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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饗盃

考試卷

命題老師： 陳頌文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為避免顧客抱怨事項的發生，餐飲業宜加強下列哪一項作業的控管與執行？ (A)成本
控制 (B)工程品管 (C)標準化作業 (D)價格訂定。
《答案》C
《解析》顧客抱怨事項中，最難以忍受的是不等值及欠缺一致性水準的標準服務。
2.（
）餐廳服務人員為客人服務醬料時，下列何種服務方式正確？ (A)以左手持醬料盅，從
客人左側服務 (B)以左手持醬料盅，從客人右側服務 (C)以右手持醬料盅，從客人
左側服務 (D)以右手持醬料盅，從客人右側服務。【98統測】
《答案》A
《解析》服務員需遵守「左傳遞右放置」的原則，故服務員左手持醬料盅，從客人左側服務。
3.（
）焰燒櫻桃這甜點，是何種餐飲服務？ (A)Flambé (B)Silver Service (C)Butler Service
(D)Plate Service。【103餐服技競】
《答案》A
4.（
）火災發生初期，消防人員會以泡沫、乾粉或消防砂來隔絕或稀釋空氣中的氧氣而達滅
火之效，此為下列哪一種滅火方法？ (A)拆除法 (B)窒息法 (C)冷卻法 (D)抑制
法。
《答案》B
5.（
）服務白酒時，瓶口距杯口大約多少距離較能沖出氣泡？ (A)3公分 (B)6公分 (C)8公
分 (D)10公分。
《答案》D
《解析》距離10公分較能沖出白酒內的氣泡，以增加用餐的視覺享受。
6.（
）下列是西式餐桌擺設的步驟，請選出排序正確的選項：甲、擺放口布或展示盤；乙、
擺放餐刀與餐叉；丙、擺放杯子 (A)乙→甲→丙 (B)甲→乙→丙 (C)丙→乙→甲
(D)乙→丙→甲。【餐飲服務丙檢】
《答案》B
7.（
）以桌邊服務的方式提供燒烤牛排、拿波里義大利麵及火焰薄餅等餐點時， 服務人員原
則上不會使用到下列哪一種服勤技巧？ (A)boning (B)carving (C)cooking
(D)flaming。【107統測】
《答案》A
8.（
）下列關於中餐宴席餐廳出菜順序的作業要領，何者有誤？ (A)先涼菜後熱菜 (B)先菜
餚後點心 (C)先燒菜後熱炒 (D)先鹹味後甜味。
《答案》C
9.（
）餐具清潔方法中的「手洗方法」
，請排出正確清洗順序：甲、消毒；乙、沖洗；丙、預
洗；丁、瀝乾；戊、清洗 (A)乙戊丁丙甲 (B)丙戊乙甲丁 (C)丙乙戊丁甲 (D)乙戊
丙丁甲。
《答案》B
10.（
）餐廳服務人員應用三S原則，徒手為客人收拾主餐盤時，其正確的操作順序為何？
(A)Scrape→Stack→Separate (B)Scrape→Separate→Stack (C)Separate→Stack→Scrape
(D)Stack→Scrape→Separate。【98統測】
《答案》A
11.（
）關於西餐服務之流程，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A)帶位入座→迎賓問候 (B)倒水→攤口
布 (C)派送麵包→上冷開胃菜 (D)服務主菜→佐餐酒服務。
《答案》C

《解析》(A)迎賓問候→帶位入座；(B)攤口布→倒水；(D)佐餐酒服務→服務主菜。
12.（
）下列有關餐飲服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在歐美國家，習慣上先將菜單遞送給主賓，
由主賓點菜 (B)為顧客倒水，應以老先於少，女先於男的服務原則 (C)接受客人點
菜時，應站在主客右側後方15～20度間詢問 (D)應從顧客右側之服務地帶呈遞口布。
【98統測】
《答案》A
13.（
）關於餐旅從業人員的服務守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顧客抱怨時，不要告知主管
(B)顧客贈送貴重禮物時，可私自收下 (C)顧客邀約出遊時，可趁主管不在私下答應
(D)顧客要求虛報發票款項時，應告知主管處理。【100統測】
《答案》D
14.（
）在旁桌服務（Side Table Service）中，以烈酒點火燒過的烹調技巧稱為 (A)Burning
(B)Grill (C)Flambé (D)Roasting。
《答案》C
15.（
）針對餐旅服務人員而言，EQ比IQ更顯重要，請問EQ是指什麼？ (A)情緒商數 (B)智
慧商數 (C)道德商數 (D)逆境商數。
《答案》A
16.（

）關於正式午、晚餐西式餐具及杯皿的擺設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咖啡杯不預
先擺上桌；乙、紅酒杯擺放在高腳水杯的右下方；丙、水杯擺放在餐叉的正上方約5
公分處；丁、餐刀、匙置於右側，刀刃朝右，叉類則置於左側 (A)甲、乙 (B)甲、
丁 (C)乙、丙 (D)丙、丁。【107統測】
《答案》C
17.（
）服務員引導賓客入座時，以哪一種方式為正確？ (A)走在客人正前方 (B)走在客人左
邊

(C)走在客人左後方

(D)走在客人右斜前方二步距離。

《答案》D
18.（
）下列關於美式早餐（American Breakfast）與歐陸式早餐（Continental Breakfast）的敘述，
何者正確？ (A)美式早餐只提供果汁，但不提供咖啡或茶 (B)美式早餐會提供榖類
食品（Cereals）與牛奶 (C)歐陸式早餐較美式早餐內容豐富 (D)歐陸式早餐會提供
蛋、火腿、培根。【97統測】
《答案》B
1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顧客用錯餐具，服務生應立即糾正 (B)用餐過程中，若餐具
掉落，服務員應立即為顧客更換 (C)餐具擺設並非一成不變，應視菜單內容而有所更
動

(D)服務員拿取餐具擺設時，不可碰觸刀刃、叉尖及匙面。

《答案》A
《解析》當發現客人用錯餐具時，不必立即予以更正，應等客人該道菜使用完畢後，再爲客人補充
或調整下一道菜所欠缺的餐具。
20.（
）關於guéridon servic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提供客製化的服務，使顧客倍感尊重
(B)可展現食物的烹調過程及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 (C)服務流程簡易，可使餐廳翻檯
率提高 (D)Caesar salad是guéridon service的典型菜餚之一。【102統測】
《答案》C
《解析》(C)guéridon service旁桌服務，服務流程較複雜，會使餐廳翻檯率降低；(D)Caesar salad凱撒
沙拉。
21.（
）對於服務人員的行走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行走時要端莊合宜，但若有急事
可跑步以增加處理事情的速度

(B)在餐廳內行走時，應靠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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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本的要求為

「行如風」

(D)身體重心應稍向前，收腹，頭朝正前方，眼睛應平視並面帶微笑。

《答案》A
《解析》(A)行走時要端莊合宜，但若有急事也不可以跑步，只能加快步伐。
22.（
）擦拭扁平餐具刀子時，如服務員以右手擦拭，則需注意要將刀刃朝向何方？ (A)下方
(B)右方 (C)左方 (D)上方。
《答案》C
23.（
）下列何種杯皿的杯身長、杯口窄，可用來欣賞香檳酒氣泡之用？ (A)Champagne Tuilp
(B)Champagne Flute (C)Champagne Saucer (D)Pilsner Glass。
《答案》B
24.（
）中餐廳奉茶服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奉茶前，先將沖泡好的熱茶倒入茶杯，並
將茶杯置於托盤上 (B)奉茶時，以右手持托盤，左手持茶杯，側身自賓客右側服務上
桌 (C)倒茶服務時，則右手持茶（水）壺，左手持服務巾，自賓客右側服務 (D)收
壺時，將服務巾置於壺嘴處，以防止茶水滴落桌面，影響桌面整潔。【103餐服技競】
《答案》B
25.（
）下列有關品酒的敘述，何者錯誤？ (A)白酒變老會失去色澤，紅酒則愈陳顏色愈深
(B)Nose指品酒者用以形容酒的綜合氣味 (C)紅酒一般較白酒澀，乃因含較多單寧
(D)通常較好的酒，餘味較長。
《答案》A
26.（
）下列有關中餐服務的流程，何者敘述錯誤？ (A)服務菜餚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傳菜→
上菜→秀菜→分菜 (B)上菜時，皆應從主人（6點的位置）右側端上 (C)秀菜時，應
站在主賓右側進行說明 (D)多人聚餐時，遞送菜單之順序應以女士或長輩為優先。
《答案》C
27.（
）每一套餐具的擺設須提供多大的空間讓顧客使用？ (A)15吋寬13吋深 (B)16吋寬14吋
深

(C)17吋寬15吋深

(D)18吋寬16吋深。

《答案》D
28.（
）菜餚在廚房裡烹調好，由廚師將多人份的菜餚盛裝於服務盤，並加以裝飾後，經由服
務人員把服務盤端進餐廳展示給客人。然後由服務人員使用服務叉匙為客人服務或由
客人自行取菜，以上敘述是何種服務？ (A)Plate service (B)Family service
(C)Guéridon service (D)Sliver service。【108餐服技競】
《答案》D
29.（
）服務陳年葡萄酒時，為了避免顧客飲用到沉澱物，可將瓶中的酒先倒入下列何種器皿？
(A)Wine Cellar (B)Wine Cooler (C)Wine Decanter (D)Wine Holder。【99統測】
《答案》C
《解析》(A)Wine Cellar：酒窖；(B)Wine Cooler：冰酒桶；(C)Wine Decanter：過酒瓶；(D)Wine Holder：
葡萄酒架。
30.（
）下列有關西餐餐桌布設原則，何者錯誤？ (A)餐具擺設力求整齊劃一，餐具間距要等
距 (B)酒杯擺設以右上左斜，由小到大依序排列 (C)餐具由內而外等距擺放 (D)餐
具擺設為左叉、右刀匙。
《答案》B
《解析》酒杯擺設以左上右斜，由大到小依序排列。
31.（
）下列何種托盤材質輕、硬度大、利於清理，表面經過止滑處理，運送餐具或餐點時，
不易發生餐具傾倒的狀況？ (A)銀製托盤 (B)木製托盤 (C)塑膠托盤 (D)金製托
盤。
《答案》C

32.（

）下列關於中餐分菜服務的描述，何者正確？ (A)桌上分菜應與顧客多交談，以顯示親
切 (B)桌上分菜可展現專業分菜技巧 (C)桌邊分菜會造成座位擁擠、干擾顧客 (D)
桌邊分菜不需要進行秀菜服務。【99統測】
《答案》B
33.（
）下列關於葡萄酒產區與國家的組合，何者正確？甲、納帕山谷（Napa Valley）：美國；
乙、波爾多（Bordeaux）
：法國；丙、萊茵河（Rhein）沿岸：西班牙；丁、布根地（Burgundy）
：
義大利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答案》A
34.（
）國際通用語言是餐旅從業人員必備之條件，現今主要是以哪一種語言為主？ (A)日語
(B)法語 (C)英語 (D)義大利語。
《答案》C
35.（
）下列何者為擦拭刀子時，刀刃應朝向的正確方向？ (A)右方 (B)左方 (C)上方 (D)
下方。
《答案》B
《解析》擦拭刀子時，應以左手拿著布巾握住刀柄，再以右手持布巾擦拭，刀刃須朝左方，避免刀
刃割傷自己及布巾。
36.（
）關於餐廳領檯人員安排座位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情侶儘量安排坐於餐廳
較隱密之處 (B)攜有幼童同行的顧客，適合安排於入口處附近 (C)光鮮亮麗及裝扮
時髦的顧客，適合安排於餐廳顯眼處 (D)餐廳剛開始營業時，儘量安排顧客坐在入口
前段較顯眼的地方。【99統測】
《答案》B
37.（
）火災時若發現有客人因缺氧或吸入太多濃煙而休克或停止呼吸時，應如何處理？ (A)
先施予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再送醫 (B)先打電話報警，等待醫護人員送醫 (C)先
令其仰躺在通風良好地方 (D)通知其親友趕來送醫治療。
《答案》A
38.（
）西式set menu中如有cold appetizer、soup、hot appetizer、main course與dessert時，則服務人
員收拾show plate的最佳時機為何？ (A)收拾cold appetizer餐盤時一併收走 (B)收拾
hot appetizer餐盤時一併收走 (C)收拾main course餐盤時一併收走 (D)收拾B.B. plate時
一併收走。【100統測】
《答案》B
39.（
）客人點了一客牛排，詢問適當搭配的飲料，則下列何者適宜？ (A)彩虹酒 (B)酸酒 (C)
奶酒 (D)紅酒。【餐飲服務丙檢】
《答案》D
40.（
）餐飲業所發生的意外事件當中，以下列哪一類事件最為嚴重？ (A)食物中毒 (B)瓦斯
中毒 (C)火災事件 (D)刀傷、燙傷。
《答案》C
41.（
）美式服務中，客人用完的餐盤 (A)以左手從客人左側 (B)以左手從客人右側 (C)以右
手從客人左側 (D)以右手從客人右側 收拾。【餐飲服務丙檢】
《答案》D
42.（
）一般美式服務的菜餚及飲料是分別從顧客的哪一個方向服務？ (A)左側，右側 (B)
皆由左側 (C)一律由右側 (D)依服務員的習慣而定。
《答案》A
43.（
）專為餐廳顧客點葡萄酒的服務員職稱為 (A)Steward Captain (B)Maitre d’Hotel
(C)Sommelier (D)Restaurant Waiter。【91統測】
《答案》C
44.（
）臺灣大多數的餐廳皆採何種服務方式，此種服務方式可有效節省時間及人力？ (A)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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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務

(B)美式服務

(C)法式服務

(D)英式服務。

《答案》B
45.（
）擦拭扁平餐具如叉子、湯匙時，需注意要將叉齒及匙面朝向何方？ (A)左方 (B)上方
(C)下方 (D)右方。
《答案》B
46.（
）客人刻意吃霸王餐，下列處理何者較為妥適？ (A)將影片公開，人肉搜索 (B)報警，
提供店內錄影給警方查緝 (C)張貼告示於店門口 (D)登報尋人。【餐飲服務丙檢】
《答案》B
47.（
）當食物中毒時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A)不予理會 (B)立即報警並送醫 (C)保暖並預防
休克 (D)保存殘留食物。
《答案》A
48.（
）服務人員在爲客人服務添加冰水時，常用下列何種布巾？ (A)客用口布 (B)擦拭布巾
(C)服勤口布 (D)觀賞口布。【96統測】
《答案》C
49.（
）西式餐飲服務方式雖然很多，但是飲料一律自客人哪一邊供應？ (A)右邊 (B)左邊
(C)前面 (D)後面。【餐飲服務丙檢】
《答案》A
50.（
）當你正在餐廳值勤服務時，若發現客人的餐刀不慎掉落地上，此時應該如何處理？ (A)
假裝沒看見 (B)立刻幫客人拾起歸還 (C)主動趨前拾起並擦拭後再給客人 (D)立即
為客人補上另一隻新的餐刀。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