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美容  丙  3-1(序 003) 

108 年度 1 0 0 0 0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選擇題 80 題，每題 1.25 分，皆為單選選擇題，測試時間為 100 分鐘，請在答案卡上作答，答錯不

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 (2) 職業婦女的造型不應有①知性沉穩的形象②妖艷華麗的化粧③整齊大方的儀容④秀麗端莊的裝扮。 

2 . (4) 人體的小汗腺約有①20～50 萬個②2000～5000 個③2～5 萬個④200～500 萬個。 

3 . (2) 由成群相似的細胞所組成的構造稱為①系統②組織③器官④細胞。 

4 . (3) 用電熱爐煮火鍋，採用中溫 50%加熱，比用高溫 100%加熱，將同一鍋水煮開，下列何者是對的？①

中溫 50%加熱比較省電②中溫 50%加熱，電流反而比較大③兩種方式用電量是一樣的④高溫 100%加

熱比較省電。 

5 . (3) 生活中經常使用的物品，下列何者含有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質？①保麗龍②寶特瓶③噴霧劑④免洗

筷。 

6 . (1) 下列何種省水馬桶的使用觀念與方式是錯誤的？①省水馬桶因為水量較小，會有沖不乾淨的問題，所

以應該多沖幾次②因為馬桶是家裡用水的大宗，所以應該盡量採用省水馬桶來節約用水③選用衛浴設

備時最好能採用省水標章馬桶④如果家裡的馬桶是傳統舊式，可以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7 . (3) 具有抑制細菌作用的化粧品其酸鹼度為①弱鹼性②強鹼性③弱酸性④強酸性。 

8 . (4) 角質層是表皮的最外層，它是一種①有核的細胞②新生的細胞③健康的細胞④無核的死細胞。 

9 . (2) 能表現出自然、年輕、健康膚色的粉底是①杏仁色系②褐色系③粉紅色系④象牙白色系。 

10. (1) 梅毒傳染途徑為①接觸傳染②病媒傳染③經口傳染④空氣傳染。 

11. (1) 使用洗面皂最主要的目的是①清潔皮膚②美化皮膚③潤澤皮膚④營養皮膚。 

12. (4) 汗水屬①強鹼性②中性③弱鹼性④弱酸性。 

13. (3) 下列何者與使用劣質指甲油無關？①指甲變黃②指甲無光澤③嵌甲④指甲脆裂。 

14. (4) 冬季化粧，粉底選擇首應注意哪些特性？①耐水②防曬③耐汗④滋潤成分高。 

15. (4) 微鹼性的化粧水也稱為①營養化粧水②收歛性化粧水③面皰化粧水④柔軟性化粧水。 

16. (3) 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者，應接受幾小時之戒檳班講習？①2 小時②8 小時

③4 小時④6 小時。 

17. (1) 指甲平均每天長出①0.1mm②0.01mm③0.1cm④1mm。 

18. (2) 取用化粧品的正確方法是①用手指②用挖杓③用棉花棒④用刀片。 

19. (2) 下列何者不是全球暖化帶來的影響？①旱災②地震③熱浪④洪水。 

20. (2) 消滅老鼠、蟑螂、蚊、蠅等害蟲，主要是為了①減輕精神困擾②預防傳染病③維護觀瞻④維持秩序。 

21. (4) 無菌敷料的大小為①與傷口一樣大②小於傷口③大小均可④超過傷口四周 2.5 公分。 

22. (4) 化粧品的成分中，能夠使油溶性與水溶性成分密切結合的物質稱之為①維他命②防腐劑③荷爾蒙④界

面活性劑。 

23. (1) 圓型臉的眉型應畫成①角度眉②下垂眉③短眉④直線眉 為宜。 

24. (2) 請問以下敘述，那一項不是立法保護營業秘密的目的？①維護產業倫理②保障企業獲利③確保商業競

爭秩序④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25. (3) 消毒液鑑別法，複方煤餾油酚溶液在色澤上為①淡紅色②淡乳色③淡黃褐色④無色。 

26. (2) 敏感皮膚較中性皮膚蒸臉時間宜①無所謂②縮短③延長④不變。 

27. (1) 預防登革熱的方法，營業場所插花容器及冰箱底盤應①一週②三週③二週④一個月 洗刷一次。 

28. (2) 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敬業精神的表現？①遵守法律規定②隱匿公司產品瑕疵訊息③保守顧客隱私

④遵守時間約定。 

29. (1) 應標示全成份的化粧品是①任何化粧品②大陸化粧品③進口化粧品④含藥化粧品。 

30. (1) 構成真皮的最大部分是①膠原纖維②組織球③脂肪細胞④血管。 

31. (3) 欲使圓形臉稍拉長，服裝衣領宜選用①船形領②圓形領③Ｖ型領④高領荷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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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 顧客臉上黑斑有異常變化應如何處理？①告知找皮膚科醫師診治②依顧客之方便選擇處理方法③幫

顧客「做臉」④介紹他（她）使用漂白霜。 

33. (2) 下列何種成分禁用於化粧品？①雙氧水②A 酸③氨水④醋酸鉛。 

34. (2) 勞工為節省時間，在未斷電情況下清理機臺，易發生哪種危害？①崩塌②捲夾感電③缺氧④墜落。 

35. (3) 皮膚的感覺接受器位於①角質層②表皮層③真皮層④皮下組織。 

36. (3) 營業秘密可分為「技術機密」與「商業機密」，下列何者屬於「商業機密」？①程式② 生產製程③

客戶名單④設計圖。 

37. (2) 面皰、粉刺最容易形成的時期是在下列哪一個階段？①壯年期②青春期③幼年期④老年期。 

38. (2) 表現青春活潑，色彩宜採用①較濃艷的色彩②明朗、自然的色彩③華麗的色彩④較暗淡的色彩。 

39. (1) 皮膚老化產生皺紋，主要是由於①真皮層②皮下組織③骨骼④表皮層 內部組織衰退，失去彈性之故。 

40. (1) 皮膚藉排汗來調節體溫，使體溫保持在攝氏①37 度②34 度③45 度④30 度。 

41. (4) 利用日光消毒，是因為日光中含①雷射光線②Ｘ光線③紅外光線④紫外光線。 

42. (2) 經公告免予申請備查之一般化粧品，其包裝可以無須標示①廠址②備查字號③廠名④成分。 

43. (2) 在公司內部行使商務禮儀的過程，主要以參與者在公司中的何種條件來訂定順序①社會地位②職位③

年齡④性別。 

44. (1) 不分季節全臉都可使用的粉底是①粉底霜②水粉餅③粉條④蓋斑膏。 

45. (2) 專業皮膚保養時應讓顧客採①蹲著②躺著③坐著④站著 的姿勢。 

46. (4) 登革熱之病原體有①三型②一型③二型④四型。 

47. (4) 下列有關工作場所安全衛生之敘述何者有誤？①事業單位應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②勞工應定期

接受健康檢查③對於勞工從事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之特殊作業時，應置備該勞工洗眼、洗澡、

漱口、更衣、洗濯等設備④事業單位應備置足夠的零食自動販賣機。 

48. (2) 按摩霜中除水以外，含量最多的成分是①維他命②白蠟油③綿羊油④防腐劑。 

49. (2) 急救箱要放在①隨便②固定且方便取用的地方③上鎖的櫃子④高高的地方。 

50. (4) 色光的三原色，是指①橙、綠、紫②紅、黃、綠③紅、黃、藍④紅、綠、藍。 

51. (3) 表皮的最外層是①顆粒層②透明層③角質層④基底層。 

52. (3) 洗臉宜使用①冷水②熱水③溫水④硬水。 

53. (2) 顧客要求挖耳時應①可以服務②拒絕服務③偷偷服務④收費服務。 

54. (1) 每年一次胸部Ｘ光檢查，可發現有無①肺結核病②癩病③愛滋病④精神病。 

55. (4) 下列何者不是蚊蟲會傳染的疾病①瘧疾②日本腦炎③登革熱④痢疾。 

56. (3) 第二次感染不同型之登革熱病毒①症狀較第一次輕微②不會有症狀③會有嚴重性出血或休克症狀④

已有免疫力故不會再感染。 

57. (1) ①透明層②顆粒層③基底層④有棘層 是一種無核細胞分佈在手掌、足蹠。 

58. (3) 有明顯角度的眉毛會予人下列何種印象？①憂鬱②可愛③剛毅④柔和。 

59. (3) 紫外線消毒箱內其照射強度至少要達到每平方公分 85 微瓦特的有效光量，照射時間至少要①5②15③

20④10 分鐘以上。 

60. (1)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是衡量溫室氣體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其中是以何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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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4) 皮膚吸收養分最佳時刻為①季節變化時②冬季③白天④夜間。 

62. (3) 圓型臉的腮紅宜刷何種形狀？①橢圓形②圓形③狹長形④水平線。 

63. (3) 從眉頭至鼻翼的鼻影修飾適合①長鼻②小鼻③短鼻④大鼻。 

64. (4) 皮脂的功用在使皮膚保持①角化②乾燥③清潔④滋潤。 

65. (1) Ｔ字部位是指①額頭、鼻子、下巴②額頭、臉頰③臉頰、下巴④臉頰、鼻子、下巴。 

66. (4) 勞工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時，雇主應經以下何單位之許可，方得移動或破壞現場？①調解委員會②保險

公司③法律輔助機構④勞動檢查機構。 

67. (2) 穿著紅色或橙黃色的服裝時，眼影宜選用①桃紅色②褐色③紫色④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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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 細菌可經由下列何者進入體內？①外傷的皮膚②乾燥的皮膚③濕潤的皮膚④油質皮膚。 

69. (3) 短期內使皮膚變白，其毒性會侵襲腎臟的化粧品是含有①光敏感劑②荷爾蒙③汞④苯甲酸。 

70. (2) 防治蟲害最好的方法是①拍打②清除孳生源③網子捕捉④使用殺蟲劑。 

71. (2) 圓型臉上額及下巴處宜以何種色調的粉底修飾？①基本色②明色③綠色④暗色。 

72. (1) 可行有絲分裂產生新細胞取代老死細胞為①基底細胞②角質細胞③棘狀細胞④顆粒細胞。 

73. (3) 預防登革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定期更換花瓶內之水，避免蚊子孳生②疑似患者如發燒、骨頭痛、

頭痛等應儘速送醫、隔離治療③接種疫苗④清潔屋內外積水容器。 

74. (3) 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化粧品分為①美容用與醫療用②水性與油性③一般化粧品與含藥化粧

品④化粧用與保養用。 

75. (4) 咳嗽或打噴嚏時，應該①面對顧客②順其自然③以手遮住口鼻④以手帕或衛生紙遮住口鼻。 

76. (3) 皮膚不具有的功能是？①分泌作用②排汗作用③消化作用④吸收作用。 

77. (3) 洗臉的水質以下列哪項最理想？①硬水②自來水③軟水④井水。 

78. (1) 長型臉適合的眉型是①平直的眉型②下垂的眉型③有角度的眉型④上揚的眉型。 

79. (2) 任何臉型、年齡都適合的眉型是①弓型眉②標準眉③短型眉④箭型眉。 

80. (1) 有關高風險或高負荷、夜間工作之安排或防護措施，下列何者不恰當？①若受威脅或加害時，在加害

人離開前觸動警報系統，激怒加害人，使對方抓狂②考量人力或性別之適任性③獨自作業，宜考量潛

在危害，如性暴力④參照醫師之適性配工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