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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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引起人體生病的微生物稱為： 
(A) 病原體 (B) 帶原者 (C) 帶菌者 (D) 病媒 

2. 麻疹、天花、疱疹、流行性感冒的傳染病原體是： 
(A) 細菌 (B) 黴菌 (C) 病毒 (D) 寄生蟲 

3. 下列何種疾病，不是接觸性傳染所引起？ 
(A) 愛滋病 (B) 結膜炎 (C) 狂犬病 (D) 肺結核 

4. 去除或殺滅物體上所有致病微生物行為稱為： 
(A) 消毒 (B) 防腐 (C) 滅菌 (D) 感染 

5. 有特殊異臭味，呈淡黃褐色至褐色的是屬那一種化學消毒液？ 
(A) 氯液 (B) 酒精 (C) 陽性肥皂液 (D) 煤餾油酚肥皂液 

6. 下列那一種消毒法屬於化學消毒法？ 
(A) 煮沸消毒法 (B) 紫外線照射消毒法 
(C) 蒸氣消毒法 (D) 氯液消毒法 

7. 使用陽性肥皂液消毒各種器具時，其有效殺菌濃度是多少？ 
(A) 0.1 ~ 0.5 % (B) 0.5 ~ 1 % (C) 1 ~ 1.5 % (D) 1.5 ~ 2 % 

8. 化粧品中去頭皮屑、防皺、去斑等均屬於： 
(A) 一般化粧品 (B) 化粧品色素 (C) 含藥化粧品 (D) 清潔化粧品 

9. 如欲以市售濃度 95 % 的藥用酒精，調配成濃度 75 % 的消毒酒精 300 毫升，應使用多少 
毫升之 95 % 藥用酒精稀釋？ 
(A) 137 毫升 (B) 237 毫升 (C) 337 毫升 (D) 437 毫升 

10. 販賣來源不明的化粧品，其妨害衛生之物品沒入銷毀，並處新台幣幾萬元以下罰金？ 
(A) 5 萬元 (B) 10 萬元 (C) 15 萬元 (D) 20 萬元 

11. 髮型上注重華麗典雅，雍容華貴長髮風格的年代是： 
(A) 13、14 世紀 (B) 15、16 世紀 (C) 17、18 世紀 (D) 19、20 世紀 

12. 直髮的毛髮，在顯微鏡觀察之下，其橫斷面是呈什麼形狀？ 
(A) 方形 (B) 圓形 (C) 扁形 (D) 橢圓形 

13. 就毛髮的化學成分而言，含碳的百分比是多少？ 
(A) 5 % (B) 25 % (C) 50 % (D) 75 % 

14. 為了頭髮的健康，染髮與燙髮之間最好至少相隔多少週？ 
(A) 1 週 (B) 2 週 (C) 3 週 (D) 4 週 

15. 洗髮後使用潤絲精潤髮的效用是： 
(A) 洗淨頭髮 (B) 去除油脂 (C) 沒有作用 (D) 中和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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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吹風時所使用的吹風口角度若為 180 ~ 360 度，其效果是： 
(A) 頭髮吹直時 (B) 頭髮內鬈時 (C) 固定髮型時 (D) 頭髮鬈曲時 

17. 剪倒 V 的髮型，其分髮係採用： 
(A) 逆斜分髮 (B) 正斜分髮 (C) 縱式分髮 (D) 垂直分髮 

18. 具有還原作用的冷燙藥水中之第一劑是屬於： 
(A) 酸性 (B) 鹹性 (C) 鹼性 (D) 甜性 

19. 冷燙時若捲髮力量不平均，易造成何種現象？ 
(A) 波紋不平均 (B) 頭髮斷裂 (C) 失去光澤 (D) 沒有影響 

20. 螺捲捲法在臉際線所使用的底盤是： 
(A) 弧型底盤 (B) 方型底盤 (C) 三角型底盤 (D) 長方型底盤 

21. 漂髮後再予染髮時，所用雙氧乳調配的最佳百分比是多少？ 
(A) 12 % (B) 9 % (C) 6 % (D) 3 % 

22. 為使髮型梳理達到服貼與量感的效果，可使用何種梳理方式？ 
(A) 攀龍 (B) 束起 (C) 扭轉 (D) 逆梳 

23. 可達到外層次感蓬鬆而富有活力的剪髮效果，且能變化許多不同造型的剪髮方式是： 
(A) 大層次剪法 (B) 小層次剪法 (C) 等長剪法 (D) 方型剪法 

24. 削刀操作時的力道是在手的那一部份？ 
(A) 手臂 (B) 手腕 (C) 手指 (D) 手肘 

25. 使用何種假髮，可為增加某部分之重感，並可隨髮型需要做出髮鬈或髮流的是： 
(A) 髮片 (B) 小髮髻 (C) 馬尾 (D) 髮笠 

26. 下列關於角質層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位於表皮最下層 (B) 位於網狀層與乳頭層之間 
(C) 具有保濕性能 (D) 又稱基底層 

27. 當皮脂腺分泌過少時，會呈現何種皮膚狀態？ 
(A) 中性皮膚 (B) 油性皮膚 (C) 中性偏油性皮膚 (D) 乾性皮膚 

28. 下列關於汗腺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大汗腺會產生狐臭 (B) 小汗腺只存在腋下 
(C) 大汗腺只存在嘴唇 (D) 小汗腺又稱為阿波克蓮汗腺 

29. 下列關於油性皮膚的特徵，何者正確？ 
(A) 毛孔小  (B) 膚紋不清晰 
(C) 對外界的刺激抵抗力強 (D) 洗臉後皮膚會緊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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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關於保養品的選擇，何者正確？ 
(A) 乾性皮膚宜選收斂效果較高的化粧水 (B) 乾性皮膚宜選含油分較高的保養品 
(C) 油性皮膚宜選含油分較高的保養品 (D) 油性皮膚宜選含營養分較高的保養品 

31. 下列按摩方向，何者是順著臉部筋肉生長的方向？ 
(A) 口角周圍採用縱向的按摩法 (B) 眼睛周圍採用縱向的按摩法 
(C) 臉頰採用斜向的按摩法 (D) 額頭採用橫向的按摩法 

32. 蒸臉器的加熱器使用久了會黏有石灰質，此時應以何種液體浸泡清除？ 
(A) 酒精 (B) 氨水 (C) 氯液 (D) 醋液 

33. 下列何種敷面劑的成分，主要能抑制過氧化脂質，以保護皮膚？ 
(A) 維生素 E 誘導體 (B) 維生素 A 誘導體 (C) SA 胺基酸 (D) 硬脂甘草酸 

34. 若足部的大拇趾趾甲表面呈現橫向溝渠，可能是身體缺乏何種營養素的警訊？ 
(A) 鈉 (B) 鋅 (C) 鐵 (D) 鈣 

35. 下列關於挽面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永久脫毛的方法 (B) 又稱電針脫毛法 
(C) 又稱棉線捻除法  (D) 又稱眉鋏拔除法 

36. 雪地的紫外線反射率大約是多少？ 
(A) 20 ~ 35 % (B) 40 ~ 55 % (C) 60 ~ 75 % (D) 80 ~ 95 % 

37. 下列關於缺乏維生素時所產生的皮膚狀態，何者正確？ 
(A) 缺乏維生素 A 時，皮膚容易乾燥 (B) 缺乏維生素 B12 時，毛孔易粗大 
(C) 缺乏維生素 H 時，易有脂漏性皮膚炎 (D) 缺乏維生素 K 時，易造成斑疹、濕疹 

38. 下列關於全身美容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沐浴時，水溫約 80 ℃ 為宜 
(B) SPA 健康美容源起於比利時 
(C) 高血壓患者在做水療時，水溫宜保持高溫 
(D) 孕婦在做水療時，水溫宜保持高溫 

39. 下列關於色彩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在色相間，以黃色明度最低 (B) 在無彩色中，以白色明度最高 
(C) 彩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 (D) 色相是指色彩的純度 

40. 在色相環中，接近紅色的稱為什麼色彩？ 
(A) 中間色 (B) 寒色 (C) 暖色 (D) 無彩色 

41. 下列關於修飾色粉底的修飾功能，何者正確？ 
(A) 紫色粉底可去除皮膚中的黃色 (B) 乳白色粉底可降低皮膚的明度 
(C) 橙色粉底可遮蓋泛紅的膚色 (D) 藍色粉底可增加皮膚的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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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列關於直線眉的特點，何者正確？ 
(A) 使眼睛顯得較小 (B) 適合方型臉的人 (C) 適合長型臉的人 (D) 使臉顯得較窄 

43. 下列關於夾上睫毛的技巧，何者正確？ 
(A) 夾時最忌分段夾，宜一次成型 (B) 夾時眼睛應向上看 
(C) 夾時宜自睫毛根部向外分段夾 (D) 夾後宜用水將睫毛沾溼，以固定形狀 

44. 下列何種眼線的畫法，可使眼睛顯得細長？ 
(A) 眼頭、眼尾細而中間粗，並在眼尾處略為縮短 
(B) 眼頭、眼尾粗而中間細，並在眼尾處略為拉長 
(C) 眼頭、眼尾及中間皆粗，並在眼尾處略為拉長 
(D) 眼頭、眼尾及中間皆細，並在眼尾處略為縮短 

45. 黃色的物體在電燈泡光源的照射下，會變成何種色彩？ 
(A) 含紫色光澤的黃色 (B) 帶光亮的赤味黃色 
(C) 帶暗濁的綠黃色  (D) 含有紅色光澤的橙黃色 

46. 下列關於 50 年代臉部化粧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唇型以朱紅的小嘴為主流 (B) 眼線拉長至髮際 
(C) 眉型偏向細而長的柳月眉 (D) 眉毛前粗後細長，並稍微高揚 

47. 冬季化粧宜採用何種色彩印象？ 
(A) 高明度、中高彩度 (B) 中低明度、高彩度 
(C) 低明度、低彩度  (D) 高明度、中低彩度 

48. 參加宴會欲使用芳香品，宜噴灑在何處？ 
(A) 脈搏處 (B) 睫毛上 (C) 淺色衣物上 (D) 腋窩 

49. 下列關於白天化粧與晚上化粧的比較，何者正確？ 
(A) 白天化粧應較晚上化粧濃厚 
(B) 白天化粧所使用的芳香品應較晚上化粧濃烈 
(C) 晚上化粧比白天化粧更強調立體感 
(D) 晚上化粧比白天化粧更強調柔和、自然感 

50. 清純甜美型的伴娘化粧，宜選擇何種色彩設計？ 
(A) 低明度、高彩度  (B) 低明度、低彩度 
(C) 高明度、高彩度  (D) 高明度、低彩度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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