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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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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3)

在整體化粧上，區別華麗感與樸實感 的是① 時間 ②明度 ③彩度 ④燈光 。

2. (1)

抽血檢驗可確定受檢人是否感染①梅 毒②癩 病③ 結核病 ④砂眼 。

3. (3)

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權利機構是①董 事長② 總經 理③股 東大會 ④法人 代表。

4. (4)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屬對孕婦有危害 之作業 或場 所？① 經常變 換高低 位之工 作姿勢 ②暴露游 離輻
射③經常搬抬物件上下階梯或梯架④ 工作區 域地 面平坦 、未濕 滑且無 未固定 之線路 。

5. (3)

市場區隔 是指「廠商 將整個 市場，依照 某種標 準加以 區隔為 較小的 ①通路 規模② 資訊系 統 ③目標市
場④商業模式。

6. (4)

下列何者係由黴菌所引起的傳染病？ ①恙蟲 病② 阿米巴 痢疾③ 麻瘋④ 白癬。

7. (4)

下列何項 法規的 立法目 的為預 防及減 輕開發 行為 對環境 造成不 良影響，藉 以達成 環境保 護 之目的？
①環境基本法②公害糾紛處理法③環 境教育 法④ 環境影 響評估 法。

8. (3)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三段式時間電價( 尖峰 、半尖 峰及離 峰時段 )的規 定，請 問哪個 時段電 價最便宜 ？
①夏月半尖峰時段②尖峰時段③離峰 時段④ 非夏 月半尖 峰時段 。

9. (2)

有顏色的毛巾採用何種消毒法為宜？ ①氯液 消毒 ②煮沸 消毒③ 紫外線 消毒④ 酒精消 毒。

10. (4)

當微笑時，臉部那一個肌肉會收縮① 下唇降 肌② 口部三 角肌③ 頰肌④ 顴肌。

11. (2)

當週遭環 境過冷 時，皮膚如 何調 節體溫 ？①增 加油脂 的數量 ②血管 收縮③ 增加汗 液的數 量 ④血管擴
張。

12. (4)

下列何者具最強之殺菌力？①中波紫 外線 (UV- B)② 紅外線 ③長波 紫外線 (UV- A)④ 短波紫 外線(UV C)。

13. (4)

在表皮層 中可吞 噬微生 物並將 其送到 淋巴器 官，刺 激免疫 系統產 生反應 的細胞 是①莫 克細 胞(Me rkl
e cell)②有棘細胞③基底細胞④蘭氏 細胞( Langerhans cell)。

14. (4)

下列皮膚 上的何 種措施，防 曬效果 最佳？ ①按時 塗 抹 S P F 數 值最大 的防曬 乳②撐 傘、戴帽 ③塗抹 S
PF 數值最大的防曬乳④穿上 衣物 。

15. (1)

為建立良 好之公 司治理 制度，公司 內部宜 納入何 種檢 舉人（深喉 嚨）制度？ ①吹哨 者(whi s tleblowe
r)管道及保護制度②不告不理制度 ③告 訴乃論 制度④ 非告訴 乃論制 度。

16. (2)

眼睛注視白紙上"綠色圓圖形"， 經過 20 秒，將 視線移 至白 紙上， 眼睛會 產生① 黃色圓 圖形②紅 色
圓圖形③綠色圓圖形④黑色圓圖形。

17. (4)

根據伊登(Itten)色相環，紅( red)與 黃(yel low) 兩色位 置所形 成的角 度進行 配色， 較符合 下列何種 配
色方式？①同一色相的配色②互補色 相的配 色③ 類似色 相的配 色④對 比色相 的配色 。

18. (3)

美容院的設立登記，若有變更或歇業 時皆需 在①10 日②20 日 ③15 日④30 日

19. (2)

去光水中卸除指甲油的的主要成分為 ①甲醇 ②丙 酮③氯 仿④乙 醇。

20. (4)

收斂劑的成分是①二氫丙酮②過氧化 氫③硫 磺④ 金縷梅 。

21. (3)

適於製作 W/O 乳液之界面活 性劑 其 HL B 值 為①0~2 ②15~18③3-6④8 ~18。

22. (3)

下列何者為物理性防曬劑？①對氨基 苯甲酸 鹽衍 生物② 水楊酸 鹽衍生 物③氧 化鋅④ 二苯甲酮 。

23. (1)

對於皮膚類型的判別，應考慮①水分 、油分 的比 例②水 分的含 量③pH 值④油 分的多 寡。

24. (1)

不適合使用蒸臉器的禁忌症為①白斑 ②油性 皮膚 ③青春 痘④粉 刺。

25. (3)

蒸氣消毒係屬①化學消毒②乾熱消毒 ③濕熱 消毒 ④低溫 消毒。

26. (1)

下列對於體循環的敘述何者正確？① 起於左 心室 止於右 心房② 起於左 心房止 於右心 室③起於 右心
室止於左心房④起於右心房止於左心 室。

27. (3)

熱蠟脫毛應先①塗抹潤膚乳液②擦拭 收歛水 ③測 試蠟溫 是否合 宜④做 皮膚試 驗。

28. (1)

正常皮膚值是因皮脂與汗水之故，其 酸鹼值 皆呈 ①弱酸 性②弱 鹼性③ 中酸性 ④中鹼 性。
107 美容 乙 3-1(序 002)

內提出變更登記。

29. (1)

受政府機 關委託 代辦單 位之負 責人甲 君，以新臺 幣伍仟 元代價，出具 不實報 告，下列敘述 何 者為非？
①甲無公 務員身 分，出具不 實報告 之行為 應論處 偽變造 文書罪 責②甲 出具不 實檢 驗報告，是違背職
務之行為③甲之行為已經觸犯貪污治 罪條例 ④甲 受託行 使公權 力為刑 法上之 公務員 。

30. (4)

透過淋浴 習慣的 改變就 可以節 約用水，以 下的何 種方式 正確？ ①淋浴 時抹肥 皂，無需將 蓮 蓬頭暫時
關上②淋 浴流下 的水不 可以刷 洗浴室 地板③ 淋浴 沖澡流 下的水，可 以儲蓄 洗菜使 用④等 待 熱水前流
出的冷水可以用水桶接起來再利用。

31. (4)

添加於化粧品中的神經醯胺具有何種 作用？ ①防 曬②抗 痘③美 白④保 濕。

32. (1)

下列哪些是皮膚發炎反應的參與者？ ①胖細 胞、 巨噬細 胞、嗜 鹼性球 ②胖細 胞、巨 噬細胞、 IgE 抗
體③胖細胞、巨噬細胞、嗜中性球④ 胖細胞 、巨 噬細胞 、紅血 球。

33. (4)

化粧品中的保濕劑不具有下列何種功 效？① 具柔 軟效果 ②作為 溶劑③ 延緩水 分揮發 ④清潔作 用。

34. (2)

女性彩妝使用腮紅修容目的為①使眼 形增大 ②增 加臉部 立體感 ③使臉 型增大 ④使下 巴縮小。

35. (2)

不能以化學方法來分解成為簡單的物 質稱為 ①化 合物② 元素③ 乳液④ 混合物 。

36. (4)

我國職業 災害勞 工保護 法，適用 之對象 為何？ ①未參 加團體 保險之 勞工② 失業勞 工③未 投 保健康保
險之勞工④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 業災害 之勞 工。

37. (2)

石綿最可能引起下列何種疾病？①巴 金森氏 症② 間皮細 胞瘤③ 心臟病 ④白指 症。

38. (2)

皮膚老化 產生的 鬆弛皺 紋，主要 是皮膚 哪一層 功能退 化所引 起？① 皮下組 織②真 皮層③ 基 底層④角
質層。

39. (4)

所謂「積克醫生(Dr. Jacquet)夾法」，其主要的作用是①減輕 肌肉之 緊繃感 ②緩 和皮膚 之敏感度 ③
幫助脫屑④促進皮脂腺之暢通。

40. (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米飯是供給能 量的食 物② 蔬菜及 水果是 維生素 的主要 來源③ 根莖類是 蛋白
質含量高的食物④牛肉、豬肉是蛋白 質含量 高的 食物。

41. (1)

任職於某 公司的 程式設 計工程 師，因 職務所 編寫之 電腦程 式，如 果沒有 特別以 契約約 定，則該電腦
程式重製之權利歸屬下列何者？①公 司②公 司全 體股東 共有③ 編寫程 式之工 程師④ 公司與編 寫程
式之工程師共有。

42. (1)

指甲組成成分和皮膚及毛髮的成分相 同，主 要成 分是① 角質蛋 白②纖 維素③ 脂肪④ 鈣。

43. (3)

電冰箱放 置處，四周 應預留 離牆多 少公分 之散熱 空間，且過熱 的食物，應 等冷卻 後才放 入 冰箱，以
達省電效果？①15②20③10④5。

44. (4)

下列有關 省水標 章的敘 述何者 正確？ ①省水 標章 除有用 水設備 外，亦可使 用於冷 氣或冰 箱 上②省水
標章是環 保署為 推動使 用節水 器材，特 別研定 以作為 消費者 辨識省 水產品 的一種 標誌③ 獲 得省水標
章的產品 並無嚴 格測試，所 以對 消費者 並無一 定的保 障④省 水標章 能激勵 廠商重 視省水 產 品的研發
與製造，進而達到推廣節水良性循環 之目的 。

45. (4)

法拉第(Faradic)電流是①低頻 率電流 ②高頻 率電流 ③非間 斷性的 賈法尼 電流儀 (Galvan ic current)電
流④間斷性賈法尼電流儀(Galvanic current)電流。

46. (4)

有關膚色 與服裝 的搭配，下列 何者錯 誤？① 膚色較 黃者，穿 著綠 色系服 裝，可增 加皮膚 紅 潤感②皮
膚白皙者，穿著 粉紅 色服裝，更可 表現膚 色之美 ③膚色 較黃者，穿 著藍色 系服裝，則成 對 比調和④
膚色較黑者，宜穿著暗褐色系服裝， 強調膚 色調 和。

47. (4)

小狗在道 路或其 他公共 場所便 溺時， 應由何 人負 責清除 ？①土 地所有 權人② 清潔隊 ③警察 ④主人 。

48. (1)

飲食習慣為全素者，易因何種營養素 的缺乏 而導 致臉色 蒼白貧 血的現 象？① 維生 素 B 1 2 ②菸鹼酸 ③
維生素 E④維生素 C。

49. (1)

使用電儀器時必須採取的安全措施是 ①去除 顧客 與美容 師的首 飾②將 顧客隔 離③將 美容床放 在導
電的地方④讓顧客手握濕布幫助導電 。

50. (4)

對紫外線具有防禦能力的是①脂肪層 ②網狀 層③ 透明層 ④角質 層。

51. (2)

下列何種粉末遮蓋力較佳？①碳酸鈣 ②二氧 化鈦 ③滑石 粉④玉 米澱粉 。

52. (2)

具有野性美印象的唇型是①小唇②厚 唇③大 唇④ 薄唇。

53. (4)

下列何者 為界面 活性劑 的選用 依據？ ①碘價 (iod ine value)② 酸價(ac id value) ③皂化 價(sapo nifica tio
n value)④HLB 值。

54. (3)

公司員工 甲意圖 為自己 或他人 之不法 利益，或對 公司不 滿而無 故洩漏 公司的 營業 秘密給 乙 公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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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的財產或利益受損，是犯了刑 法上之 何種 罪刑？ ①竊盜 罪②詐 欺罪③ 背信罪 ④侵占罪 。
55. (3)

大氣層中臭氧層有何作用？①造成光 害②對 流最 旺盛的 區域③ 吸收紫 外線④ 保持溫 度。

56. (3)

不當抬舉導致肌肉骨骼傷害，或工作 臺/ 椅高度 不適導 致肌肉 疲勞之 現象， 可稱之 為下列 何者？ ①
感電事件②不安全環境③不當動作④ 被撞事 件。

57. (1)

下列何者不屬於美容院勞務類服務之 經營項 目？ ①化妝 品銷售 ②化粧 ③護膚 ④美體 。

58. (1)

我國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的徵 收機制 為何 ？①隨 油品銷 售徵收 ②依牌 照徵收 ③依照排 氣量
徵收④依車輛里程數計費。

59. (3)

下列哪個植物萃取成分常放在化妝品 中作為 收斂 劑？① 迷迭香 ②蘆薈 ③金縷 梅④七 葉樹。

60. (4)

關於修飾 色粉底 的修飾 功能，何 者正確 ？①橙 色粉底 可遮蓋 泛紅的 膚色② 乳白色 粉底可 降 低皮膚的
明度③藍色粉底可增加皮膚的粉紅色 ④紫色 粉底 可去除 皮膚中 的黃色 。

複選題：
61. (24) 按摩手技中，摩擦法的功用是①消除 脂肪② 促進 血液循 環③消 除皺紋 ④促進 肌膚新 陳代謝。
62. (34) 下列何者屬於水溶性維生素？①維生 素 D ②維生 素 K ③維生 素 B 群④ 維生 素 C。
63. (34) 針對角質 層的敘 述，下列何 者正 確？① 角質層 厚度不 受年齡 影響② 可經由 毛細血 管取得 營 養③為扁
平無核的角化細胞④主要功能為防止 水分蒸 發及 摩擦傷 害。
64. (124) 營業場所 空調及 其冷卻 水塔之 定期清 洗、消毒維 護，與預防 下列哪 些傳染 病無關 ？①肝 炎 ②流行性
感冒③退伍軍人症④鼠疫。
65. (134) 美容業獲得利潤的主要來源？①活動 促銷② 顧客 教育③ 產品販 售④技 術服務 。
66. (12) 下列哪些成分可以添加在化粧品中？ ①果酸 ②胺 基酸③ 類固醇 ④維他 命 A 酸。
67. (23) 皮膚角質的成分包含①彈力纖維②水 分③脂 質④ 荷荷芭 油。
68. (23) 用電認識 與安全，下 列何者 正確？ ①使用 延長線 或電器 電線時，應 將其綑 綁纏繞 玻璃杯 旁 ②伏特是
電流壓力 的測量 單位③ 瓦特是 電器之 功率測 量單 位④拔 除蒸氣 機插頭 時，手 與插 頭距離 應 保持 5 公
分較安全。
69. (34) 下列對於配色基本原理的敘述，何者 錯誤？ ①配 色要考 慮季節 ，炎熱 氣候( 夏季) 宜使用 寒色系② 利
用規則的 色彩層 次，漸漸 變化，可產生 有秩序 的律動 感的是 漸層配 色（Grada tion ）③ 配色 時，可選
用不同色系 4~5 色搭配，以增加色 彩的豐 富度④ 膚色泛 黃者宜 使用黃 橙色唇 膏、橄 欖綠的眼 影。
70. (24) 使用化粧品若發生過敏現象應如何處 置？① 用大 量化粧 水冷敷 ②立即 停止使 用③熱 敷安撫④ 到皮
膚科就診。
71. (123) 下列哪些 行為，有得 到愛滋 病的危 險？① 共用針 筒、針頭② 不安全 的性行 為③共 用刮鬍 刀 ④蚊子叮
咬。
72. (134) 業者未經合法工廠，私自調製化粧品 販賣， 屬違 法行為 可處以 ①15 萬元 以下罰 金②10 萬元 以下罰
鍰③一年以下有期徒刑④拘役。
73. (12) 針對紫外 線對皮 膚的影 響，下列 何者錯 誤？① 會形成 脂漏性 皮膚炎 ②對白 斑患者 有良好 療 效③過度
照射會使皮膚提前老化④會製造維生 素 D3 。
74. (34) 有關攝影 粧之敘 述，下 列何者 正確？ ①黑白 攝影粧，化粧色 彩宜 採用鮮 明、含亮 粉的顏 色 ②個人專
輯攝影粧 應強調 彩粧設 計師個 人風格 為設計 重點 ③平面 媒體攝 影時，宜注 重畫面 的精緻 ④ 攝影時會
使五官容貌呈現平面感的燈光是正面 光。
75. (34) 下列何種皮膚缺點，可使用綠色飾底 乳修飾 ？① 黑斑② 黑頭粉 刺③尋 常性痤 瘡(青 春痘) ④酒糟鼻 。
76. (23) 請選出胰臟的作用？①解毒作用②分 泌荷爾 蒙③ 分泌胰 液④貯 藏營養 作用。
77. (34) 芳香療法 中常作 為基底 油（Base Oi l）之植物 油，須具 備下列 哪些特 性？① 須經 80° C 以 上 高溫萃取
②可添加人工色料增加穩定性③不經 化學提 煉④ 不得添 加防腐 劑。
78. (123) 胸大肌分為哪三部分？①胸骨肌②肋 骨肌③ 鎖骨 肌④胸 腔肌。
79. (13) 在色相環中，屬於暖色是①橙②黑③ 紅④青 。
80. (234) 下列何者是人體水分排出的途徑？① 肝臟② 腎臟 ③皮膚 ④肺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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