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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家政概論 ( 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  
 

1. 有關居家環境的安全與管理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台灣因為颱風較多，屋頂坡度宜大，較為安全 
(B) 地面鋪設應以安全、實用為考量 
(C) 寢室的方位應以面向西北方為宜 
(D) 同一樓梯的階梯高度與寬度應有變化，以免單調 

  
2. 有關人體毛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毛髮屬於角質蛋白質 ( 又稱角蛋白 ) 的一種 
(B) 毛髮生長的基本成分為胺基酸 
(C) 毛髮的成長乃是毛母細胞經由淋巴腺吸收所需之胺基酸後角化而成 
(D) 毛幹較細小者，可能沒有髓質層 

  
3. 有關家事工作簡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大掃除應依「由上而下，由裡而外」的原則進行 
(B) 空間較小的廚房宜採用直線型工作動線，較省空間 
(C) 安排工作時間表時，應把所有時間都排滿，以增進效率 
(D) 從地上提取重物時，宜屈膝蹲下再拿取，較為安全 

  
4. 來源不定、不能定期獲得，也難以預期的家庭收入，稱為何種收入？  

(A) 非經常性收入 (B) 利息收入 (C) 薪資收入 (D) 租金收入 
  

5. 小辰的爸爸從自己郵局帳戶扣款，幫小辰買了一個儲蓄型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爸爸是保險人 
(C) 保險公司是受益人 

(B) 保險公司是要保人 
(D) 小辰是被保險人 

  
6. 阿倫等車時，出版社業務員向他推銷了一套書籍，但阿倫回家後發覺並不滿意，請問他

可以在幾日內無條件退貨？  
(A) 21 日 (B) 3 日 (C) 30 日 (D) 7 日 

  
7. 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引發其他人的學習動機，屬於哪一種家政推廣方式？  

(A) 講習會 (B) 家政班會 (C) 觀摩會 (D) 競賽會 
  

8. 有關服飾清潔與保養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從洗衣店取回乾洗的衣物要收藏時，應先去除塑膠套 
(B) 純絲材質絲巾以肥皂水浸泡清洗，去污效果較佳 
(C) 嫘縈成分的外套，可用丙酮去除沾有指甲油的污漬 
(D) 熨燙衣物時，應先燙正面，再燙反面 

  
9. 有關服裝設計方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圓形線具有輕快感，適合正式端莊的場合 
(B) 提高腰線的設計，會使穿者看起來較高 
(C) 米色配咖啡色，是屬於對比色的配色法 
(D) 膚色較黑者，宜採用較粉嫩色系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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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家政教育的內涵及闡述，下列何者錯誤？  
(A) 透過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探求個人及家庭生活品質的改善 
(B) 為培育個人發揮潛能，注重內外在之和諧交流，以達到自我實現的全人教育之特色 
(C) 其本質兼顧家庭生活、休閒生活、健康生活、消費生活及職業生活層面 
(D) 家政教育發展的重心偏重在精神生活 

  
11. 有關一般生活禮儀的觀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祝賀友人生子，可使用「湯餅之敬」來道賀 
(B) 在餐廳時，若別人交談音量較大聲，自己也應提高音量 
(C) 與父親同行時，自己應走在父親的前方 
(D) 搭乘由司機駕駛吉普車時，後座右側為最大位 

  
12. 有關中老年人飲食與健康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養成淡食的習慣 
(B) 適度運動並控制體重 
(C) 採低鹽、低熱量及低纖維為主的飲食習慣 
(D) 避免暴飲暴食 

  
13. 有關「鈣」的特性及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可幫助血液凝固 (B) 可調節韌帶的收縮 
(C) 缺乏時會造成骨質密度增加 (D) 必須靠維生素 C 來幫助吸收 

  
14. 小安測量冰箱內的溫度，得知冷藏室為攝氏 8 度，冷凍室為攝氏零下 16 度。根據一般

食品安全儲存溫度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冷藏室是安全的，冷凍室是不安全的 
(B) 冷藏室是不安全的，冷凍室是安全的 
(C) 冷藏室及冷凍室皆為安全的 
(D) 冷藏室及冷凍室皆為不安全的 

  
15. 在皮膚的組織構造中，有關「有棘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在光學顯微鏡下呈現棘刺狀外觀 (B) 細胞間含有淋巴液 
(C) 透過微血管供給表皮養分 (D) 為表皮中最厚的一層 

  
16. 有關市售防曬產品之標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SPF 30 代表可完全遮蔽 UVB 至少 300 - 600 分鐘 
(B) PA ++ 的產品比 PA + 的產品對紫外線 UVA 的防護更佳 
(C) 外出前塗抹 SPF 值愈高的產品，之後不需重複塗抹，以免造成皮膚負擔 
(D) 一般 SPF 30 即有防止 UVA 及 UVB 曬傷的功能 

  
17. 關於人格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佛洛依德 ( S.Freud ) 認為發展是終生持續進行的 
(B) 艾瑞克森 ( E.Erikson ) 認為性驅力是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 
(C) 艾瑞克森認為人格發展在青春期之前即已定型 
(D) 佛洛依德認為母親是人格發展的關鍵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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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據佛洛依德 ( S.Freud ) 的人格結構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本我 ( id ) 代表現實的我 (B) 最先發展的是超我 ( super ego )  
(C) 本我追求的是立即的滿足 (D) 自我 ( ego ) 即良知的代表 

  
19. 關於嬰幼兒的創造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創造力的表現與智力高低無關 
(B) 創造力與知識和生活經驗有關 
(C) 創造力受先天影響程度很大，後天培養不易 
(D) 創造力即是一種「無中生有」的能力 

  
20. 柏登 ( M.Parten ) 所提出的幼兒遊戲類型，如：平行遊戲、合作遊戲、聯合遊戲等，其所

依據的分類標準是遊戲內容的何種特徵？  
(A) 功能性強弱 (B) 建構性強弱 (C) 社會性強弱 (D) 戲劇性強弱 

  
21. 剛出生的新生兒，其正常心跳約為每分鐘幾下？  

(A) 60 - 80 下 (B) 80 - 100 下 (C) 100 - 120 下 (D) 120 - 160 下 
  

22. 關於嬰幼兒身體動作發展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頭部比腳更早發展 
(B) 軀幹比四肢更早發展 
(C) 先會用拇指與食指拈撮，再會用全手掌抓取 
(D) 由整體發展至細部 

  
23. 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環保行為？  

(A) 使用空調時，溫度控制在與室外相差 5 °C 以內 
(B) 選用含氯或磷的清潔劑 
(C) 中央空調的冷卻水塔每半年清洗一次 
(D) 將使用過的保麗龍置於塑膠類回收 

  
24. 過多的紫外線照射到地球，使得生物暴露在過多的輻射線下造成病變，影響自然生態平衡，

這是因為哪一種現象引起的？  
(A) 臭氧層破壞 (B) 溫室效應 (C) 酸雨 (D) 森林消失 

  
25. 有關高齡者在生理上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皮下脂肪喪失，皮膚變薄，產生皺紋 
(C) 男性罹患骨質疏鬆症較女性多 

(B) 內耳平衡系統消退，低頻率音感降低 
(D) 因視網膜退化，形成老花眼  

 
第二部份：家庭教育 ( 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  

  
26. 離婚的張小姐帶著兒子嫁給喪偶的李先生，他們三人所組成的家庭稱為何種家庭？  

(A) 重組家庭 (B) 單親家庭 (C) 折衷家庭 (D) 隔代教養家庭  
  

27. 關於單親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男性單親家庭通常比女性單親家庭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 
(B) 缺乏社會支持的單親家長很容易產生情緒負荷過重的情況 
(C) 女性單親家庭多數成因是未婚生子 
(D) 男性單親家庭數目多於女性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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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異國婚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因為「上嫁婚」觀念的影響，我國經濟弱勢男性的擇偶機會受排擠，因而有許多人到

東南亞娶經濟更弱勢的女性為妻 
(B) 我國國民宜君與泰國籍的督比結婚後，督比在我國的身分就是外籍配偶 
(C) 越南籍的阮氏金紅嫁入台灣後，若想取得我國國民身分，需先放棄自己的越南國籍 
(D) 外籍配偶來台居住滿一年後，才能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29. 張先生夫婦在各自的職場領域上擔任主管，兩人皆以事業為重，說好不生小孩，這樣的

家庭型態稱為甚麼家庭？  
(A) 頂客族雙生涯家庭 (B) 傳統型雙生涯家庭 
(C) 平衡型雙生涯家庭 (D) 家庭取向型雙生涯家庭 

  
30. 父母離婚後，未成年的維維與父親同住，一年前父親出國工作至今未歸，維維現在與

祖父母同住，這樣的家庭型態屬於何種家庭？  
(A) 重組家庭 (B) 候鳥家庭 (C) 隔代教養家庭 (D) 核心家庭 

  
31. 關於特殊兒童家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身心障礙兒童的父母因情緒遭受打擊，離婚率高於一般父母 
(B) 資賦優異兒童通常表現傑出，對家庭是種榮耀，父母不會有教養壓力 
(C) 父母應避免拿資優兒童與其手足作比較，以免造成手足競爭 
(D) 經診斷確定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亦屬特殊兒童的範疇 

  
32. 下列哪個國家已有立法保障同性戀婚姻？  

(A) 阿根廷 (B) 葡萄牙 (C) 比利時 (D) 義大利 
  

33. 關於多元型態家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來自北京的李薔與台中的王偉組成的家庭是異國婚姻家庭 
(B) 30 歲的張小姐與喪偶的母親同住，此種家庭稱為單親家庭 
(C) 隔代教養家庭的祖父母心力疲累時，可就近尋求學校提供「居家喘息服務」 
(D) 依據家庭教育法的規定，蔡先生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 

  
34. 傳統家庭組成的因素，不包括下列何種關係？  

(A) 婚姻 (B) 血緣 (C) 收養 (D) 寄養 
  

35. 小梅結婚後與丈夫小孩一起住在娘家，小梅夫妻、小孩與娘家父母所組成的家庭，屬於

何種家庭型態？  
(A) 小家庭 (B) 折衷家庭 (C) 大家庭 (D) 核心家庭 

  
36. 教育部於民國哪一年開始推展學習型家庭方案？  

(A) 78 年 (B) 82 年 (C) 87 年 (D) 92 年 
  

37. 家庭教育法建議當地主管機關，提供適婚男女至少幾小時的婚前家庭教育課程？  
(A) 4 小時 (B) 8 小時 (C) 12 小時 (D)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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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據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稱為何種教育？  
(A) 親職教育 (B) 子職教育 (C) 兩性教育 (D) 婚姻教育  

  
39. 依據家庭教育法，下列何者是家庭教育推廣機構？  

( 甲 ) 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 乙 ) 台南市成功國小  ( 丙 )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 丁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A) 甲乙丙丁 (B) 甲丙丁 (C) 甲丁 (D) 乙丙 

  
40. 有關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小家庭又稱為折衷家庭 
(B) 家庭一定是由婚姻關係組成的團體 
(C) 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位 
(D) 家庭功能可以由其它社會團體機構完全取代 

  
41. 花蓮阿美族的財產繼承、姓氏傳遞皆由母方傳承，這是屬於哪一類家庭？  

(A) 父系家庭 (B) 母系家庭 
(C) 雙系家庭 (D) 父母雙方等重家庭 

  
42. 下列何者不是青少年階段子職教育的關切重點？  

(A)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B) 傾聽父母的想法 
(C) 探索學習與職業目標 (D) 建立生活常規 

  
43. 身為助理教保員，若家長要求你不要讓孩子在幼兒園弄髒衣服，但你認為孩子難免會因

活動而弄髒。以「親職教育」的觀點，應該如何做最適當？  
(A) 配合家長需求 (B) 與家長溝通後再決定 
(C) 反駁家長的做法 (D) 要求孩子不要到戶外活動 

  
44. 「家庭生命週期」是以下列何者為起點開始劃分發展階段？  

(A) 生育 (B) 職涯 (C) 婚姻 (D) 年齡 
  

45. 期許男孩就該勇敢、積極主動，女孩應溫柔體貼、善解人意，這樣的期望是屬於何種印象？

(A) 性別刻板印象 (B) 性別合作印象 (C) 性別分工印象 (D) 性別平等印象 
  

46. 王家想買一台音響，請姊姊查詢各種音響資料的型錄、功能。請問這是屬於家庭決策中

的哪一步驟？  
(A) 確認需求  (B) 釐清購買價值 (C) 評估決策 (D) 資訊蒐集 

  
47. 下列何種屬於非血緣因素所形成的家庭關係？  

(A) 父母 (B) 手足 (C) 夫妻 (D) 祖孫 
  

48. 關於親子溝通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 甲 ) 當孩子雙眼不敢直視父母，可能表示孩子心虛或缺乏自信  
( 乙 ) 適當表達生氣，有助於親子間的溝通  
( 丙 ) 在傳達情感時，身體語言的成份較口說語言的內容更為重要  
( 丁 ) 和孩子溝通時，父母宜採用「我訊息」的方式來溝通  
(A) 甲乙丙丁 (B) 乙丁 (C) 甲乙丙 (D) 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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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關於兒童遭受性侵害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孩子年紀小，受到性侵害後通常會忘記 
(B) 男女孩都可能遭受性侵害 
(C) 低社經地位的兒童才會受到性侵害 
(D) 晚上才是性侵害的危險時間 

 

  
50. 關於隔代教養家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祖父母擔負教養孫子女的責任，二度親職負擔重，常造成祖父母疏忽自己的老年需求

(B) 與祖父母互動，可以幫助孫子女對老年人有正確的態度，這是隔代教養的優點之一 
(C) 隨著雙生涯家庭增多、離婚率上升等因素，近年來台灣隔代教養家庭有增加的趨勢 
(D) 台灣隔代教養主要的形成原因是父母親未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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