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美容  丙  3-1(序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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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不具有的功能是？①分泌作用②消化作用③排汗作用④吸收作用。 

2 . (4) 為了紓解客人的緊張，按摩動作宜採用①揉②搓③捏④輕撫。 

3 . (4) 皮膚所以有冷、熱、痛等知覺，主要是因為其內含有①淋巴液②毛細血管③皮脂腺④神經 之故。 

4 . (1) 上、下眼線在眼尾處拉長，可使眼睛顯得①較細長②較圓③較大④較小。 

5 . (2) 屬於一般化粧品的是①防曬劑②眼影③防止黑斑之面霜④美白化粧水。 

6 . (1) 保護消費者權益，負責化粧品查驗工作的政府機構是①衛生福利部②公平交易委員會③環保署④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 

7 . (1) 表皮中能進行細胞分裂，產生新細胞的是①基底層、有棘層②角質層、透明層③有棘層、透明層④基

底層、角質層。 

8 . (4) 敏感皮膚較中性皮膚蒸臉時間宜①不變②延長③無所謂④縮短。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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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8 小時②6 小時

③2 小時④4 小時。 

10. (3) 蒸臉噴霧有殺菌、消炎作用，是因噴霧中含有①過氧②酸氧③臭氧④雙氧。 

11. (2) 癢覺的皮膚接受器是①皮脂腺②神經末端③毛囊④小汗腺。 

12. (2) 橫向的腮紅可使臉型看來較為①長②短③瘦④窄。 

13. (3) 如果馬桶有不正常的漏水問題，下列何者處理方式是錯誤的？①通知水電行或檢修人員來檢修，徹底

根絕漏水問題②滴幾滴食用色素到水箱裡，檢查有無有色水流進馬桶，代表可能有漏水③因為馬桶還

能正常使用，所以不用著急，等到不能用時再報修即可④立刻檢查馬桶水箱零件有無鬆脫，並確認有

無漏水。 

14. (3) 顧客皮膚保養時，其隨身的貴重首飾是①戴首飾部位勿去碰它②替顧客取下③請顧客自行取下並置放

顧客專用櫃裡④戴著無妨。 

15. (4) 化粧時，光源最好採①背面光②左側光③右側光④正面光。 

16. (1) 強調唇型的立體感時，宜採用比唇膏略①深色調②淡色調③淺色調④亮色調 的顏色。 

17. (2) 玻璃杯適用下列哪種消毒法？①蒸氣消毒法②氯液消毒法③酒精消毒法④紫外線消毒法。 

18. (4) 下列有關智慧財產權行為之敘述，何者有誤？①以 101 大樓、美麗華百貨公司做為拍攝電影的背景，

屬於合理使用的範圍②原作者自行創作某音樂作品後，即可宣稱擁有該作品之著作權③商標權是為促

進文化發展為目的，所保護的財產權之一④製造、販售仿冒品不屬於公訴罪之範疇，但已侵害商標權

之行為。 

19. (1) 與公務機關有業務往來構成職務利害關係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將餽贈之財物請公務員父母

代轉，該公務員亦已違反規定 ②與公務機關承辦人飲宴應酬為增進基本關係的必要方法③高級茶葉

低價售予有利害關係之承辦公務員，有價購行為就不算違反法規④機關公務員藉子女婚宴廣邀業務往

來廠商之行為，並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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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 表現明亮、冷艷的化粧效果，眼部化粧色彩宜採用①咖啡色②寶藍色③粉紅色④黃色。 

22. (4) 下列何項不是照明節能改善需優先考量之因素？①照度是否適當②照明方式是否適當③照明之品質

是否適當④燈具之外型是否美觀。 

23. (2) 一般辦公室影印機的碳粉匣，應如何回收？①拿到便利商店回收②交由販賣商回收③交由清潔隊回收

④交給拾荒者回收。 

24. (3) 藍色加上白色之後，下列何者不會產生變化？①純度②彩度③色相④明度。 

25. (4) 改善美容營業環境衛生是①環保機關②清潔隊員③衛生機關④美容工作者 的基本責任。 

26. (1) 如果發現有同事，利用公司的財產做私人的事，我們應該要①應該立即勸阻，告知他這是不對的行為



108 美容  丙  3-2(序 004) 

②未經查證或勸阻立即向主管報告③應該告訴其他同事，讓大家來共同糾正與斥責他④不關我的事，

我只要管好自己便可以。 

27. (2) 使用酒精消毒時，機具完全浸泡至少需多少時間？①25 分鐘②10 分鐘③15 分鐘④20 分鐘 以上。 

28. (1) 依「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公共場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發現疑似傳染病之病人應於多少小時內報告衛

生主管機關？①24 小時②72 小時③48 小時④84 小時。 

29. (1) 判別皮膚的性質，應以下列何者為考量？①油分及水分並重②水分③油分④酸鹼度。 

30. (3) 下列何者不存在真皮的網狀層中？①淋巴管②小神經末梢③黑色素④血管。 

31. (4) 皮脂分泌最旺盛的年齡約①20～25 歲②25～30 歲③10～12 歲④15～2 0 歲。 

32. (2) 流行病學實證研究顯示，輪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與心肌梗塞、高血壓、睡眠障礙、憂鬱等的罹病風

險之相關性一般為何？①無②正③可正可負④負。 

33. (2) 皮脂分泌過少的皮膚是①混合性皮膚②乾性皮膚③油性皮膚④中性皮膚。 

34. (2) 可經由性行為傳染的疾病何者為非？①淋病②登革熱③愛滋病④梅毒。 

35. (1) 卸粧時，重點卸粧的部位是①眼、唇②雙頰③額頭④頸部。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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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活性劑②防腐劑③維他命

④荷爾蒙。 

37. (3) 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如何處置？①應分類置於回收桶內②無特別規定，以方便丟棄即可③

應蓋藏於不燃性之容器內④與一般廢棄物一起處置。 

38. (1) 大汗腺分泌異常會引起①狐臭②痱子③香港腳④濕疹。 

39. (1) 化粧品廣告管理，何者敘述正確？①應事前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②無須申請③應事前經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④採事後審查。 

40. (1) 皮脂腺的分佈，哪個部位最少？①四肢②鼻③兩頰④額部。 

41. (4) 國內製造的化粧品，其品名、標籤、仿單及包裝等刊載之文字，應以①英②日③法④中 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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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4) 貼鼻皮膚清潔膠布每次使用時間不得超過①2 5 分鐘②20 分鐘③30 分鐘④15 分鐘。 

44. (4) 用電設備的線路保護用電力熔絲(保險絲 )經常燒斷，造成停電的不便，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作法？①

減少線路連接的電氣設備，降低用電量②提高用電設備的功率因數③重新設計線路，改較粗的導線或

用兩迴路並聯④換大一級或大兩級規格的保險絲或斷路器就不會燒斷了。 

45. (4) 修眉時，以眉夾拔除多餘眉毛應①逆②大於 45°③垂直④低於 45° 毛髮方向。 

46. (1) 下列何種開發行為若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A.開發科學園區；B.新建捷運

工程；C.採礦。①ABC②AC③BC④A B。 

47. (2) 硬水的軟化法為①靜置②蒸餾③冷凍④攪拌。 

48. (4) 皮膚吸收養分最佳時刻為①白天②冬季③季節變化時④夜間。 

49. (2) 最常用且最有效的人工呼吸法為①壓背舉臂法②口對口人工呼吸法③壓胸舉臂法④按額頭推下巴。 

50. (3) 下列何種情況可能會傳染愛滋病？①游泳②空氣傳染③性行為④蚊蟲叮咬。 

51. (1) 黃色的補色為①紫色②綠色③橙色④藍色。 

52. (1) 頭部外傷的患者應該採①抬高頭部②仰臥姿勢③抬高下肢④復甦姿勢。 

53. (4)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勞工申訴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後，

應為必要之調查，並於幾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①30②20③14④60。 

54. (2) 下列何者為非再生能源？①水力能②焦媒③太陽能④地熱能。 

55. (3) 下列部位中，何者的皮脂腺分泌最豐富？①腳掌②臉頰③額頭④手掌。 

56. (3) 可產生嬌美、溫柔感覺的色彩是①紅色②褐色③粉紅色④綠色。 

57. (1) 蒸氣消毒箱內之中心溫度需多少度以上殺菌效果最好？①80℃②50℃③60℃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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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 化粧時用來改變膚色，修飾臉型的是①冷霜②粉底③化粧水④粉餅。 

60. (1) 要表現出鳳眼的眼型，則假睫毛宜選用①前短後長型②自然交叉型③稀長型④濃密型。 

61. (3) 選用粉底應依①唇型②臉型③膚色④鼻型 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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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應置備勞工工資清冊並應保存幾年？①5 年②10 年③1 年④2 年。 

63. (1) 宴會化粧時，為使膚色顯得白晰可選擇①粉紅色系②咖啡色系③黃色系④褐色系 的粉底。 

64. (3) 為了保護環境，政府提出了 4 個 R 的口號，下列何者不是 4 R 中的其中一項？①再利用②減少使用③

再創新④再循環。 

65. (1) 明亮的色彩，會給人何種感覺？①近而寬大②近而狹窄③遠而寬大④遠而狹小。 

66. (4) 關於工作場所的整潔，下列何者錯誤 •？①可減少蒼蠅、蚊子孳生②應包括空氣品質維護③可增進從業

人員及顧客健康④整潔與衛生無關。 

67. (4) 所謂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

但其保障所需符合的要件不包括下列何者？①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②因其秘密性而具有

潛在之經濟價值者③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之經濟價值者④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68. (3) 蒸餾水是常壓下加溫至幾度時所蒸餾而得的水？①200°C②150°C③100°C④70°C。 

69. (1) 下列何種物品不適合用煮沸消毒法消毒？①塑膠夾子②玻璃杯③剪刀④毛巾。 

70. (4) 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化粧品分為①化粧用與保養用②水性與油性③美容用與醫療用④一般

化粧品與含藥化粧品。 

71. (3) 粉底霜塗抹均勻後，宜再使用①腮紅②粉條③蜜粉④粉霜 按勻。 

72. (3) 顧客臉上黑斑有異常變化應如何處理？①介紹他（她）使用漂白霜②幫顧客「做臉」③告知找皮膚科

醫師診治④依顧客之方便選擇處理方法。 

73. (1) 皮膚最外層為①表皮層②真皮層③皮下組織④乳頭層。 

74. (1) 最簡易的消毒方法為①煮沸消毒法②化學消毒法③紫外線消毒法④蒸氣消毒法。 

75. (3) 下列何者係由黴菌所引起的傳染病？①恙蟲病②阿米巴痢疾③白癬④痳瘋。 

76. (3) 化粧品中不得含有①維生素②香料③類固醇④色料。 

77. (1) 果酸化學名為①α-氫氧基酸②α-氫氟酸③α -水楊酸④α -菸鹼酸。 

78. (1) 膠原纖維失去了柔軟及溶水性時，皮膚呈何種現象？①皺紋與鬆弛②健康③柔潤④細緻。 

79. (1) 人類毛髮的生長週期約為①2～6 年②2～6 週③2～6 月④2～6 天。 

80. (3) 壓背舉臂法與壓胸舉臂法，應多久做一次？①每分鐘 5 次②每分鐘 72 次③每分鐘 12 次④每分鐘 20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