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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1.

新加坡舉辦的國際會展之所以會成功，其關鍵因素不包括：
政府高度重視 多種族國家 國際行銷能力強 契合市場的需求

【2】

2.

要放在大會資料袋中的資料，以下何者並不合宜？
與會者名牌及證件 口香糖 論文集 邀請卡

3.

選擇會場接待人員時，其中一些背景因素是比較重要的考慮，下列何者並不
合宜？ 1.基本會展知識 2.團隊精神 3.交際能力 4.反應能力 5.語文
能力
 1  3  5  4

【1】

4.

選擇各種類型、各種目的的展覽或大型國際會議去參加，主要因素至少包括
下列哪四項？ 1.增加銷售機會 2.提升自我形象 3.瞭解競爭者 4.純粹
捧場
5. 擴大客戶認知及熟悉程度 6.消化預算
 1 2 3 5  2 3 4 6  3 4 5 6  1 2 4 6

【1】

5.

會展活動預算項目分爲收入（income）與支出（expenditure）兩大項；會
展活動支出的項目主要有以下各項，以下何者不是支出：
註冊費 宣傳費用 場地租金 餐飲費用

【3】

6.

大會手冊是會議的門面，也是重要宣傳管道，因此有一些資訊內容必須列出
說明，下列何者並不是重點？ 1.大會的正式名稱及時程 2.本屆理事長
競選文宣 3.會議室區域圖，平面圖 4.詳細議程
 4  3  2  1

【1】

7.

一般所謂標準攤位，指的是：
33 3 33  33 3 23
 63 3 63

【2】

【4】

8.

【1】

9.

【2】

10.

【1】

11.

題目及選項

 23 3 23

考慮國際會展活動場地，需要想到以下的重點：
1.交通便利性 2.設施完整性及空間容量 3.有效通信能力
4.服務優質能力 5.舒適安排 6.以上皆是
1 2 3  2 3 4  3 4 5  6
劇院型和教室型擺設的最大差異為何
 人數的多寡  出口不同  舞台搭設有別  天花板高度不同
會議餐飲會根據不同場合作適當的安排，請問哪一項不是大會的需求？
CoCCee CreCC
 CeddinC CCnCuet
 re identd dinner
Cedcome reception
「CCnCpe 」指的是：
宴會小點心 主菜 開胃菜 甜點

1

【2】

12.

國際會議之策畫有賴於：
單打獨鬥  團隊合作  強勢作為 長官意見為依歸

【2】

13.

在國際會議舉辦前，通常會先辦理”CCdd Cor pCper”這個意思是:
辦理文件 徵集論文 海報召集 張貼論文海報

【3】

14.

貿易性展覽係由何種型態的活動演變形成：
藝文活動 宗教活動 市集  節慶

【2】

15.

一般國際展對國內、外廠商攤位定價是否一致？
國內廠商較高 評估展覽國際知名度及攤位供需情況後定價
價位相同
以上皆非

【3】

16.

主辦單位為求展覽目標客戶群能達經濟規模或增加展覽號召力之作法為：
尋求媒體為展覽背書
洽覓展覽代言人
尋求適合的共同主辦、指導、協辦及贊助單位 以上皆非

【3】

17.

國際展與國內展最主要的區別為：
主辦單位 展覽地點 參展廠商及參觀買主  以上皆非

【3】

18.

展覽促銷涵蓋的工作層面包括：
展覽攤位及裝潢的促銷
展覽攤位、廣告及贊助項目的促銷
展覽攤位銷售及參觀買主推廣  以上皆非

【4】

19.

國際外銷接單展參觀買主資料管理重點為：
蒐集有效潛在買主資料並建置資料庫 買主資料分析、分類處理
買主資料更新、維護
以上皆是

【3】

20.

主辦單位如何獲知參觀展覽目標客戶群的消長？
參觀總人數的消長
參觀者對展覽的評鑑
統計、分析買主資料及參觀者入場憑證類別 以上皆非

【1】

21.

展覽主辦單位如何有效掌握展覽之損益平衡？
事先作好財務規劃，編列收支預算，開源節流，並適切尋求相關單位支援，
開發可增加營收項目，有效掌控盈虧
提高攤位費，盡量減少支出
除攤位費收入外，盡量開闢財源，增加收入
以上皆非

【2】

22.

展會新聞室提供展覽相關資料予媒體記者，以便宣傳展覽會，下列何者為
非？ 展會動態訊息 展前快訊 Show review
創新產品介紹  展覽宣傳照片

【3】

23.

展覽執行須以人為本，現場工作人員的管理是展覽成敗的重要因素，下列何
者非人員管理的項目：
分組管理 時間管理 薪資管理 激勵與糾正

【1】

24.

展館內攤位如為淨地(RCw SpCce Ondy)，通常表示：1.僅為空地 2.附有基
本隔間 3.附有地毯 4.不附攤位隔間或地毯 5.附有接待桌椅
 1 4  2 3  2 3 5  2 5

2

25.

下列何種刊物無法供讀者查詢國際展覽檔期？
The Tirectory oC Tu ine
to Tu ine
CCtCdoC
3+A InternCtionCd TrCde how Tirectory
TrCde how CeeC TCtC TooC
AU3A_TrCde FCir Guide Corddwide

26.

參展廠商之展品因天災受損，向主辦單位索賠，如何處理？
不予理會
陪同廠商向展場單位要求賠償
展前向廠商宣導，應於展覽期間自行投保展品意外險，如遇事故，協助廠
商向投保業者求償
以上皆是

【1】

27.

下列何者為攤位秩序的管理內容：
1.音量(舞台、叫賣、麥克風) 2.展示或活動佔用公共走道 3.攤位工作人
員衣著 4.銷售績效
1 2 1 2 3 2 3 2 3 4

【3】

28.

展覽主辦單位於撰擬展前新聞稿時，除展會名稱、日期與地點外，下列何者
非重點？
展覽特色 周邊活動 買主訪談 展覽規模

【4】

29.

展覽現場管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訣竅是：
不論現場狀況，照章行事 服務至上，客戶說了算
能緩則緩，息事寧人
就事論事，對症下藥

【3】

30.

展場管理成功與否之關鍵因素在：
經費預算 科技運用 人 規範罰則

【4】

31.

舉辦會議展覽時下列哪一個與交通組工作職掌無關：
大會議程 交通車時間安排 交通公司確認 用餐內容

【2】

32.

成功順利之展覽，其必備條件並不包括下列何者？
相當數量的優質參展廠商
足夠多的贊助廠商
專業的展覽(交易)環境與設施 相當數量的優質買主/參觀者

【4】

33.

展覽主辦單位對於展覽訊息的發布應秉持何種原則，以免引起現場管理之糾
紛？
長期配合之參展廠商優先 知名大廠優先
主動積極之參展廠商優先 無大小家之分，公開公平

【2】

34.

舉辦大型產品之展覽，下列何者非貨車進出展場之規畫重點？
進出動線 展出攤位數 地板載重 天花板高度

【2】

35.

展場對攤位裝潢廠商之規範及水電等設施之管理是誰的責任？
參展廠商 場館管理單位 展覽主辦單位 水電協力廠商

【4】

36.

以下哪一個裝潢或布置項目，可超出租用攤位之範圍
 招牌  旗幟  盆栽  以上皆不可

【1、4】

37.

就會議規模言，下列何種型態會議規模最小？
 worC hop  Corum  ympo ium  eminCr

【1】

【3】

3

38.

下列何者非參展廠商於展場搭建超高裝潢物，應採取之步驟：
事先申請 另加保意外險 進場時再報備 專業結構技師簽證

【3】

39.

展覽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因空間與環境限制，主辦單位務必於
展覽規劃前，充分瞭解於該中心_______，俾於參展辦法或參展手冊中明確
告知欲報名之參展廠商切實遵守，以免屆時因違反規定影響參展效果
參觀者/買主參觀動線安排 警衛保全如何維持現場秩序
參展應遵守之各項規定
現場發售門票之地點

【3】

40.

會場場地視察( ite in pection) 之前置作業，何者為非必要之準備項目：
 上網了解會場基本資訊  洽詢場地檔期
 洽詢場地配合包商
 洽詢參觀場地日期

【3】

41.

颱風來襲，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判斷展覽是否暫停舉辦之依據?
人潮多寡 雨量大小 政府主管機關宣布停班停課 參展廠商意見

【4】

42.

下列何者不屬國際會議主辦單位提供交通服務範圍：
出席者機場接送 飯店至會場接駁 旅遊參訪 接送大會工作人員

【1】

43.

Ce hCve C project “KicCoCC 3eetinC” thi morninC. KicCoCC 的意思
是指 啟動會議 閉門會議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3】

44.

近幾年來，有些專家用英文縮寫 3ICE 來說明會展產業的包含範圍，而其
中”I”所指的是:
 InterCctive TrCved  InCormCtive TrCved
 Incentive TrCved
 Intere tinC TrCved

【2】

45.

為了方便會展客人與會參展，我們會安排接駁巴士，接駁巴士指的是;
 Tour Tu
 Shuttde Tu
 Scenic Tu
 imou ine

【4】

46.

TechnicCd Vi it 是國際會議中相當重要的規畫，此地所指的是:
公式訪問 正式晉見訪問 旅遊 技術參訪

47.

Chich i the Ce t diChtinC Cor C pre enter who i CoinC to Ce u inC
C power point pre entCtion?
HCve the diCht ource directdy CCove the creen or monitor thCt how
the dide .
TCrCen the entire room o thCt the dide
how up wedd.
TCrCen the Cront oC the room where the creen i Cut provide C diCht
to how the peCCerd CCce.
Keep the diCht on o the Cudience cCn ee the peCCer.

【3】

【3】

【1】

48.

A pdenCry e ion
i Cttended Cy Cdd conCerence pCrticipCnt
i Cttended ondy Cy the orCCniiinC committee
i orCCniied Cy the hoted tCCC
i Cttended ondy Cy tho e who Cre intere ted in the topic oC the
e ion.

4

【1】

【4】

49.

Video conCerence trCn mi ion reCuire C dot more _______thCn pure
Cudio trCn mi ion Cut Cre CC ed on the Cme tCndCrd mCCinC it
eC y to inteCrCte Video-over-I into exi tinC networC .
 TCndwidth
TCnC oCn
 TCnd TeCt  TCnditd Cit

50.

The notice oC the meetinC houdd incdude mCny item . Chich one i
not correct?
 The purpo e oC the meetinC
 The topic to Ce covered
 The dCte time Cnd pdCce
 A di t oC perCormer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