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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請考生自行填寫） 

 
 

   專業科目(二) 

美 容 類 
美容技藝(美膚與保健、 
美容與衛生、美顏、美髮) 

 
【注  意  事  項】 

 

1. 請先核對考試科目與報考類別是否相符。 
2. 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請依題號順序作答。 
3. 本試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B)、(C)、(D) 四個選項，請

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內，

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答錯不倒扣。  
4. 請在試題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

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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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髮生長在皮膚表面下的部分稱為什麼？ 
(A) 毛幹 (B) 毛根 (C) 毛尾 (D) 毛孔 

2. 若頭皮呈現油性、發粘，頭髮細柔且稀疏，是何種毛髮疾病之徵兆？ 
(A) 頭髮分叉 (B) 白髮症 (C) 頭皮屑 (D) 脂漏性脫髮 

3. 對於使用洗髮精後呈鹼性的頭髮，再使用具酸性的潤絲精，會產生何種作用？ 
(A) 中和作用 (B) 氧化作用 (C) 起泡作用 (D) 老化作用 

4. 關於保養頭髮的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 食用含咖啡因的食物 (B) 使用含過氧化氫的染劑 
(C) 使用含蛋白質的護髮劑 (D) 使用含酒精的髮膠 

5. 為避免吹風時毛髮表皮層鱗片豎起而導致糾結，可在吹風前抹上何種產品？ 
(A) 髮麗香 (B) 整髮液 (C) 燙髮液 (D) 染髮劑 

6. 以臉的正面為準軸，將頭部分為左、右兩區的是哪一條基準線？ 
(A) 正中線 (B) 側中線 (C) 水平線 (D) 後頸線 

7. 剪髮時選用的分髮線，哪一種最適合高層次髮型？ 
(A) 水平分線 (B) 逆斜分線 (C) 放射狀分線 (D) 正斜分線 

8. 持髮角度在水平線以下，且將髮片拉向後的剪法，其剪後效果為何？ 
(A) 上長下短、前短後長 (B) 上短下長、前長後短 
(C) 上短下長、前短後長 (D) 上長下短、前長後短 

9. 燙髮前洗髮，不可使用潤絲精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A) 易使冷燙液滲透進入皮質層  (B) 會使表皮鱗片合攏，不易切斷雙硫鍵 
(C) 會造成頭髮過鬈 (D) 會使髮色變紅 

10. 下列關於染髮後的頭髮處理，何者是錯誤的方法？ 
(A) 選擇染髮專用洗髮精 (B) 洗髮時用冷水，並搓揉頭皮 
(C) 使用酸性潤絲精  (D) 使用高蛋白質護髮劑護髮 

11. 由髮尾朝向髮根梳刮的梳髮技巧稱為什麼？ 
(A) 夾髮 (B) 上捲 (C) 逆梳 (D) 吹風 

12. 下列關於永久性染劑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染劑是經由表皮層滲入皮質層  
(B) 洗髮後顏色即不留存 
(C) 染後不會損傷毛髮  
(D) 顏色停留於毛髮上的時間比暫時性染劑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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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假髮洗滌的水洗法中，建議以局部輕拍方式代替上下抓洗，其主要原因是為了避免什麼

狀況發生？ 
(A) 假髮發臭 (B) 假髮柔順 (C) 假髮變乾 (D) 假髮打結 

14. 在剪髮中，每一髮片的持髮角度皆為 90 度者，是屬於何種剪髮？ 
(A) 高層次剪髮 (B) 低層次剪髮 (C) 等長剪髮 (D) 零層次剪髮 

15. 整髮中的各種不同螺捲底盤，被應用最多，且適用於頭部任何部位的是什麼？ 
(A) 方形底盤 (B) 長形底盤 (C) 三角形底盤 (D) 弧形底盤 

16. 下列何者是成功的美容師必須具備的條件？ 
(A) 昂貴的服飾打扮  (B) 偏激的價值觀 
(C) 親切的服務態度  (D) 不佳的健康狀況 

17. 下列哪一種微生物可行光合作用，且其細胞與高等植物類似？ 
(A) 瘧疾原蟲 (B) 藻類 (C) 黴菌 (D) 細菌 

18. 立克次氏體是哪一種傳染病的病原體？ 
(A) 肺結核 (B) 傳染性肝炎 (C) 痢疾 (D) 斑疹傷寒 

19. A 型肝炎是經由哪一種途徑所傳染？ 
(A) 經口傳染 (B) 飛沫傳染 (C) 空氣傳染 (D) 動物傳染 

20. 物理消毒法中，殺滅細菌等微生物最徹底的方法是什麼？ 
(A) 煮沸法 (B) 焚燒法 (C) 日光照射法 (D) 蒸氣消毒法 

21. 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輸入之含藥化妝品，其正確核准字號是什麼？ 
(A) 衛署粧製字第 000 號 (B) 一般化妝品第 000 號 
(C) 衛署粧輸字第 000 號 (D) 省衛粧字第 000 號 

22. 進行心肺復甦術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A) 暢通呼吸道  (B) 呼叫救援 
(C) 檢查呼吸  (D) 檢查患者有無意識 

23. 影響人格形成的心理因素是什麼？ 
(A) 成熟 (B) 體型 (C) 容貌 (D) 內分泌 

24. 下列關於內分泌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甲狀腺分泌不足，會感到興奮無法安眠  
(B) 性腺分泌不足，會影響第二性徵的發展 
(C) 腦下腺分泌不足，會產生巨人症  
(D) 胰島腺分泌不足，會感覺飢餓與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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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何者適用於紫外線照射消毒法？ 
(A) 布巾類 (B) 塑膠類 (C) 金屬類 (D) 玻璃類 

26. 為使上眼線的描畫更容易，眼睛應朝哪個方向看？ 
(A) 上方 (B) 下方 (C) 左上方 (D) 右上方 

27. 為使臉型有修長效果，圓型臉應搭配何種眉型？ 
(A) 下垂眉 (B) 直線眉 (C) 箭型眉 (D) 短眉 

28. 何種臉型給人年輕可愛的感覺？ 
(A) 圓型臉 (B) 長型臉 (C) 方型臉 (D) 菱型臉 

29. 具方型臉特徵的人，在上額角及下顎角處，宜使用何種色調的粉底作修飾，使臉的輪廓

更為柔和？ 
(A) 明色 (B) 暗色 (C) 淺藍色 (D) 白色 

30. 下列關於眼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在使用眼影時，眼瞼若有鬆弛，可用手將眼瞼撐高 
(B) 一次沾取多量的眼影，較易控制色彩濃度 
(C) 使用眼影只能增加眼部色彩，不能修飾眼型 
(D) 使用淡色且帶珍珠光澤的眼影，可減少浮腫現象 

31. 下列條件，何者符合臉部標準型態美？ 
(A) 方型臉  (B) 兩眼間的距離等於三隻眼睛的長度 
(C) 下唇比上唇厚  (D) 眼尾與鼻翼外側在同一垂直線上 

32. 下列何者屬於無色彩？ 
(A) 紅色 (B) 黃色 (C) 藍色 (D) 白色 

33. 十七世紀時，歐洲人使用丁香、肉桂及其他香料的皮，目的是什麼？ 
(A) 製成鼻罩來覆蓋傳染病患的鼻子 (B) 當成煙薰劑來清潔空氣 
(C) 送給聖嬰作為貢物 (D) 加在羊奶中作為沐浴用 

34. 化妝時，若以電燈泡為照射光源，臉上的彩妝顏色會產生何種變化？ 
(A) 偏藍紫 (B) 偏黃橙 (C) 偏黑 (D) 偏綠 

35. 由於香水含有何種揮發性強的成分，保存時必須遠離引火性高的場所？ 
(A) 香料 (B) 水 (C) 色素 (D) 酒精 

36. 下列關於基底層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位於表皮的最外層 (B) 含有黑色素細胞 
(C) 無法進行細胞分裂  (D) 又稱透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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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關於皮脂腺分泌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分泌過盛時會形成油性皮膚 (B) 分泌過盛時會形成乾性皮膚 
(C) 老年期是皮脂腺分泌最旺盛的時期  (D)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與皮下脂肪有關 

38. 下列關於指甲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健康的指甲呈暗紅色 (B) 指甲不含黑色素 
(C) 年齡愈小，指甲生長速度愈慢 (D) 年齡愈大，指甲所含黑色素愈多 

39. 若皮膚呈現紋路細、毛孔小、皮丘平坦、皮溝淺的狀態，其皮膚性質為何？ 
(A) 正常性皮膚 (B) 乾性皮膚 (C) 油性皮膚 (D) 面皰性皮膚 

40. 下列哪一種保養品的成分是天然的？ 
(A) 石蠟 (B) 甘油 (C) 蜜蠟 (D) 凡士林 

41. 下列關於油性皮膚的保養方法，何者正確？ 
(A) 選擇油份高的保養品 (B) 選擇收斂作用強的保養品 
(C) 食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D) 吃刺激性的食物 

42. 下列關於按摩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按摩是二十一世紀才首創的新手法  
(B) 最好用指甲部分來實施按摩 
(C) 按摩能幫助身體排除有毒廢物  
(D) 按摩只能應用在醫療復健，不能應用在美容上 

43. 下列哪一種蔬果，有色素沉澱在皮下的顧慮，因此不適合做為敷面的材料？ 
(A) 蘆薈 (B) 檸檬 (C) 小黃瓜 (D) 紅蘿蔔 

44. 下列何者屬於永久脫毛法？ 
(A) 脫毛膏脫毛法 (B) 剃刀脫毛法 (C) 電針脫毛法 (D) 棉線捻除法 

45. 長期缺乏何種維生素，會造成皮膚過度角質化？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B (C) 維生素 C (D) 維生素 D 

46. 長期缺乏何種維生素，容易造成皮下出血？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B (C) 維生素 C (D) 維生素 D 

47. 長期缺乏何種維生素，容易造成皮膚老化？ 
(A) 維生素 E (B) 維生素 K (C) 維生素 H (D) 維生素 P 

48. 皮膚受傷流血，是因為傷及皮膚的哪一層組織？ 
(A) 角質層 (B) 透明層 (C) 真皮 (D) 表皮 

 

【背面尚有試題】【背面尚有試題】【背面尚有試題】【背面尚有試題】【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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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列關於黑色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黑色素可吸收、中和紫外線，並轉化成維生素 C 
(B) 黑色素可吸收、中和紫外線，並轉化成對組織無害的熱量 
(C) 皮下黑色素愈多，皮膚對紫外線的抵抗力愈弱 
(D) 皮下黑色素愈少，皮膚愈不易因日曬而產生皮膚癌 

50. 下列關於嘴唇乾裂的保養方法，何者正確？ 
(A) 揭去嘴唇上的死皮 
(B) 用舌頭舔嘴唇 
(C) 就寢前塗抹保濕性護唇膏 
(D) 吃油炸、辛辣的食物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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