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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樂園以不同種類票券(一日護照、三日魔法護照、星光護照…等)進行銷售，除了滿足顧客不同需
求之外，主要目的在於能夠讓園區無論平日或假日「當日入園人數」能夠達到最大值。請問，上述內容
所表示的是觀光餐旅業的何種特性？
(A) 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
(B) 易逝性(Perishability)
(D) 不可觸知性(Intangibility)
(C) 異質性(Heterogeneity)
，為亞洲首座結合生態動物園與大型遊樂設施的主題遊樂園，
2. 座落於新竹關西的「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並曾締造一年 230 萬遊客人次紀錄，至今仍無其他遊樂園業者能突破。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10
年 1 月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該樂園所屬行業標準分類為何？
(B) H 大類
(C) N 大類
(D) R 大類
(A) I 大類
3. 為確認同學們能辨識觀光活動型態，李老師請同學依課堂所學，概述自己所了解的 Dark Tourism、
Pilgrimage Tourism、Social Tourism、Industrial Tourism。四位同學回答如下，請判斷哪一位同學的認知
錯誤？
(A) 沈吉祥：
「我會，我會！Dark Tourism 就是像上學期校外教學前往高雄甲仙，參訪當年因莫拉克風災
而遭掩埋的小林村所設立的紀念公園吧」
(B) 張小龍：「選我正解！我上個月跟阿嬤參加進香團去臺中 ( 鎮瀾宮 ) 、南投 ( 紫南宮 ) 二日遊就是
Pilgrimage Tourism」
「去年暑假，我才跟家人一起參加的臺東熱氣球嘉年華就是 Social Tourism」
(C) 王詩詩：
「Industrial Tourism 應該是之前學長姐分享全班去臺南和明織品文化館參觀，我記得這個觀
(D) 唐天虎：
光工廠所生產的布品是許多國際精品指定使用的品牌」
4. 有關國外觀光餐旅業「上古時期」發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古羅馬帝國貴族因熱愛 SPA 開始旅行
(B) 古羅馬人旅行所到之處，餐館紛紛開業，當時菜單已列有麵包、乳酪、羊肉等名稱
(C) 觀光活動屬於貴族權利，被稱為 Comprehensive Tour
(D) 貴族旅行時聘用精通外語及挑伕功能的 Courier 隨行，被視為是現代導遊、領隊發展雛形
5.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四條所述，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全國觀光事務得設「觀光局」，並編制於交通
部，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由此可知，交通部觀光局即為全國觀光事務推動、產業管理主管機關；試問
有關觀光資源調查、規劃等業務職掌，隸屬該機關何一組室負責？
(A) 技術組
(B) 企劃組
(C) 業務組
(D) 國民旅遊組
6. 自西元 2020 年 3 月開始，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球觀光餐旅業有如按下「暫停」鍵，瞬
間停止不動。時隔半年後，許多地方產生明顯的變化，像是「土耳其伊茲尼克湖(Lake Iznik)底富有 1600
年歷史的教堂遺跡因湖水變清澈而顯現出來」、「義大利威尼斯運河出現魚兒悠遊的難得景觀」。此段敘
述反映出觀光餐旅業哪一方面的影響？
(B) 文化
(C) 社會
(D) 環境
(A) 經濟
7. 回顧歐美地區觀光餐旅業發展，下列何種旅遊方式的形成，奠定現今團體全備旅遊(GIPT)發展基礎？

1.

(A) Mass Travel

8.

(B) Grand Tour

(C) Bus Tour

(D) Class Travel

我國自民國 45 年開始積極發展觀光旅遊事業，時至民國 68 年因政府實行下列何項政策，促使觀光旅遊
業務經營從單向邁入雙向，形成國際觀光雙向交流之發展？
(A) Outbound Tourism

(B) Domestic Tourism

(C) Internal Tourism

(D) Inbou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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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度化推動及管理國內觀光餐旅產業發展，政府對於相關專責法規研擬、公會組織籌設戮力甚多，回
顧其發展歷程，其中最早頒布之觀光專責法規及最早成立半官方民間觀光組織為何？
(A) 發展觀光條例、ATM
(B) 導遊人員管理辦法、ATM
(D) 旅行業管理規則、TVA
(C) 發展觀光條例、TVA
10. 交通部觀光局規劃「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推廣臺灣山林之美，其中，擁有豐富蕨類生態的滿月圓國
家森林遊樂區距離新北市三峽僅需 40 分鐘車程，其健行步道盡頭更有兩處瀑布美景供遊客欣賞，著實
值得探訪。請問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是由下列哪一政府單位進行管理？
(A) 交通部觀光局
(B) 經濟部水利局
(D) 內政部營建署
(C)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 回顧中國菜的發展，下列何一菜系，因地理環境鄰近沿海地區，長期受海外文化的影響，不僅繼承了中
原飲食文化的傳統，更博採外來及各方面的烹飪精華，從而形成了選料廣博奇異、烹調藝巧、質優味美
的飲食特色，更被視為歐化最早的中國菜系代表？
(A) 山東菜
(B) 湖南菜
(C) 廣東菜
(D) 福建菜
12. 有關觀光餐旅業專業用語語意起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旅遊(Travel)：源於拉丁文，其語意最初是指一種畫圓的工具，類似中國古代─轆蠦
(B) 旅館(Hotel)：源於拉丁文，再演變至法文，原意為法國貴族以私人別墅招待親友住宿
(C) 觀光(Tourism)：源於法文，是一種拷問用的刑具，用以表示觀光有辛勞困難之意
(D) 休閒(Leisure)：源於拉丁文，有恢復、活動之意涵
13. 多數觀光餐旅產業皆會受到天候和季節之影響，使得觀光餐旅產品銷售或活動參與，呈現出季節特性。
除了淡、旺季差別，更有自然與人文季節之分；下列國內代表性的觀光餐旅活動中，何者是應「人文季
節」特性所設？
(B) 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A) 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C) 臺南白河蓮花季
(D) 彰化鷹揚八卦賞鷹活動
14. 日本漫畫「鬼滅之刃」在西元 2020 年引起廣大討論，也帶動「聖地巡禮」的風潮。網路工程師 Jerry 參
加「和風旅行社」辦理之一日遊，前往奈良探訪主角「炭治郎」在鬼殺隊成員遴選最終任務「以刀劈開
巨石」相似場景，就是位於「天石立神社」內的一刀石，並順遊奈良附近知名景點。根據上列敘述，屬
於觀光系統中「觀光媒體」者為何？
(A) 網路工程師 Jerry
(B) 天石立神社一刀石
(D) 和風旅行社
(C) 日本漫畫鬼滅之刃
15. 有關餐飲業內場設計，下列何者較不適宜？
(A) 理想的廚房面積：供膳場所面積  1：3
(B) 廚房與廁所應距離 5 公尺以上
(C) 內場工作金三角為爐檯、冰箱、水槽
(D) 應設有準清潔區以利進行食材切割與調理
16. 觀光餐旅業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發展，具有顯著影響力，下列何者屬於社會
層面負面影響？
(A) 通貨膨脹
(B) 文化商品化
(C) 視覺汙染
(D) 社會雙重性
17. 經常在餐旅職場上聽到許多主管分享：現在很多新進員工都是「玻璃心」，稍微講個幾句就不開心。此
種工作態度，較不符合哪一項餐旅從業人員應具備之基本條件？
(A) 殷勤好客的服務精神
(B) 溫和正向的說話藝術
(D) 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C) 堅強韌性的心理素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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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國內自西元 2021 年 5 月下旬實施三級警戒措施，觀光餐旅產業無不
配合「禁止內用或參觀」規定，家長亦開始陪伴孩子在家參與遠距學習。觀光餐旅產業為維持營業收入，
紛尋轉型之道，如舊振南漢餅文化館即推出「宅家做餅—JZN 漢餅手作材料包」，提供家長與孩子消磨
在家時間，同時能夠持續銷售產品。此類零接觸商機及無距離無限制的消費樂趣創造，反映出觀光餐旅
業何項專業能力之展現？
(B) 情緒控管能力
(C) 基礎專業能力
(D) 靈活應變能力
(A) 產品行銷能力
19. 某旅館櫃檯正值下午住客入住登記高峰期，輪到客人王先生夫妻辦理相關手續。
櫃檯人員：王先生您好！為您辦理入住登記，請提供訂房資訊及身份證，謝謝。
王先生：我想請問，當時透過官方網站預訂一間雙人房為 3,990 元，但是我剛剛看訂房 APP，同一間雙
人房是 3,590 元，能不能用訂房 APP 價錢算給我們呢？
櫃檯人員：不好意思，除非您要取消原先的訂房，重新透過 APP 訂購，才能使用該銷售通路價格。
王先生：你們直接算我 3,590 元就好了，不用那麼麻煩吧！
櫃檯人員(臉色不佳)：王先生，還是您先到旁邊考慮一下，今天取消訂房依據規定無法退給您全額費用，
或是您可以換住別的旅館，下次先看清楚再訂房(語氣不悅的表示)，後面還有客
人要辦理入住手續，這邊我就先不協助您處理，麻煩下一位客人，謝謝。
根據上述情境，櫃檯人員未能展現一位從業人員應有的何種專業能力，以提供良好的服務，為客人盡善
盡美解決問題？
(B) 情緒控管能力
(C) 基礎專業能力
(D) 行政管理能力
(A) 外語會話能力
20. 觀光餐旅從業人員如為第一線顧客接觸者，其應有的從業態度表現，下列何者不宜？
(A) 吃到飽餐廳外場負責製作握壽司的廚師 Ben，穿著熨燙整齊且乾淨的廚服，於餐檯後接受客人現點
現做服務
(B) 由於同時段團體住客退房數量較多，行李員 Alan 以行李推車運送行李至大廳，服務中心人員隨即協
助卸下行李，讓 Alan 得以盡速再去不同樓層收取退房行李
(C) 旅行業正值農曆春節假期旺季，團體出團量多，負責交接帶團資料的控團人員(OP)將旅客護照交由
帶團領隊 John 自行檢查
(D) 在主題遊樂園擔任機械設施操控人員的小黑，在每次啟動前必須確認遊客是否繫妥安全帶，總是不
厭其煩一一微笑的說：為您確認安全帶，謝謝
21. 有關觀光餐旅從業人員儀容展現之敘述，下列何者不適宜？
(A) 女性應適度上妝，搭配豔色口紅，展現美麗笑顏
(B) 女性應穿著黑色素面包鞋，以皮質低跟鞋款為佳
(C) 男性應著深色素面襪，襪長高於足踝搭黑色皮鞋
(D) 男性應每日修面，不蓄鬍留鬢保持面部清爽乾淨
22. 某四星旅館房務部主管 Alan 於每月例會中，提及近兩個月客訴比例較高的項目為「客房內冰箱有前一
位住客遺留的食物未清理」，房務人員、領班第一時間皆推諉是同事懈怠所致，即便提醒仍未見改善。
Alan 認為應就實務端檢討，並提出改善方案，且告知爭論無法解決問題，找出處理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透過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得房務部員工能夠平心靜氣的思考，Alan 讓房務團隊感受到信賴，認為他本
身具有何種專業修養？
(B) 客觀判斷
(C) 自我肯定
(D) 熱於分享
(A) 成就他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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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有間位於巷弄內的咖啡店「咖啡韓藥房(커피한약방)」，以「新復古風格品味」的韓屋古蹟建築
引起注目，古代藥房的外表，蘊藏著咖啡的香氣，一樓座位區能看見咖啡師展現專業技法，手沖咖啡與
獨家甜點使用簡約鐵盤及傳統中藥杯盛裝，彷彿穿越到朝鮮時代，客人能夠融入時空之中，感受放鬆的
氛圍。就觀光餐旅業產品而言，此間咖啡店所提供的產品，屬於 Supporting Facilities 者為何？
(B) 使用簡約鐵盤及傳統中藥杯
(A) 新復古風格品味
(D) 客人感受放鬆的氛圍
(C) 手沖咖啡與獨家甜點
24. 「藥膳」至今仍是臺灣常見生活飲食，藥燉排骨、羊肉爐、薑母鴨等更是秋冬時節的人氣餐點。在唐朝，
由孫思邈撰寫，被稱為「藥膳之始」之著作為何？
(A) 隨園食單
(B) 飲膳正要
(C) 齊民要術
(D) 備急千金要方
25. 有關餐飲業生產方面展現出的行業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A) 每日營業額難以預估
(B) 人工作業與勞力密集
(C) 食材易變質儲存不易
(D) 生產與消費同時產生
26. 國外餐飲業的發展具有悠久歷史，不同時空背景創造出許多重要貢獻，讓後世銘記，下列相關敘述正確
者為何？
甲、西元 1533 年，法國凱薩琳公主將法國烹調方法及飲食文化傳至義大利，使得義大利菜有「西餐之
母」稱號
乙、西元 1765 年，由法國廚師布朗傑所推出之「羊腿燉蔬菜湯」為現今 Restaurant 的由來
丙、「宴會」形式的起始點為西元前 2500 年古埃及人在泥碑上刻有食物名稱及價格
丁、將已調理食物置放於上鎖玻璃櫃之中，客人經由投幣取得食物的經營方式，在西元 1902 年由戴蒙
尼克(Delmonico)販賣機餐廳所創始
戊、西元 1971 年，全球最大咖啡連鎖店—星巴克咖啡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成立
(A) 甲乙丁
(B) 丙丁戊
(C) 乙丙戊
(D) 甲乙丙戊
27. 西方餐飲業發展過程中，有幾位舉足輕重的代表性名廚所提出的理念對於整體餐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其中認為客人餐桌不該呈現多道菜餚的混亂桌面，因此，推行上完一道菜，再上下一道菜服務方式的西
方名廚是哪一位？
(A) 安東尼‧卡雷姆(Marie Antoine Carême)
(B) 費南德‧波伊特(Fernand Point)
(C) 法蘭西斯‧皮耶爾(Francois Pierre de la Varenne)
(D) 奧古斯特‧愛司可菲(Georges Auguste Escoffier)
28. 許多學校營養午餐是由外包廠商承攬供食，屬於民國 110 年 1 月修正公布之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
業分類標準—餐飲業類別中的「外燴及團膳承包業」。如以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分類，同樣
的團膳承包屬於哪一種類別？
(A) 飲酒店業
(B) 飲料店業
(C) 餐館業
(D) 其他餐飲業
29. 超過六成的國人以自駕遊方式進行國內旅遊，而高速公路「休息站」內附設的「美食街」，設有多樣化
的櫃位提供富有在地特色的簡單餐食，讓時間有限之旅客能夠快速的飽足一頓。若依據餐廳的「服務程
度」加以分類，此種服務方式屬於哪一種類別？

23.

(A) Specialty Restaurant

(B) Gourmet Restaurant

(C) Filling Station

(D) Family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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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媽媽日前才從中國旅遊返臺，愉悅的與鄰居分享旅途中品嚐到的特色美食，首先提到色彩豐富的「東
安子雞」，雞肉鮮嫩、醋味增添餘韻；接著是正宗「麻婆豆腐」，又油又辣的重口味難忘懷；還有滿漢全
席主打菜餚「烤乳豬」，入口皮脆酥香、肥而不膩。試問，王媽媽旅途中品嚐的經典中國菜餚，未包括
下列何者？
(A) 徽菜
(B) 湘菜
(C) 粵菜
(D) 川菜
31. 每個國家的飲食風味各具特色，對於主食、湯品的製作也是與眾不同，最「引以為傲」的經典湯品，更
是各國飲食文化名揚海外的代表，試將下列知名湯品與其所屬國家，找出正確的組合搭配。
甲、法國 乙、美國 丙、義大利 丁、英國 戊、俄羅斯 己、西班牙
Borscht Bouillabaisse Oxtail Soup Minestrone Soup
(B) 甲、乙、丁、戊
(A) 甲、丙、丁、戊
(D) 丙、丁、戊、己
(C) 乙、丁、戊、己
32. 傳統中式廚房工作人員依據單位編制各司其職，下列工作內容與職務別稱配對，何者正確？
甲、負責熬煮高湯，處理蒸籠相關工作
乙、負責爐灶烹調工作，為中餐廚房靈魂人物
丙、負責菜餚拼扣、排盤，掌控上菜順序
丁、負責製作中式麵食點心
戊、負責配菜的選定、食材管理與進貨
墩子 上什 打荷 白案 候鑊
(B) 甲、乙、丙、丁、戊
(A) 甲、乙、丙、丁、戊
(D) 甲、乙、丙、丁、戊
(C) 甲、乙、丙、丁、戊
33. 倉儲管理是餐飲成本控制的重點，也是菜餚品質的關鍵；如將物料以價值分類，由高至低分別為 A 類、
B 類、C 類，稱為「重點分類管理法」
，其概念為降低存量，增加可用資金，三個種類分別有對應的庫
存管理方式。以 A 類物料為例，即便進貨存量最少，成本金額卻是最高的，必須經常盤點，因此對於 A
類物料適宜的盤存方法應以下列何者為宜？
(A) 經濟採購量(ECQ)
(B) 先進先出法(FIFO)
(C) 存量卡(Bin Card)
(D) 定期盤點法
34. 卡滋日式咖哩專賣店招牌手作豬豬咖哩飯，每日限量預訂供應，每份成品需使用新鮮溫體豬肉 200 克(漲
縮率 60%)製作，明日有預訂午餐 20 份、晚餐 30 份，店家應備豬肉量為何？(以四捨五入至整數計算)
(B) 17 公斤
(C) 21 公斤
(D) 25 公斤
(A) 13 公斤
35. 某餐旅科系大學舉辦新生訓練，系主任致詞時表示：
「從事餐旅業必須具備有三種基本能力─技術性能
力、功能性能力、社會性能力，希望同學在這四年期間能夠有所養成，期待大家四年後的蛻變」。請您
將上述所提三種餐旅業基本能力，與下方所列各項能力進行正確配對。
甲、技術性能力 乙、功能性能力 丙、社會性能力
情緒管理能力
問題分析處理能力 房務操作能力
基礎外語溝通能力 人際協調能力
主動察覺能力
(A) 甲／乙／丙
(B) 甲／乙／丙
(C) 甲／乙／丙
(D) 甲／乙／丙
36. 宜蘭蘭城晶英酒店紅樓中餐廳為許多旅客品嚐「櫻桃鴨」的優先選擇，其服務方式為廚師與服務人員推
車至餐桌旁邊，現場進行「片鴨」、「裝盤」及「解說」，客人能近距離欣賞廚師專業片鴨技術，同時能
夠第一時間享用最為即時的烤鴨料理。此種位於旅館內的餐廳被稱為是下列何者？
30.

(A) Tavern
(C) Institutional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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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壽豐梯田山民宿(Deep Breath B&B)」位在中央山脈山腳下，合法民宿登記字號 809，以空拍機俯
視，像一座森林中自然長出的城堡，西元 2019 年獲選為 Airbnb 全球十大絕美房源，更是唯一臺灣代表。
「透過分享與自然共存的生活，向世界展現最獨特的臺灣價值」是梯田山主人阿達的初衷與夢想。勞心
費力的籌設規劃才有今日，所以梯田山的每個細節，都在娓娓道來主人的生命故事。試問，有關梯田山
民宿合法籌設流程，與下列旅宿設施相似者為何？
(B) 一般觀光旅館
(C) 國際觀光旅館
(D) 露營區
(A) 旅館業
38. 臺灣第一家國際連鎖旅館為臺北希爾頓大飯店，該集團創辦人「康拉德‧希爾頓(Conrad Hilton)」最初
是併購了哪一家以商務旅館經營為主的飯店，持續營運後，被譽為「旅館經營之王」？
(B) 史塔特拉飯店(Statler Hotel)
(A) 麗池飯店(Ritz Hotel)
(C) 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 Hotel)
(D) 歌聯飯店(Grand Hotel)
39. 有關臺灣旅宿業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臺灣旅館最早期代表為「販仔間」
，被視為臺灣旅館業的雛形
(B) 光復後，用以接待外賓的旅館包含有中式風格的圓山飯店及西式風格的臺灣鐵路飯店
(C) 第一家以 BOT 方式經營的平價旅館是民國 98 年開幕的臺北花園大酒店
(D) 旅館評鑑制度於民國 72 年即設立，以梅花為等級標誌，時隔 20 年，民國 92 年則改制為星星標誌
40. 獲獎無數的新加坡樟宜機場(Singapore Changi International Airport)不僅是長程飛行旅客心儀的中轉機
場，航廈設施及景觀更是令人驚嘆，機場如同一座遊樂場，旅客可以透過機場輕軌電車穿梭於四座航廈。
每座航廈皆設有旅館，位於第二及第三航廈的 Ambassador Hotel 提供有 6 小時及 12 小時住宿方案，旅
客可於客房中觀看飛機起降，對於轉機時間較長或班機延遲的旅客，也是舒適休息環境最佳選擇。由此
推測，Ambassador Hotel 所屬旅館類別應為下列何者？

37.

(A) Convention Hotel

(B) Business Hotel

(C) Capsule Hotel

(D) Transit Hotel

民國 108 年 4 月「星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修正發佈版本說明，評等星級增列「卓越五星級」等級以鼓
勵五星級旅館，持續提升品質，超越現有水準。請問，五星級與卓越五星級的差異在於哪一個項目比例
上不同？
(A) 無障礙客房設置比例
(B) 餐飲服務設置比例
(D) 商務設備設置比例
(C) 免治馬桶設置比例
42. 小蔡計畫帶老婆及兩名分別就讀小四、國一的寶貝全家出遊，透過訂房網預訂住宿，線上房型如下列選
項所列，小蔡應選擇何種房型為適宜？
41.

(A) Connecting Room

43.

(B) Executive Room

(C) Triple Room

(D) Single Room

如圖 ( 一 ) ，根據訂房平台所顯示資
料，此家 SACO 公寓旅宿業標示有「超
值星期三」及「24HOURSALE」內容，
由此可知其房價計算方式是採用下列
哪一種？
(A) Rack Rate
(B) Commercial Rate
(C) Run of the House Rate
(D) Time Limite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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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館業可以看成是一個大型的工作團隊，透過組織結構由各部門分層負責，以提供住客良好服務品
質。請將各單位與其所屬部門進行配對，每個部門須找出二個對應的單位，下列何者正確？
甲、Front Office Department 乙、Food and Beverage Department 丙、Housekeeping Department
Banquet Hall Linen Room Concierge Operator Steward Florist
(A) 
(B) 




(C) 
(D)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45. 擁有 460 間客房(床舖數為 580 床)的天和旅館，經過長達三個月陸續整修各樓層客房，目前全數為可售
房間。今日營收報表顯示 GIT 房間數為 230 間，FIT 房間數為 150 間，總收入為 1,080,000 元，平均房
價 2,842 元。請問今天旅館團體旅客占整體住房率為多少？(四捨五入至整數計算)
(A) 84%
46.

(B) 61%

(C) 50%

(D) 33%

洲際酒店集團(InterContinental Hotels & Resorts, IHG)成立於西元 1777 年，在全世界超過 100 個國家和地
區共擁有 16 個品牌超過 6000 家酒店及度假村，業態涵蓋奢華酒店、高端商務飯店、精品酒店與快捷型
商務飯店，以及休閒度假旅館。近年陸續規劃設點於臺灣，其中尚未包含下列何品牌？
(A) Crowne Plaza

(B) Even Hotel

(C) Holiday Inn Express

(D) Hotel Indigo

位於臺北車站旁的君品酒店(Palais de Chine Hotel)，以深厚的文化底蘊，結合歐式的古典設計、貴族般
的優雅氣勢及東方哲學，打造臺北首家五星級文化酒店的形象，堪稱國內最具故事的博物館旅店；17
樓的中餐廳「頤宮」，更是臺灣唯一蟬聯四年(西元 2018-2021 年)《臺北米其林指南》三星最高肯定的餐
廳。試問該飯店隸屬下列何一本土連鎖旅館集團？
(A) 麗緻餐旅集團
(B)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
(C) 六福旅遊集團
(D) 雲朗觀光集團
48. 位於法國東部的「巴尼奧勒城堡飯店(Château de Bagnols)」是一座城堡改建而成的五星級旅館，已營運
超過八個世紀，每間客房皆有獨特特色，城堡的護城河、吊橋等設施都保留下來，入住旅客可以化身為
城堡裡的公主與王子，盡情享受。此類以富有悠久歷史的城堡建築改建而成的旅館，稱作下列何者？

47.

(A) Parador

(B) Cabana

(C) Ranch

(D) Floatel

旅館房租計價方式中，BP 與 CP 最大的差異在於哪一部分？
(A) 餐食數量
(B) 早餐種類
(C) 客房種類
(D) 旅館型態
50. 臺北六福萬怡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Taipei)加入 Marriott 旗下連鎖品牌系統，採取財務、人事完全獨
立運作，僅使用該系統商標，並由總公司不定期抽檢各項服務品質；由此推測，臺北六福萬怡酒店連鎖
經營型態為下列何者？
49.

(A) Management Contract

(B) Company Owned

(C) Franchise Chain

(D) Referral Chain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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