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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觀光行政（選試觀光英語）、觀光行政（選試觀光日語） 

科目：旅運經營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王逸卉老師 

一、何謂團體全備旅遊？請從服務、構成要素、特質、量化優惠等方面詳細敘述之。（15 分）團體全

備旅遊的旅遊行程安排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有那些？（1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團體全備旅遊、旅遊行程安排 

【擬答】 

團體全備旅遊是屬於事先安排的行程，變更性少，而海外個別行程為客製式的，按消費者

的意願而設計。 

服務： 

出發日期：通常均有固定設定好的出發和回程日期，消費者僅能選擇在一定時間內出

發的團體參加或去參加其他適合自己日期的旅程。 

旅遊之步調：缺少個人彈性，必須團體一致活動。 

觀光活動內容：事先就已安排好，在消費者購買時即按約定包含在內，雖然也會有額

外旅遊的選擇，但並不豐富，甚至連參加的時間也沒有。 

構成因素： 

要有相關之基本人數：各線團體要能滿足航空公司最低開票要求。 

共同的行程：由於航空公司之票期限制或某些國家的團體簽證要求同進同出，均使得

整團須有一共同行程同時出發，同日結束回國。 

事前安排完善的遊程內容：如住宿、膳食、交通和參觀安排等等，是一個事前規劃性

和計畫性的旅遊活動。 

固定的費用：在消費者以一定價格購買後，應按遊程內容提供服務，並不得任意加收

團費。 

共同的定價：雖然售價可能因種種因素而不同，但基本上應採取規格化的售價方式。 

構成特質： 

價格比較低廉：由於旅行業可以以量制價取得較優惠的其他旅遊相關資源，便消費者

享受到比個人出國旅遊較低的費用。 

完善之事前安排：經過旅行業專業人員之規劃，可以有系統而又輕鬆遊覽各地風光，

並分享行千里路勝讀萬卷書的樂趣。 

專人照料免除困擾：團體全備旅遊一般均有領隊人員團體服務，除了能更加明暸國外

風土民情外，亦可解決旅遊中因語言、海關、證照等手續之困擾。 

個別活動的彈性較低：因為是團體活動，領隊必須按行程內容執行，雖然行程中有些

地方個人並不喜歡但也要隨團活動，是主要的缺點。 

服務精緻化不足：由於團體旅行，團員較多，領隊工作繁重，個人所能分享到之關注

並不多，服務品質精緻化不足也是另一缺點。 

團體全備旅遊的旅遊行程安排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航空公司飛行路線。 

市場上商品的競爭力。 

航空公司機票價格。 

領隊（導遊）人員素質。 

消費者對公司產品之口碑。 

產品成本估算關鍵。 

國外代理商之報價。 

飛機班次與機位供給面。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高考三級） 

共5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公司企業形象。 

前往旅行國家（地區）之治安狀況。 

國外代理商之信譽。 

 
 

二、何謂廉價航空？請詳述廉價航空經營的競爭策略與旅客服務模式。（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廉價航空、經營模式 

【擬答】 

廉價航空(low cost carrier，LCC)，為低成本 LCC( low cost carrier)，而全球第一家 LCC 為

美國西南航空主要特色為，使用單一機型、乘客須使用網路購票、機上無餐飲及視聽娛樂

服務、使用次要機場起降。 

廉價航空經營的競爭策略與旅客服務模式： 

營運成本控制：營運成本控制到比一般航空公司低為訴求，廉航旅客比一般航空公司多

了自己要辦的工作，甚至要多付想都想不到的費用，例如：簡化機場報到的服務、降低

免費的託運行李重量、沒有貴賓室的免費使用等，以及幾乎是零的機上服務、選座位要

加價，有的公司喝水也要錢，使用洗手間要錢，想喝咖啡、酒更要收費。 

降低票務成本：如自己要上網訂機位、上網辦理報到登機手續，如減少客艙等級，甚至

是單一等級，只用一種登機證或鼓勵上網辦理登機手續，儘量減少用人成本。其他也有

提早促銷一年半載以後的機票等情形。 

機位成本：機上座位會比較窄(前後左右)，坐起來不是很舒服，不提供或少提供機上娛

樂雜誌，有提供豪華平躺座椅的廉價航空公司，票價比一般廉價航空貴比非廉價航空便

宜。 

廉航以下列方式來降低成本： 

採機隊的單一化。 

減少地停時間增加飛機使用率。 

使用便宜的機場設備、減少租用機場內較昂貴的設施。 

簡化機上服務，改成付費。 

降低票務成本，推廣網路的使用。 

減少用人，改以約聘方式僱用員工。 

減少公共活動區域，增加班機座位。 

不提供或只提供收費的機上視聽娛樂器材、雜誌及報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高考三級） 

共5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行李託運的免費重量降低，甚至改成需額外付費方可託運行李。 

部分廉價航空不退款，臨時更改時間及地點都會額外索取手續費，有時花的手續費便

超過當初所購買的費用(機票及各項稅款)。 

 
 

三、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導致各國紛紛關閉邊境，出國旅行一度成為無法實現的夢想，國民旅遊的重

要性也相對提升了。請詳細說明國民旅遊的旅遊產品的內容及現有市場狀況為何。（13 分）交通

部觀光局對於提振國民旅遊的做法為何，其中所規劃的國民旅遊交通服務配套有那些？（12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國民旅遊、觀光政策 

【擬答】 

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擴散，而國內旅遊不受限於邊境開放政策，預計國內旅行和

旅遊將替代國外旅遊需求，旅客傾向選擇短程旅遊，計畫旅遊行程時間將會縮短，短程旅遊

市場會先以國內旅遊為主。 

國民旅遊的旅遊產品的內容及現有市場狀況： 

以活動大型化帶動產業發展，推廣觀光局四大節慶活動（台灣燈會、寶島仲夏節、台灣自

行車節、台灣好湯）及地方特色觀光活動，並結合國民旅遊卡新制，以及國內旅遊整合行

銷宣傳推廣，引導跨區、過夜及平日（離峰）旅遊，擴大國旅消費規模。 

交通部觀光局對於提振國民旅遊的做法及國民旅遊交通服務配套如下： 

擴大國民旅遊措施：積極辦理國內旅遊宣傳整體行銷推廣，搭配「台灣觀光年曆」活

動，透過活動網頁推薦主題行程與優惠，提高國人出遊（平日、跨區、隔夜）意願。另

推動國民旅遊卡新制，結合旅行業、旅宿業、交通運輸業、觀光遊樂業及台灣好玩卡等

旅遊電子票證，預期可帶動每年至少新台幣 40 億元以上之商機，同時刺激各地區旅

宿、餐飲、購物、遊覽車等觀光相關周邊產業復甦、協助地區觀光產業發展。 

觀光特色活動扶植：輔導「台灣觀光年曆」國際級特色活動主辦單位逐年落實改善活動

內涵及提升國際化，並與旅行業者結合，規劃遊程，整合規劃食、宿、遊、購、行、娛

等優惠措施、開發特色伴手禮或紀念商品等。 

促進旅遊安全措施：啟動旅遊安全總體檢，針對旅遊景點、旅運安全、住宿安全及觀光

遊樂業安全，透過檢討法規制度、加強聯合稽查及整體宣傳等面向相關管理作為，確保

旅遊安全及旅客權益。訂於每年 3 月第 3 週為「旅遊安全週」，持續強化各項旅遊安

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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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釋並說明下列相關之專有名詞：（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何謂 Schengen Visa？ 

IATA 劃分的世界三大航空區域分別是指那些地區？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的組成與功能運作為何？ 

何謂 Tailor-Made Tour？ 

何謂 Open-jaw trip？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簽證、三大航空、品保協會、遊程規劃、航空旅遊 

【擬答】 

何謂 Schengen Visa? 

申根簽證( Schengen Visa)：自 2011 年 1月 11日起，免簽證方案生效，持台灣護照者可

免簽證入境申根成員國家，在 180天內最多可停留 90天。免簽證方案不適用於台灣護照

內無詳載中華民國身分證號碼者。第三國家的公民欲停留在奧地利 3個月者，護照效期

至少要 6個月。 

由申根國家所發出的簽證若簽證上無其他特別的註明,則可在申根領域內旅遊。申根協議

的國家包括如下：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

臘、匈牙利、冰島、義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荷蘭、挪威、波

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伐尼亞、西班牙、瑞士和瑞典。 

 IATA劃分的世界三大航空區域分別是指那些地區?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將全世界劃分為 Area 1、Area 2 與 Area 3 三大區域： 

第一大區域(Area 1 或 Traffic Conference 1，簡稱 TC1)：北美洲(North America)、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南美洲(South America)、加勒比海島嶼(Caribbean Islands) 

第二大區域(Area 2 或 Traffic Conference 2，簡稱 TC2)：歐洲(Europe)、中東(Middle 

East)、非洲(Africa) 

第三大區域(Area 3 或 Traffic Conference 3，簡稱 TC3)：東南亞(South East Asia)、東北亞

(North East Asia)、亞洲次大陸(South Asian Subcontinent)、大洋洲(South West Pacific)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的組成與功能運作為何? 

組成：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ravel Quality Assurance Association，TQAA)，是

一個由旅行業自己組成來保護旅遊消費者的自律性社會公益團體，它使旅遊消費者有充

份的保障，它也促使其會員旅行社有合理的經營空間。 

品保協會之宗旨：提高旅遊品質，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其功能運作為： 

促進旅行業提高旅遊品質。 

協助及保障旅遊消費者之權益。 

協助會員增進所屬旅遊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 

協助推廣旅遊活動。 

提供有關旅遊之資訊服務。 

管理及運用會員提繳之旅遊品質保障金。 

對於旅遊消費者因會員經營旅行業管理規則所訂旅行業務範圍內，產生之旅遊糾紛，

經本會調處認有違反旅遊契約或雙方約定所致損害，就保障金依章程及辦事細則規定

予以代償。 

對於研究發展觀光事業者之獎助。 

受託辦理有關提高旅遊品質之服務。 

何謂 Tailor-Made Tour? 

訂製遊程（Tailor-Made Tour）：即國內各界人士或機關團體因展覽、會議或旅行之目

的，自行招募團員而交給旅行策劃設計的特別旅遊團體。此種團體多有特定的行程或特

定的目的。特別訂製行程是由消費者所提出需求，再由旅行社安排及決定價格的旅行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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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通常是根據客戶依其各自之目的，擬定日期而由旅行社進行規劃的單一行程。 

安排時間較耗時，由於其不規格性無法量產，通常價格（費用）較高。 

卻能享有較大的自主空間，能隨心所欲遊覽是其優點。 

企業界的獎勵旅遊、公家機關或學術團體的自強活動最常見。 

何謂 Open-jaw trip? 

有缺口的航空來回旅遊(Open Jaw Trip，OJ)：指行程由去程回程所構成，但去程的起點與

回程的終點城市不同或去程的終點及回程的起點間因使用陸上運輸工具，致航空來回旅行

發生不銜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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