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飲管理 

 

1. 下列何者非〝未來〞的購物資訊提供方式？(A)會員制的資訊散發策略 (B)加強與

直接銷售結合之廣告 (C)到處張貼發放海報 DM (D)利用人的銷售展開新的市場情

報。 

2. 越來越多零售業者會設立自有品牌，請問下列何者非設立自有品牌之優點？(A)加

強商店個性、特徵 (B)提高商品信用度 (C)處理的單位數量增加 (D)銷售活動效率

化。 

3. 下列何者非網路行銷的優勢？(A)無國界之分 (B)可全年 24 小時不間斷的行銷傳播 

(C)資料內容可隨時更新 (D)不具有互動性。 

4. 毛利／從業員工數，其值代表：(A)人效 (B)勞動生產力 (C)勞動組合佔有率( D)坪

效。 

5. 從營業報表，那一項是數字無法呈現的 (A)單一品項產品銷售排行榜 (B)每日各不

同時段之銷售績、平日假日銷售業績差異 (C)每月每季銷售業績、及與上個月營

業額相較之差異 (D)商品報廢的品質差異性。 

6. 下列何者態度不屬於正確的服務態度？(A)迅速確實的身體語言 (B)逃避問題 (C)

態度積極 (D)開朗、友善及祥和的聲調。 

7. 在職業的生涯中何者非應有態度上的認知？(A)不斷地認識自己 (B)充實自己 (C)

提高就業競爭力 (D)有表現即要求加薪。 

8. 主動服務顧客之技巧，下列何者為非？(A)不用等到顧客要求，就準備好下一個服

務步驟 (B)藉由辨識顧客服務訊息做出正確適當的回應 (C)隨時找尋服務顧客的機

會 (D)不斷的督促顧客購買商品。 

9. 有關帳面存貨系統敘述何者為誤？(A)又稱永續存貨系統 (B)公式：期末存貨＝期

初存貨＋本期進貨－本期銷貨成本 (C)需要實地盤點，每月月底的存貨價值才可

計算出 (D)可做經常性財務分析。 

10. 高品質的服務敘述下列何者為非？(A)良好態度的第一線人員 (B)注意與顧客的互

動 (C)親切有禮的優質服務 (D)媒體廣告多而集中。 

11. 當顧客透過「意見卡」的方式來表達不滿時，處理的程序包括：1.與相關單位聯

絡並討論解決方式、2.向顧客了解狀況、3.安撫顧客情緒、4.告知顧客處理方式，

依時間順序來排列應是？(A)2134(B)2314 (C)3214 (D)3124。 

12. 下列何者不屬於企業促銷的內容 (A)折價券 (B)積分券 (C)贈品券 (D)大樂透。 

13. 下列何者不是一般促銷活動的目的？(A)贈送贈品 (B)吸引顧客 (C)增加銷售量 

(D)提升品牌知名度。 

14. 要使促銷成功，必須要使活動具下列何種功能，才能提高目標物件參與意願及促

進銷售成效 (A)念力 (B)活力 (C)刺激力 (D)快樂力。 

15. 員工訓練必須具備的功能，以下何者為非 (A)改變員工技術 (B)傳授工作經驗提升

工作能力 (C)培養員工的知識與素養 (D)培養員工積極的工作態度。 



16. 以下何者並非人員訓練的步驟？(A)解說 (B)示範 (C)試做 (D)面談。 

17. 所謂 PT 人員是指 (A)新進人員 (B)兼職人員 (C)管理幹部(D)內部講師。 

18. 人力控制的重點在於 (A)以合理的人力成本與維持服務水準 (B)人力成本最小化 

(C)提升服務品質 (D)精簡人力。 

19. 連鎖經營的主要效益，即使顧客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與任何服務人員，均能獲

得怎樣的服務品質 (A)一致化 (B)多元化 (C)差異化 (D)專業化。 

20. 下列哪一項不是客訴事件的一般處理階段？(A)傾聽顧客的抱怨 (B)向顧客道歉並

探討原因 (C)據以力爭以商店立場解釋 (D)提出問題解決的方法。 

21. 商店在處理客訴事件時，那一項是正確的處理？(A)先傾聽平息客人怨氣為優先，

再處理客訴 (B)以商店利益為優先考量 (C)以媒體報導為優先處理 (D)不是商店缺

失要向顧客道歉再委婉的說明並取得顧客的諒解與了解。 

22. 與顧客建立良好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為誤？(A)依據顧客的需求提供適當的服務 

(B)收集顧客的意見作為改善依據 (C)不會抱怨的顧客，滿意度高 (D)服務顧客須

滿足內外顧客的需求。 

23. 如果您正在接待顧客，正好電話響起，您應該如何應對？(A)拿起電話同顧客說明

後再背對顧客簡單扼要的回電或交談 (B)拿起電話側身對著顧客自然的交 (C)拿起

電話面對顧客旁若無人的交談 (D)不接電話。 

24. 下列哪一種說法比較能順利促成顧客購買？(A)東西好，價錢當然會貴囉 (B)已經

是最便宜的價格了 (C)這個商品雖然價錢稍微高一點，但是品質卻是最好的 (D)若

你預算只有這些，那就買另一個好了。 

25. 下列對顧客需求何種服務表現敘述正確？(A)價錢比別家便宜 (B)只看不買不用提

供服務 (C)服務顧客主要微笑 (D)重視顧客服務，替顧客著想。 

26. 處理顧客抱怨的目標何者為非？(A)找出顧客不滿意的癥結作為改進參考 (B)顧客

的問題視重要程度再安排解決 (C)檢討改善避免錯誤再度發生 (D)得到顧客再度的

信賴。 

27. 處理電話抱怨何者為非？(A)耐心傾聽 (B)紀錄顧客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與抱

怨內容 (C)務必登門拜訪 (D)說明事情的原委。 

28. 為了銷售產品所提供的一切活動，以及與商品銷售有關之週邊活動，以提供顧客

利益、滿意等等之行為稱之為？(A)行銷 (B)品質 (C)服務 (D)策略。 

29. 下列何者不是顧客抱怨的三階段處理方式？(A)理解顧客發怒的情緒  (B)說明公司

規定，並堅定立場，以公司利益為最高目標 (C)確認事實、做適切處理 (D)感謝顧

客提出之指教，並希望繼續光臨。 

30. 下列何者不是正確處理客訴應有之態度與方式？(A)正確掌握客訴原因，即時道歉 

(B)仔細傾聽不插話，讓顧客一吐為快 (C)處理客怨時，專心處理，暫時不用管其

他顧客的感受 (D)積極處理態度，挽回顧客信賴。 

31. 管理四用，以下何者為非 (A)用學習充實自我 (B)用愛心善待同仁 (C)用績效評核

能力 (D)用同理心服務顧客。 

32. 就算明天就要離職，還是做好份內的事務，這是什麼的表現 (A)敬業 (B)合作 (C)



團隊 (D)同理心。 

33. 設身處地考量別人的立場，這是什麼的表現 (A)敬業 (B)合作 (C)團隊 (D)同理

心。 

34. 接聽電話應對時，要先 (A)等待對方先講話 (B)報上店名與問候語 (C)確認對方身

份 (D)重複一次要點。 

35. 保持正面開朗的工作態度可 (A)建立良好人際關係 (B)獲取主管的好感 (C)巴結顧

客 (D)討好同事。 

36. 當顧客抱怨時應 (A)站在公司立場據理力爭 (B)不予理會 (C)推託主管不在隨意打

發 (D)以同理心傾聽。 

37. 工作時的情緒管理應 (A)工作效率隨情緒起伏 (B)任意發洩不滿之語 (C)隨時調適

至正面心態 (D)重摔物品發洩情緒。 

38. 與主管相處應(A)隨時報告同事的缺失 (B)逢迎主管之喜好 (C)恐懼犯錯刻意遠離 

(D)保持自然遵守公司規定。 

39. 離職後對前公司機密事務(A)可大肆宣傳 (B)應保守機密 (C)拷貝機密自行創業 

(D)販售機密予同業。 

40. 下列何者是全發酵茶：(A)龍井茶 (B)綠茶 (C)烏龍茶 (D)紅茶。 

41. 茶葉製造過程經過殺青、揉捻、乾燥的是 (A)清茶 (B)綠茶 (C)烏龍茶 (D)紅茶。 

42. 茶菁的發酵程度達 30％是 (A)龍井茶 (B)茉莉花茶 (C)凍頂烏龍茶 (D)紅茶。 

43. 白蘭地是以什麼發酵蒸餾而成 (A)蘋果 (B)梨子 (C)葡萄 (D)櫻桃。 

44. 以甘蔗為釀造原料是 (A)伏特加 (B)白蘭地 (C)龍舌蘭 (D)蘭姆酒。 

45. 一般葡萄酒的酒精濃度約為 (A)5～7％ (B)9～17％ (C)20～25％ (D)27～30％。 

46. 一般來說，威士忌的酒精濃度約為 (A)25～30％ (B)30～35％ (C)35～40％ (D)40

～45％。 

47. 一般來說，啤酒的酒精濃度約為 (A)5～7％ (B)7～10％ (C)10～15％ (D)15～20

％。 

48. 濃縮咖啡、牛奶和奶泡混合後稱為 (A)拿鐵 (B)美式咖啡 (C)綜合咖啡 (D)卡布奇

諾。 

49. 餐廳營業中，若客人有抱怨要由何人解決 (A)服務員 (B)領班 (C)領檯 (D)經理。 

50. 負責對菜點質量的全面檢查的人是 (A)廚師 (B)副主廚 (C)主廚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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