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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會展概論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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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世界著名的會展行業協會-德國展覽產業協會英文簡稱為：
(1) UFI
(2) IAEE
(3) AUMA
【2】2.下列何者不是會展產業的特性？
(1)異質性
(2)消費性

(3)整合性

(4) ICCA
(4)無法儲存性

【4】3.1898 年德國萊比錫自行車和汽車展表現出專業性，此一現象反映出？ A.行業整體發展狀況
國家越來越強盛 C.參觀者越來越重視訊息與技術交流 D.具有足夠的市場價值
(1) A,B,C
(2) B,C,D
(3) A,B,D
(4) A,C,D
【3】4.展覽活動中的主要角色包括
(1) A
(2) A,B

A.主辦單位 B.參展廠商
(3) A,B,C

B.

C.參觀展覽者 D.旅行社
(4) A,B,C,D

【1】5.世界著名的全球國際展覽業協會─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簡稱為：
(1) UFI
(2) SITE
(3) AUMA
(4) ICCA
【1】6.將一個現有規模尚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展覽的產業，以專有的展覽名稱結合其他展覽同時舉行，
是一個：
(1)發展策略的思考與決定
(2)財務運作的思考與決定
(3)人氣凝聚的思考與決定
(4)行政方便的思考與決定
【3】7.風險管理在會展行銷規劃中，包括： A.事前預防 B.損害管制 C.依據機率發生大小及分攤損
失成本進行規劃 D.透過保險轉嫁風險 E.聽天由命
(1) A,B
(2) A,B,C
(3) A,B,C,D
(4) A,B,C,E
【4】8.展覽主辦單位向參展廠商制定收費定價的考量因素作法包括: A.以展覽競爭地位作為定價指導
B.運用產品差異化概念 C.以衍生性服務為基礎，依市場需求採取目標利潤定價法 D.依據參展廠商需
求，組合為套裝服務，擴大收費來源
(1) A,B
(2) B,C
(3) A,C,D
(4) A,B,C,D
【3】9. 在考量一個展覽的主題產業，應傾向於「綜合」或「專業」時，後述何者不是評量的對象？
(1)供需結構
(2)競爭態勢
(3)舉行時間
(4)發展策略
【1】10.以下哪一項小眾行銷工具最常為展覽行銷人使用？
(1)電話拜訪
(2)說明會
(3)影音廣告

(4)產業專業媒體

【1】11.許多會議在議程中，除了有全體與會人員參加的集會外，還有許多同時舉行的分組性會議。會議
主辦人如此編訂會議議程的目的應在：
(1)為同中有異的與會者，提供時間最低的更多參與價值
(2)減少大型會議室的租用
(3)避免大型集會在服務上品質不易盡如人意的風險
(4)技巧地規避大型會議需要重量級講員的困難

【1】12.會議與展覽併同舉行的原因計有：
(1)為對目標召募對象提供更大的參與效益
(3)為節約分別行銷的成本與工作負擔

(2)為免展覽或會議得以獨立舉行
(4)以上三項都正確

【1】13.當兩個沒有從屬關係的會議與展覽併同舉行時： A.展覽產業主題與會議主題的選定，仍應針對
同一產業或生活型態 B.參觀費用及會議出席費用的設計，仍宜針對展覽潛在觀眾與會議潛在與眾的
意願及能力，設計具有優惠性質的費率 C.行銷工具的使用，面對相同的目標對象時仍應作並重的展
現 D.以展覽為主
(1) A,B,C
(2) B,C,D
(3) A,B,D
(4) A,C,D
【1】14.會議與展覽都定有專屬的名稱，因此有關品牌行銷的課題：
(1)會展活動的名稱就是該會展的品牌，行銷人必須全力為其塑造有利的形象
(2)對於會展活動而言全不適用
(3)最好能為這個會展活動另外設計一個品牌名稱，以便於後續行銷活動的進行
(4)最好依附素享盛名的品牌，以求速效
【2】15.會展活動舉行時，各種不同背景之參與者選擇參與這個會展活動，最主要原因是：
(1)這個會展活動的舉辦
(2)潛在目標對象在會展活動中相遇
(3)主辦單位的存在
(4)贊助廠商或團體的贊助
【1】16.下列展覽會召募參展廠商時所發佈的資訊中，何者對於促成目標對象作出參展決定的助力最小？
(1)展覽會的預定舉行日期
(2)成功促成接觸有效需求的保證
(3)展覽舉行地點所代表的商機
(4)產業內指標性或多數廠商的參展決定
【1】17.在組織行為學門中認為：激勵是採取有效方法，以激發員工動機，進而提高其工作績效與下列何
種滿足感的歷程？
(1)工作
(2)權利運用
(3)金錢收入增加
(4)教育
【4】18.市場競爭激烈，各企業均不遺餘力的在尋求競爭優勢。下列何項生動的描繪出市場挑戰的嚴峻性？
(1)產品差異化
(2)最佳成本
(3)微利時代
(4)不創新，便死亡
【3】19.對企業主而言，參與獎勵旅遊事務之前應有配套的計畫，以下何者正確？ A.確定目標與設定回
饋標的與評比標準 B.要求全員參與，不准缺席 C.計畫訂定、執行、溝通、激勵與效果檢討 D.以營
利為前提 E.設定預算並作財務規劃
(1) A,B,C
(2) B,C,D
(3) A,C,E
(4) C,D,E
【1】20.下列何者可以解釋為觀光業的易滅性？
(1)機位與淡旺季需求
(2)飲食與餐具

(3)旅遊地與門票

(4)主管機關與職權

【1】21.獎勵旅遊行銷策略中，產品面要提供的是：
(1)隨時隨地提供旅客「WOW」的驚奇
(2)價格低廉
(3)節省人力
(4)易於執行
【2】22.獎勵旅遊可以讓從業人員除了滿足其生理需求外，透過在操作過程中生成革命情感。這滿足了下
列何項的效果？
(1) Repeat 經驗共享
(2) Morale 提升員工士氣與凝聚力
(3) Revenue 提供較高總體利益
(4) Responsiveness 對內部作業總體檢
【4】23.台灣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台北燈會活動為下那種活動類型：
(1)超大型活動
(2)政治活動
(3)重要活動

(4)區域活動

【3】24.活動顧客體驗管理為以下那一項活動執行工作：
(1)活動環境管理
(2)活動內容管理
(3)活動氛圍管理

(4)活動危機管理

【3】25.舉辦活動時，發生下列哪一種風險狀況，並非不可抗力因素：
(1)強烈颱風來襲
(2)地震
(3)參與人數超乎預期，造成交通擁塞
(4)發生流感
【請接續背面】

【3】26.對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協議中並未開放大陸服務業從業勞工來台就業，對於台灣勞工具有充分保護性
(2)是臺灣與中國大陸雙方依據 ECFA 第四條而展開的服務業經濟夥伴協議
(3)協定中明確要求中國大陸在台成立公司之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50%，以展現投資決心
(4)台灣會展產業之相關公協會曾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服貿協議之會展項目

【3】38.比較之下，下列何種報紙媒體較適合機械展刊登廣告？
(1)蘋果日報
(2)捷運報
(3)經濟日報

【1】27.減少宣傳紙張印刷與使用環保油墨印刷，屬以下哪一活動行銷的哲學：
(1)綠色行銷
(2)企業社會責任
(3)資源整合
(4)共享與分享

【3】40.參觀人潮是評估展覽成功因素之一，下列何者是錯誤做法？
(1)動員高質量之參觀者
(2)人潮數量要讓廠商滿意
(3)利用遊覽車到鄉下載來參觀者
(4)相關產業動員參觀

【2】28.為拓展台灣會展產業所建構之「台灣會展領航計畫」，係由國內哪一個公部門單位所推動？
(1)教育部高教司
(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3)勞委會職業訓練局
(4)交通部觀光局
【1】29.為吸引東南亞國家來臺觀光，並落實政府「新南向政策」，臺灣於 2016 年 8 月 1 日宣布試辦該
兩國國民訪臺停留 30 天免簽證措施，為期 1 年。請問是那兩個國家？
(1)泰國及汶萊
(2)日本及韓國
(3)澳洲及紐西蘭
(4)中國及印度
【3】30.全球會展展業依然呈現蓬勃發展，產業規模鉅大，效益深遠。全球會展活動更是大量向亞洲轉移，
東協 10 國顯然也躍躍欲試，積極開拓會展商機。瞭解東協（ASEAN）相當重要，除了新加坡、泰國以
外，還有八個國家。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東協國家？
(1)馬來西亞、菲律賓
(2)汶萊、越南
(3)印度、中國
(4)緬甸、柬埔寨
【2】31.由展覽主辦單位及周邊行服務業所組成，世界展覽產業最具影響力的組織，成立於 1925 年的「全
球展覽業協會」，其英文簡稱為？
(1) IAEE
(2) UFI
(3) AUMA
(4) ICCA
【3】32.當會議採取「差別定價」時，下列何者不是常見的區分依據？
(1)報名者的身份
(2)參與活動的程度
(3)報名者的國籍
(4)報名時間
【1】33.當行銷附屬於會議的展覽時，以下何者非正確的展覽行銷策略？
(1)採用「先報名，先分配攤位」的作法吸引更多展商
(2)展出內容要涵蓋會議之產業議題
(3)展商召募可先針對會議議程內講師及與會者
(4)適度運用大眾行銷工具發掘目標對象
【3】34.展覽舉辦可達活絡該主題產業之目的，下列何者非洽當之解釋？
(1)展覽現場交易量大
(2)眾多新產品發表
(3)參展及參觀人員食衣住行育樂之支出
(4)相關活動如比賽之舉辦
【3】35.國內知名展覽公司在某年 8 月 21 日至 24 日期間在台北世貿一館聯合主辦的「台北國際自動化科
技、機器人產業展」、「台北國際科技機械暨裝備、五金設備展」、「台北國際模具暨模具製造設備
展」及「台北汽車電子展」等系列展覽，可運用聯合宣傳之資源下列何者為非：
(1)辦理聯合記者會
(2)辦理聯合開幕典禮
(3)整合買主宣傳資料庫
(4)聯合購買媒體廣告
【3】36.下列何者不是整合行銷傳播操作中需特別注意要素？
(1)完整的資料庫
(2)了解對象之資訊接受管道
(3)了解對象之消費行為
(4)不偏好某些特定媒體
【4】37.展覽舉辦中若遇颱風需暫停展覽一天時採取之傳播作為，以下何者為不恰當
(1)運用電視新聞跑馬資訊
(2)人員聯絡廠商告知
(3)官方網站發佈訊息
(4)廣播車沿路廣播

(4)爽報

【4】39.「世貿年貨大展」為一內銷性質消費展，下列何者非為吸引人潮參觀最為有效的宣傳方法：
(1)舞台區之互動、造勢活動提供贈品
(2)刊登電視、廣播廣告
(3)記者招待會增加媒體曝光
(4)國際航班機上雜誌刊登廣告

【4】41.下列何者是展覽展名擬定之考慮因素？
(1)包山包海含蓋範圍愈多愈好
(3)一定要有英文展名

(2)一定要加上「國際」
(4)契合主題精準為佳

【4】42.在獎勵旅遊發展中，人員能力及特質尤其重要，下列何者屬於隱性(不易觀察)的能力？
(1)產業專業
(2)語文能力
(3)簡報能力
(4)創意及高 EQ
【3】43.下列哪種不屬於旅遊業者涉入獎勵旅遊事務所獲得的收穫？
(1)提供較高的總體效益
(2)建立優質名聲
(3)強化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4)提升員工士氣與凝聚力
【1】44.下列哪種組織功能不屬於獎勵旅遊經營的三大類型？
(1)個人靠行承攬
(2)組織內設立獎勵旅遊部門
(3)公司主力經營獎勵旅遊公司
(4)直銷系統下設獎勵旅遊部門
【1】45.顧客忠誠度可定義為：
(1)顧客重覆購買的行為
(3)具有顧客心中高知名度

(2)推出促銷活動時，顧客反應熱烈
(4)深得顧客喜愛

【3】46.旅遊業者對企業提出獎勵旅遊的提案策略，下列哪種策略不適用？
(1)市場導向
(2)產品導向
(3)價格導向
(4)競爭者導向
【1】47.穆斯林不食豬肉，其所食之牛羊雞鴨等，都還是經過教長念誦古蘭經超度過後才殺的，這些肉品
稱之為？
(1) Halal
(2) Idul Ftri
(3) Ramada
(4) Prayed meat
【1】48.當您向客戶提出活動提案簡報時，應掌握以下那些重點？ A.完整的簡報內容
說明簡報內容 C.於事先沙盤演練及回應 D.桌椅的 報價 E.酷炫華麗為導向
(1) A,B,C
(2) B,C,D
(3) C,D,E
(4) A,B,E

B.以重點方式來

【3】49.即將在 2020 年舉辦綜合型世界博覽會的城市為：
(1)美國芝加哥
(2)英國倫敦
(3)阿聯杜拜

(4)韓國首爾

【2】50.活動經費由多方來源提供贊助，稱為：
(1)獨家贊助
(2)聯合贊助

(4)產品服務贊助

(3)媒體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