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試題僅供參考
注意：考試開始鈴(鐘)響前，不可以翻閱試題本
106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
統 一 入 學 測 驗 試 題 本

家政群幼保類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專業科目(一)：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注

意

事

項】

1.請核對考試科目與報考群(類)別是否相符。
2.請檢查答案卡(卷)、座位及准考證三者之號碼是否完全相同，如有不
符，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
3.本試卷分兩部份，共 50 題，共 100 分，答對給分，答錯不倒扣。試卷
最後一題後面有備註【以下空白】。
第一部份（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第二部份（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4.本試卷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B)、(C)、(D) 四個選項，請
選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筆塗滿
方格，但不超出格外。
5.有關數值計算的題目，以最接近的答案為準。
6.本試卷空白處或背面，可做草稿使用。
7.請在試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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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及「試題」一併繳回。

准考證號碼：□□□□□□□□
考試開始鈴(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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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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家政教育起源與發展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嫘祖教民養蠶織布，是中國家政教育之始
(B) 歐洲的家政教育發展始於 19 世紀中的英國
(C)「美國家政學會」成立於紐約柏拉塞特湖
(D)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男女均須修習家庭科的課程
2. 關於家庭經濟的管理方法，下列何者最適當？
(A) 直接支出法
(B) 平均薪資法
(C) 分配法

(D) 預算法

3. 小玉向店家買了吹風機，並且索取了製造商商品檢驗合格書，此時小玉是運用了何種
消費者的權利？
(A) 講求安全的權利 (B) 選擇的權利
(C) 表達的權利
(D) 求償的權利
4. 關於居住環境與住屋選擇，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 建築基地宜選擇順向坡較為安全
(B) 購買預售屋的風險比購買成屋小
(C) 選擇 70 分貝以下，噪音干擾低的區域居住為佳
(D)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基本居住理念為安全、健康、便宜和舒適
5. 關於家居設備使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晚上進門聞到濃濃瓦斯味，應立刻開燈檢查以避免中毒
(B) 使用冷氣時應關掉電風扇，以免同時用電造成浪費
(C) 放置冰箱時，兩側及背面最好離牆面 10 公分以上
(D) 間接照明法是所有燈具照射方法中效率最高的
6. 關於家事簡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 L 型的廚房動線有黃金三角之稱，可提高工作效率
乙：工作檯面設置於手肘部下方 10 公分處， 最為適當
丙：工作時維持頭、臀、膝於同一直線，比較不會疲勞
丁：在正常工作範圍外工作，最為省時、省力
戊：第五級手部動作最費精力、時間
(A) 甲乙丙
(B) 甲乙戊
(C) 乙丙丁

(D) 丙丁戊

7. 關於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臭氧層吸收太陽中的紅外線以保護地球表面
(B) 臺灣地區主要的空氣汙染物為懸浮微粒及臭氧
(C) 水質因加氯消毒而產生三氯甲烷，易有致癌風險
(D) 廚餘分成兩類，生廚餘可直接養豬，熟廚餘可做為堆肥
8. 關於嬰幼兒生理保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為幫助嬰幼兒安穩入眠，宜哄著孩子邊喝奶邊入睡
(B) 嬰兒因賁門、幽門發育未完全，容易溢奶，餵食完應拍背助其打嗝
(C) 嬰兒全身共有 300 塊骨骼，其鈣質少而膠質多，過早走路容易變形
(D) 將嬰兒丟高高再接住，拋接提供嬰兒有趣的經驗，可刺激其腦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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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老師說：「有分享玩具的小朋友就可以得到一張好寶寶卡」，原本獨佔著小美樂娃娃的
欣欣聽完立刻跟雯雯說：「我們一起玩吧！」，依據佛洛依德 ( S. Freud ) 的人格發展
理論，此時的欣欣是人格結構中哪一部分的表現？
(A) 本我
(B) 自我
(C) 超我
(D) 無我
10. 關於幼保相關產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民國 101 年起，我國幼稚園與托兒所改制整合，一律稱為幼兒園
(B) 托嬰中心收托的對象是未滿 2 歲之嬰幼兒
(C) 幼兒園教師的工作應以教育和保育為主
(D) 須年滿 18 歲才能報考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
11. 關於高齡者身心特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味蕾數目減少，無法接受太刺激的食物，喜歡吃得清淡
乙：膀胱及泌尿道肌肉鬆弛，容易有尿失禁的症狀
丙：水晶體的調節能力變差，出現「老花眼」的症狀
丁：因為荷爾蒙的影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骨質疏鬆症
戊：神經系統的反應減緩，會造成老人的智力也跟著衰退
(A) 甲乙丙
(B) 甲丙戊
(C) 乙丙丁

(D) 丙丁戊

12. 關於老年失智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應預防老人常見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以降低引發失智症的機會
(B) 初期常出現的症狀是記憶力減退、言語表達出現問題、判斷力變差
(C) 是一種慢性疾病，目前只能藉藥物控制病情，仍無特效藥可治癒
(D) 重症患者仍應讓他們獨立開車、三餐自理……，以避免與社會脫節
13. 關於日常生活禮儀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餐巾可用來擦嘴、手指，並可用來包住吐出的魚刺骨頭
(B) 老師和學生一起出門搭計程車時，老師應坐在後座左側
(C) 校長和老師、主任、組長一起行走時，校長應走在最前面
(D) 同齡男女學生一起參加活動時，應先將女學生介紹給男學生
14. 關於饋贈禮儀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喪禮應書寫「贐儀」，送人遠行則應寫「唁敬」
(B) 祝人生子為「弄瓦之喜」，祝人生女則為「弄璋之喜」
(C) 喪事送禮最晚應於當日送達，不宜補送；喜事補送則無妨
(D) 因故不能受禮時，應備謝帖書明「敬璧鳴謝」，以表婉拒
15. 關於營養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維生素 K 能維持正常凝血功能，主要來源為綠葉蔬菜
(B) 醣類可抑制胃酸分泌，減緩消化速度，產生飽足感
(C) 菸鹼酸缺乏易使細胞生長與合成受阻，導致生長遲緩
(D) 孕婦若缺鐵，可能產下呆小症的孩童，影響神經與身體成長
16. 關於食物選購與儲存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糙米宜放於密閉乾燥容器，置於冰箱下層冷藏儲存
(B) 油脂類應選擇無沉澱、顏色較深、濃稠，味道較香濃
(C) 冷凍食品應保存在 0 °C 以下，並避免反覆冷凍、解凍
(D) 新鮮的蛋，蛋殼較光滑，氣室較大，搖晃不會有震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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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食品的衛生與安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食用龍蝦引起的食物中毒，極可能是仙人掌桿菌中毒
(B) 食用肉類罐頭引起的食物中毒，極可能是大腸桿菌中毒
(C) 清洗肉、海鮮、蛋、蔬菜等食材時，最後清洗的是海鮮類
(D) 為保持食物的脆度及增加韌性，目前硼砂可用於油條及魚丸
18. 關於皮膚的類型及保養重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敏感性皮膚宜選用保濕滋潤型產品，每週敷臉 1 – 2 次
(B) 乾性皮膚毛孔較粗大，容易脫妝，毛孔易阻塞
(C) 混合性皮膚通常是指臉部 T 字部位較其他部位容易出油
(D) 油性皮膚的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良好，充滿光澤有彈性
19. 關於毛髮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毛髮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B) 毛髮是胎兒在母體內第三個月起開始生長的
(C) 毛乳頭有豐富微血管叢和神經末稍，又稱為「毛髮之母」
(D) 髓質層因含有自然的色素粒子，會影響毛髮的顏色
20. 下列何種穿著適合體型矮胖者？
(A) 樣式複雜的服飾
(C) V 型領的連裙裝

(B) 有圓形圖案又貼身的服飾
(D) 有明顯水平線設計的服飾

21. 下列何者是擬定服飾選購計畫的第一步驟？
(A) 擬定購物清單
(B) 清點衣櫃服飾
(C) 蒐集商品資訊

(D) 列預算表

22. 關於衣物的去漬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A) 染上汙漬時，應先辨認是何種汙漬，且立即處理
(B) 去汙漬的方向，宜由內向外擦拭，以免擴散
(C) 若無法辨認是何種汙漬，勿以熱水清洗
(D) 依織物和汙漬的種類選擇適當的去漬劑，以免損傷衣物
23. 牛仔褲長期以來不退流行，廣為消費者接受並持用，這是哪一種「流行生命週期」類型？
(A) 經典
(B) 狂潮
(C) 流行
(D) 時尚
24. 關於家政與時尚關係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在食的方面，追求速食餐飲
(B) 在衣的方面，選購不染色、簡約的服飾
(C) 在住的方面，選購有綠建築標章的居所
(D) 在行的方面，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5. 關於家政推廣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網際網路屬於團體的推廣方式
(B) 家政班會屬於個人 ( 個別 ) 的推廣方式
(C) 成果發表會屬於大眾 ( 群眾 ) 的推廣方式
(D) 家庭訪問屬於個人 ( 個別 ) 的推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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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家庭教育 ( 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
26. 下列哪種家庭類型，只會有夫妻與子女長期同住？
(A) 折衷家庭
(B) 主幹家庭
(C) 擴展家庭

(D) 核心家庭

27. 依據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之「民法」第 1122 條文，對「家」的法定定義為何？
(A) 稱家者，謂以分享利益與責任之親屬團體
(B) 稱家者，謂以有血緣且同住在一起之親屬團體
(C) 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
(D) 稱家者，謂以經由婚姻而住在一起之親屬團體
28. 下列哪些人是血親關係？
甲：姊夫和自己
乙：姑媽和自己
(A) 甲乙
(B) 甲丙

丙：繼母和自己
(C) 乙丙

丁：同父異母姊弟
(D) 乙丁

29. 關於家庭資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個人收入是屬於人力資源
(B) 家事工作管理原則是「速簡實儉」
(C) 個人時間和精力是屬於物力資源
(D) 家庭財務管理中投資理財應占家庭收入 50 %
30. 下列何者符合 103 年 8 月 1 日修正之「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指增進因故未能
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女家庭生活知能之教育活動」？
(A) 單親教育
(B) 失親教育
(C) 繼親教育
(D) 親職教育
31. 有關家庭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家庭教育是預防教育
(B) 家庭教育是專為父母舉辦的教育活動
(C) 我國的家庭教育始於「家庭教育法」公布之日
(D) 家庭教育的定義為在家庭中實施的教育
32. 直接運用孩子喜歡的事物來鼓勵其行為，屬於下列哪一種行為改變技術？
(A) 示範法
(B) 代幣法
(C) 正增強法
(D) 負增強法
33. 有關「子職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子職所呈現是相同的角色與職責
(B)「子職教育」是指增進父母所應盡職責的教育活動
(C)「子職」是指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應盡的責任
(D)「子」是指子女，「職」是指職責與本分
34. 男學生小光想報考護專，以便將來從事頗有興趣的護理工作，但考慮這一領域幾乎都是
女性擔任，恐會遭到他人奇特眼光，因而裹足不前。下列何項是小光最主要的顧慮因素？
(A) 性別差異
(B) 多元性別
(C) 性別平等
(D) 性別刻板印象
35. 奶奶和佩玉聊天，提及過去女性在適婚年齡階段，長輩期望男性的收入和學歷都要高於
女性，這個現象被稱為下列何者？
(A) 婚姻排擠
(B) 婚姻斜坡
(C) 婚姻承諾
(D) 婚姻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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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國內婚前教育課程 CPR 的 P 是指下列何者？
(A) 兩人互動
(B) 尊重包容
(C) 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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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一)

(D) 資源管理

37. 依據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之「民法」，關於夫妻離婚法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夫妻兩願離婚，必須向法院請求判決離婚
(B) 離婚後無監護權的一方有探視子女的權利
(C) 未得到子女監護權的一方，仍有義務扶養未成年子女
(D) 夫妻結婚時若約定為分別財產制，須在書面契約簽字後，向法院聲請登記
38. 有關家庭倫理和親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夫婦關係是傳統五倫最重要的基礎
(B) 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與自己是二親等的關係
(C) 伯父是自己的二等親，舅舅是三等親
(D) 旁系血親計算以一世代為一親等
39. 依據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之「民法」所規定的親屬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孫子女不是爺爺奶奶直接出生，彼此是為旁系血親二親等
(B) 法定血親是因為出生的自然事實而產生的親屬關係
(C) 兄弟姊妹是己身出於同源的血親，是自己的直系血親
(D) 爸爸和他的連襟之關係是配偶血親的配偶
40. 依據美國學者杜佛 ( E. M. Duvall ) 提出的家庭發展八階段論，一對夫妻生育二個小孩，
有一個小孩已離家獨立，另一個小孩仍與父母同住，屬於哪一階段？
(A) 第四階段
(B) 第五階段
(C) 第六階段
(D) 第七階段
41. 依據美國學者杜佛 ( E. M. Duvall ) 提出的家庭發展八階段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子女年齡為階段劃分依據之一
(B) 子女滿 20 歲就進入家庭收縮期
(C) 每個家庭的各個發展階段所持續的年數皆相同
(D) 夫妻中有一人過世，該家庭的家庭發展階段就結束
42. 有關近三年臺灣的家庭型態與人口結構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折衷家庭數量最多
(B) 跨國婚姻以印尼籍最多
(C)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比率超過 14 %
(D)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
43. 關於新移民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異國婚姻都是經由婚姻仲介的方式
(B) 異國婚姻家庭有雙重文化的優勢
(C) 目前國內的外籍配偶以大陸港澳地區人數最多
(D) 政府提出南向經濟政策，東南亞的新移民女性也移入國內
44. 針對「特殊兒童」的說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口吃的學童屬於語言障礙兒童
(B) 經過鑑定為資賦優異學童不屬於特殊兒童
(C) 自閉症兒童是神經心理功能異常所導致的
(D) 智商在 25 以下學童屬於養護性智能障礙兒童
45. 下列何者不屬於「兩地家庭」的其他稱呼或說法？
(A) 候鳥家庭
(B) 單親家庭
(C) 通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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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下列何者不屬於常見家人關係中的一種？
(A) 手足關係
(B) 祖孫關係

(C) 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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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親屬關係

47. 在雙方溝通過程中，微笑的臉部表情屬於下列何者？
(A) 口頭訊息
(B) 書面訊息
(C) 非語言訊息

(D) 語言訊息

48. 家庭型態的聯合家庭，又可以被稱為以下哪一種類型家庭？
(A) 擴展家庭
(B) 主幹家庭
(C) 折衷家庭

(D) 新三代同堂家庭

49. 當發訊者對收訊者說：「我命令你不要接受我的命令！」，這種情形屬於下列何種溝通？
(A) 雙重束縛溝通
(B) 虛偽溝通
(C) 間接溝通
(D) 曖昧溝通
50. 有關學習型家庭的敘述，下列哪些為正確？
甲：由學習型組織概念延伸而來
乙：以建立個人願景為目的
丙：透過團隊學習，持續成長
丁：家庭會議是一種學習型家庭活動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甲丙丁

(D) 乙丙丁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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