空公司通知班機延遲起飛時，領團人員採取何種措施最不適當

？ 

取得全團旅客同意後，通知國外代理旅行社調整行程或安排替代行程，以減少損失 

向航空公司爭取等待期間的免費電話、餐食、住宿或短暫觀光節目，甚至是金錢補

貼  

請航空公司開立班機延誤證明，以作為申請保險給付之依據  

若因此而變更行程或遊覽項目，如有超過原定費用，旅客與旅行社應當合力分擔超

出費用 

  旅客在拉斯維加斯旅遊時，所帶錢財在Casino全部輸光，因此要求領團人員協助撥打對

方付費電話回臺灣給他太太請其匯款。領團人員應如何向飯店總機表達要撥打對方付

費電話？ 

   

 ion Call 

  領團人員在飛機上選擇自己的機位時，下圖之機位何者最適當？ 

 
    

  下列何者屬於旅外國人遭遇急難事件或重病時，駐外館處所應提供之必要協助？ 

為旅外國人住院作保 介入或調解民事糾紛  

國人遇上法律糾紛時，代為推薦律師 提供涉及司法事件之法律意見 

  旅遊行程開始之前，旅客可否請求改由他人參加旅遊行程？若可改由他人參加，變更

之後費用若有增減應該如何處理？ 

不可改由他人參加  

可以改由他人參加，增加費用旅客必須給付，減少費用旅客亦可請求退還  

可以改由他人參加，增加費用旅客必須給付，減少費用旅客不可請求退還  

可以改由他人參加，增加費用旅客無須給付，減少費用旅客不可請求退還 

  領隊老王帶領大陸江南八日旅遊，某日依據旅遊行程安排前往購物商店，旅客拒絕下

車購物，導遊不得不留置旅客於車上，場面尷尬。下列說明與處置何者最為正確？ 

購物商店若已載明在於旅遊行程之中，旅行業者安排旅客前往並無不妥  

購物商店既已載明在於旅遊行程之中，旅客不得拒絕配合入內參觀購物  

面對旅客與導遊之不滿與紛爭，領隊應該勸說參團旅客配合入店與購物  

面對旅客與導遊之不滿與紛爭，領隊應該勸說導遊放棄購物行程之安排 

  9月25日出發之國外旅遊團未達組團旅遊最低人數時，旅行社最遲應於何時通知旅客，

方得以免負賠償責任？ 

月21日 月19日 月17日 月15日 

  李小姐因塞車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無法中途加入該旅遊團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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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得如何處理？ 

繼續等待未到之旅客  

安排李小姐延期參加，團費全數抵用下一梯次之行程  

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通知航空公司暫緩起飛 

  何先生透過甲旅行社報名參加乙旅行社舉辦的法國十日旅遊團，途中因火車車廂翻覆

導致受傷，請問應由誰直接對何先生負責？ 

鐵路公司 甲旅行社 乙旅行社 國外接待旅行社 

  甲旅客預定出國旅遊，但在出發前12日被旅行社告知人數不足團體取消。甲旅客心有

不平向觀光局申訴，由品保協會調處，最後證明該團體確為人數不足並未成行。下列

何者為旅行社應負責任之正確敘述？ 

退還甲旅客已交付之兩倍費用  

退還甲旅客已交付之全部費用  

退還甲旅客已交付之二分之一費用  

退還甲旅客已交付之全部費用，但扣除簽證及規費 

  小張帶團至北京，趁團體參觀故宮博物院時，擅自離開團體去拜訪朋友，旅客於參觀

完畢後，找不到小張。小張擅自離開團體，違反規定，應如何處罰？ 

罰鍰新臺幣6,000元 罰鍰新臺幣20,000元  

停團3個月 停團6個月 

  國外旅遊的購物行程若安排得宜，團員可以從中得到滿足，相反則可能產生糾紛，領

團人員在安排購物行程時，何者最不適當？ 

應事先告知團員相關購物的原則，如購物地點、時間、注意事項、退稅等  

購物行程應交由導遊主導，領隊應避免介入  

不可因購物影響到既定的用餐時間及行程  

團員購買之物品如遇瑕疵或不滿意，應給予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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