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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考生自行填寫） 

 

 

   專業科目(一) 

美容類、家政類 
家政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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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題紙空白處或背面，可做草稿使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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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家政教育沿革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 政府最早明文提出規定，重視女子教育是在清朝光緒 23 年 
(B) 民國 29 年，政府首開風氣，設立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政系 
(C) 民國 51 年，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創立家政研究所 
(D) 民國 72 年，國立空中大學成立生活科學系 

2. 下列有關未來家政教育發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注重消費教育  (B) 課程以技能訓練為重心 
(C) 關心環境保護問題  (D) 教育對象普及化 

3. 張小姐上班時，穿著黃色的上衣配黃綠色的長褲，腳穿綠色涼鞋，請問她是採用哪一種 
配色方法？ 
(A) 同色相配色 (B) 類似色配色    
(C) 對比色配色 (D) 有彩色與無彩色的配色 

4. 我們常選用純棉織物作為嬰幼兒內衣的材質，是因其具有何種特性？ 
(A) 吸濕性強、通氣性佳，且觸感柔軟 (B) 牢度弱，且保溫性較高 
(C) 不易縮水，且不易染色 (D) 耐酸、怕鹼，且不易起皺 

5. 某中學學生畢業旅行時發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檢體經查驗發現腸炎弧菌，請問他們最可

能是吃了下列哪種被污染的食物所引起？ 
(A) 素炒山蘇  (B) 青椒牛肉 (C) 生魚片 (D) 三杯雞 

6. 下列何者是構成甲狀腺素的主要成分，缺乏時容易引起甲狀腺腫大的現象？ 
(A) 鈣 (B) 磷 (C) 鉀 (D) 碘 

7. 小力最近買了一件襯衫，其所附洗標有         圖案，請問它代表什麼意思？ 

 

(A) 吊掛晾乾  (B) 在陰涼處吊掛晾乾 
(C) 平放晾乾   (D) 在陰涼處平放晾乾 

8. 有一位圓臉脖子粗短的胖妞，她最適合穿著下列何種領型服裝，可達最佳修飾效果？ 
(A) 高領套頭  (B) 小圓領 (C) 方型領  (D) V 字領 

9. 有關換季時的衣物收藏與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仔細檢查，發現污染、破損時，應先整理 
(B) 為了防蟲，每個容器應放置多種防蟲劑，以增加功效 
(C) 會氧化的金屬配件儘可能取下，另外存放 
(D) 方便日後取用，可在容器外側貼上存放清單 

10. 素食者的飲食中容易缺乏動物性蛋白質的攝取，可多利用下列哪一種食材來補充？ 
(A) 黃豆  (B) 南瓜  (C) 馬鈴薯  (D)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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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羅常有"口角炎"的現象，他應多攝取含有下列哪一種維生素的食物來改善？ 
(A) B1  (B) B2  (C) B6  (D) B12 

12. 目前我國行政院衛生署建議國人飲食指南，將食物分為哪六大類？ 
(A) 五榖根莖類、奶類、蛋豆魚肉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 
(B) 五榖根莖類、豆類、魚肉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 
(C) 五榖根莖類、蛋魚類、肉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 
(D) 五榖根莖類、奶類、魚肉類、蛋豆類、蔬菜水果類、油脂類 

13. 關於上下樓梯的禮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上樓時，年長者在後，年輕者在前，以示尊重 
(B) 上樓時，男士應在前，女士在後，以示尊重 
(C) 下樓時，女士在後，男士在前，以示照顧之意 
(D) 下樓時，年輕者在後，年長者在前，以示照顧之意 

14. 使用圓桌的中式宴席，首要來賓座位的安排，應在哪個位置？ 
(A) 主人位置的正對面  (B) 主人位置的右邊 
(C) 主人位置的左邊   (D) 主人位置的右邊第二位 

15. 大雄舉行生日派對，下列的介紹方式，何者不合乎禮節？ 
(A)「張小姐，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這位是張小姐。」 
(B)「媽媽，這位是我的同學小玉；小玉，這位是我媽媽。」 
(C)「王小姐，這位是楊太太；楊太太，這位是王小姐。」 
(D)「梁經理，這位是蔡組長；蔡組長，這位是梁經理。」 

16. 下列有關親職教育的敘述，最好的方式是哪一種？ 
(A) 以父母為中心，以成人的眼光、期望來施教  
(B) 父母應採訓導方式，注重訓誨與管理 
(C) 父母的態度應偏重權威，施以嚴格的管教 
(D) 以孩子為中心，父母應顧及孩子的生活需要及困難 

17. 腎臟病患者應適當限制下列何者之攝取，以免引起水腫？ 
(A) 鈣 (B) 鐵  (C) 鈉 (D) 維生素 K 

18. 請問一般市售的養樂多 (Yogurt) 是屬於何種加工方法所製成？ 
(A) 鹽漬法  (B) 醱酵法  (C) 加熱法  (D) 壓榨法 

19. 依規定，在何種情況下禁止使用手機，以免影響安全？                                       
(A) 走路時  (B) 搭乘輪船時  (C) 搭乘火車時 (D) 搭乘飛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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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葉笙與爸爸、媽媽一起送奶奶去機場，他攔了一部計程車，請問他們的乘車座次如何安排

才合乎禮節？ 
(A)   (B)  
 
 
 
 
(C)   (D) 

 

 

21. 人類的成長過程中，情緒依附的需求與發展，在下列哪個階段最為重要？ 
(A) 嬰幼兒期  (B) 學齡前期  (C) 學齡期  (D) 青少年期 

22. 依據親職教育觀點，下列哪一位主張以「民主」方式幫助兒童培養自制行為？ 
(A) 高登 (Gordon)   (B) 羅吉斯 (Rogers)  
(C) 吉諾特 (Ginott)   (D) 崔克司 (Dreikurs) 

23.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民法上婚姻意義的四個要件之一？ 
(A) 須具備法定要件  (B) 須為一男一女的結合 
(C) 須雙方當事人合意  (D) 須建立共同資金 

24. 下列何者不是選擇住宅環境要考慮的自然因素？ 
(A) 充裕衛生的水源  (B) 充足的陽光 (C) 新鮮的空氣  (D) 靠近捷運站 

25. 依民法規定，當購買到瑕疵商品時，若雙方無特別約定，一般可在多久時間內退換？ 
(A) 三個月      (B) 六個月      (C) 九個月      (D) 十二個月 

26. 下列何種因素容易導致夫妻關係的不和諧？ 
(A) 培養共同的興趣  (B) 相互的尊重與信賴 
(C) 一致的價值觀與目標  (D) 強烈的自我保護色彩 

27. 家庭室內空間，依活動性質來分類，下列何者屬於最具私密性的空間？ 
(A) 臥室  (B) 客廳  (C) 廚房  (D) 餐廳 

28. 儀華夫婦皆是上班族，他們決定將全部收入分為兩部分，夫妻各管理一份，且分別負責 
同額的支出；請問他們是採用哪一種理財方法？ 
(A) 平均薪資法  (B) 預算法  (C) 分配法  (D) 對分法 

 

 

司機 葉笙 

爸爸 媽媽 奶奶 

司機 奶奶 

爸爸 媽媽 葉笙 

司機 爸爸 

奶奶 葉笙 媽媽 

司機 媽媽 

爸爸 葉笙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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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住宅安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獨棟樓房通往樓頂的走道極少使用，可以充當儲物間 
(B) 樓梯應裝設扶手、護欄與止滑條等設備 
(C) 瓦斯熱水器不宜裝設在浴室內 
(D) 浴室地面最好有止滑橡皮墊 

30. 為了減少垃圾量或保護資源，將舊報紙利用作為製紙原料，這是環保 4R 原則中的哪一項？ 
(A) 垃圾減量 (Reduce)  (B) 重複使用 (Reuse) 
(C) 回收再生 (Recycle) (D) 拒用非環保產品 (Refuse) 

31. 下列關於垃圾處理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垃圾掩埋場必須有阻斷功能的設施 
(B) 垃圾處理系統中，應於清運階段實施資源利用 
(C) 垃圾處理系統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關係 
(D) 垃圾最終處理，大多採用衛生掩埋法 

32. 老張賣了一棟房子所得到的錢是屬於哪一種收入？ 
(A) 勤勞所得  (B) 非實收入  (C) 臨時收入  (D) 實收入 

33. 劉璋將一筆 100 萬元的款額存入銀行，為了求取更高的利息，請問你會建議他採用哪種 
儲蓄方式最理想？ 
(A) 活期存款  (B) 零存整付 (C) 整存整付  (D) 存本取息 

34. 依據空氣污染指標 (Pollutant Standard Index, PSI) 顯示，一般而言，若指數大於多少 
對人體健康可能有不良影響？ 
(A) 40  (B) 60  (C) 80  (D) 100 

35. 下列有關名片使用禮節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晚輩和長輩見面交換名片時，長輩應先行遞出名片 
(B) 應用雙手遞交名片，並將字體朝向對方，以示誠意 
(C) 接了對方名片後，應儘快記住名片上的名字和職稱 
(D) 不宜將對方名片立刻放在長褲後面口袋，以免失禮 

36. 下列有關家庭避免水污染方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清洗碗盤，不使用過多清潔劑 
(B) 使用的飲水機要注意衛生，並定期更換濾心 
(C) 為確保馬桶的通暢，可將強酸或強鹼倒入馬桶內 
(D) 飲用的開水，宜將冷水管線的水，煮沸後再飲用，以確保安全 

37. 志祥在銀行有一筆 50 萬元存款，他打算存兩年，年利率 3.5 %，單利計息，請問兩年後

他可拿回的本息共多少？ 
(A) 35000 元  (B) 517500 元 (C) 535000 元 (D) 10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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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消費者有權要求政府和生產者的保護，並制定相關政策及法律保障，此種權利稱為什麼？ 
(A) 了解真相的權利  (B) 講求安全的權利 
(C) 要求基本需求的權利 (D) 表達參與意見的權利 

39. 依據我國保險法第一條規定：「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

對於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失，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其中所謂「他方」

指的是誰？ 
(A) 保險人 (B) 要保人 (C) 被保險人 (D) 受益人 

40. 美麗身心健康，一天的飲食熱量需求為 1800 仟卡時，則其蛋白質應攝取多少公克，才能

達到健康均衡的飲食需求？ 
(A) 45 ~ 68 公克 (B) 90 ~ 113 公克  (C) 135 ~ 158 公克 (D) 180 ~ 203 公克 

41. 下列有關信用卡消費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可漫無節制的使用 (B) 是一種借貸消費行為 
(C) 不須酌量自己的償還能力 (D) 是一種先付款，後享受的消費方式 

42. 下列何者為微波爐適用的器皿？ 
(A) 塗有金銀粉的陶瓷器  (B) 染有顏料的漆器 
(C) 耐熱玻璃容器   (D) 鋁製金屬器皿 

43. 由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所組成，子女可享父母之愛，父母也可享受含飴弄孫的晚年 
生活，此種家庭型態是屬於哪一種？ 
(A) 主幹  (B) 核心  (C) 擴大  (D) 繼親 

44. 利用燃燒鑑別織物時，接近火焰則冒煙，在火焰中緩慢燃燒，有毛髮燃燒味，灰燼呈黑色

膨鬆的脆灰，此種織物為何？ 
(A) 棉  (B) 麻  (C) 絲  (D) 尼龍 

45. 俊雄吃了二片土司夾一個荷包蛋，內含有蛋白質 11 公克、脂肪 10 公克、醣類 30 公克，

請問他一共攝取多少熱量？  
(A) 204 仟卡  (B) 309 仟卡 (C) 254 仟卡 (D) 459 仟卡 

46. 下列有關色彩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色彩的三屬性是指色相、明度、彩度 
(B) 色料的三原色是指紅、黃、綠 
(C) 從伊登十二色相環來看，黃色與紫色是補色 
(D) 利用色料三原色，可以調出橙、綠、紫的第一間色 

47. 下列何者為服裝設計的基本三大要素？ 
(A) 橫線、曲線、直線 (B) 明度、彩度、色相 
(C) 線條、色彩、質料 (D) 季節、場合、年齡 



美容類、家政類 專業科目(一) 

第 7 頁                  共 8 頁 

48. 下列何者是「非資源垃圾」？ 
(A) 廢金屬 (B) 紙尿布 (C) 寶特瓶  (D) 玻璃瓶 

49. 敏慧家裡重新裝潢，淘汰多件破舊巨大傢俱，請問正確的處理方法是什麼？ 
(A) 打電話給當地清潔隊或環保局，洽詢回收方式 
(B) 自行搬運至社區的垃圾車旁放置 
(C) 請搬貨工人運至河床空地丟棄 
(D) 搬到自家空地燒毀 

50. 小毓想購買磅秤，請問哪一個是磅秤的優良合格商品標誌？ 
(A) (B) (C) (D)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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