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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 10000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選擇題 80 題，每題 1.25 分，皆為單選選擇題，測試時間為 100 分鐘，請在答案卡上作答，答錯

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 (3) 為了避免面皰的惡化，化粧品不宜選用①消炎作用之化粧品②無刺激性之化粧品③高油度之化粧品

④親水性之化粧品。 

2 . (3) 蒸臉噴霧有殺菌、消炎作用，是因噴霧中含有①雙氧②酸氧③臭氧④過氧。 

3 . (4) 任職大發公司的郝聰明，專門從事技術研發，有關研發技術的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①職務上所完成的發明，雖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大發公司，但是郝聰明享有姓名

表示權②郝聰明完成非職務上的發明，應即以書面通知大發公司③職務上所完成的發明，除契約另

有約定外，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大發公司④大發公司與郝聰明之雇傭契約約定，郝聰明非職務

上的發明，全部屬於公司，約定有效。 

4 . (3) 對食物中毒之急救是①將患者移至陰涼地，並除去其上衣②做人工呼吸③供給水或牛奶立即催吐④

做胸外按壓。 

5 . (4) 下列何種生活小習慣的改變可減少細懸浮微粒(PM
2 .5

)排放，共同為改善空氣品質盡一份心力？①每

天喝 500cc 的水②使用吸塵器③養成運動習慣④少吃燒烤食物。 

6 . (4) 下列哪一項可為一般化粧品之用途詞句？①改善海綿組織②瓦解脂肪③塑身④滋潤肌膚。 

7 . (2) 為了保護環境，政府提出了 4 個 R 的口號，下列何者不是 4R 中的其中一項？①再利用②再創新③

減少使用④再循環。 

8 . (2) 室內空氣要改善，以下列哪種方法效益最佳？①風扇通風②局部換氣③機械通風④整體換氣。 

9 . (2) 專業皮膚保養時應讓顧客採①坐著②躺著③站著④蹲著 的姿勢。 

10. (4) 濃眉給人的感覺是①嫵媚的②溫柔的③純真的④剛毅的。 

11. (1) 身體沒有皮脂腺的部位是①手掌②腰部③背部④臉部。 

12. (2) 負責表皮新陳代謝，可不斷分裂產生新細胞者為①核細胞②基底細胞③黑色素細胞④有棘細胞。 

13. (1) 美容從業人員應接受定期健康檢查①每年一次②每二年一次③就業時檢查一次就可以④每半年一

次。 

14. (4) 頭部外傷的患者應該採①復甦姿勢②仰臥姿勢③抬高下肢④抬高頭部。 

15. (3) 脫毛臘係屬①含藥化粧品②藥品③一般化粧品④日用品。 

16. (2) 消毒液鑑別法，複方煤餾油酚溶液在味道上為①無臭②特異臭味③無味④刺鼻味。 

17. (3) 酒精消毒之有效殺菌濃度為①55～65%②85～95%③70～75%④25～35%。 

18. (2) 毒性物質進入人體的途徑，經由那個途徑影響人體健康最快且中毒效應最高？①手指觸摸②食入③

皮膚接觸④吸入。 

19. (3) 指甲美化之色彩應配合①睫毛②眼線③唇膏④鼻影 的顏色。 

20. (1) 化粧品的成分中，能夠使油溶性與水溶性成分密切結合的物質稱之為①界面活性劑②防腐劑③荷爾

蒙④維他命。 

21. (2) 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覺，掩飾體臭或①增進美麗②修飾容貌③促進健康

④保持身材 之物品。 

22. (3) 如果你擔任公司採購的職務，親朋好友們會向你推銷自家的產品，希望你要採購時，你應該①既然

是親朋好友，就應該互相幫忙②可以暗中地幫忙親朋好友，進行採購，不要被發現有親友關係便可

③適時地婉拒，說明利益需要迴避的考量，請他們見諒④建議親朋好友將產品折扣，折扣部分歸於

自己，就會採購。 

23. (4) 要表現出鳳眼的眼型，則假睫毛宜選用①稀長型②濃密型③自然交叉型④前短後長型。 

24. (3) 下列何者不是小汗腺分佈的部位？①臉、頸②手掌、腳底③甲床、唇緣④腋下、軀幹。 

25. (3) 皮脂之作用，下列何者錯誤？①具有抑菌作用②潤滑作用③供給皮膚養分④防止皮膚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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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 就滲透性而言，下列何種動物皮膚與人類皮膚較相似？①牛②豬③羊④馬。 

27. (3) 金黃色系的化粧，不包含①金色②黃色③紫色④棕色。 

28. (3) 皮下組織中脂肪急遽減少時，皮膚表面會呈現①平滑②粗糙③皺紋④緊繃。 

29. (1) 化粧品的仿單係指化粧品的①說明書②容器③包裝盒④標籤。 

30. (1) 下列何者與使用劣質指甲油無關？①嵌甲②指甲變黃③指甲無光澤④指甲脆裂。 

31. (3) 皮膚中所謂的「生發層」是指①顆粒層②有棘層③基底層④角質層。 

32. (3) 綜合髮型、服飾、化粧、配飾做設計稱之為①工業設計②材料設計③造形設計④服裝設計。 

33. (1) 下列何者沒有血管的分佈？①表皮層②真皮層③脂肪組織④皮下組織。 

34. (4) 酒精在化粧品中是具有何種功能？①營養、滋潤②潤滑、美白③潤澤、護理④殺菌、收歛。 

35. (2) 化粧品工廠設廠標準，係由何機關訂定？①經濟部②經濟部會同衛生福利部③法務部④衛生福利

部。 

36. (2) 登革熱是由哪一類病原體所引起的疾病？①細菌②病毒③黴菌④寄生蟲。 

37. (2) 化粧色彩中，表現華麗或樸素的主要因素是色彩的①明度②彩度③色溫④色相。 

38. (2) 雙手的那個部位最容易藏納污垢①手心②指甲縫③手掌④手腕。 

39. (3) 化粧時如遇割傷，緊急處理的第一步驟是①以面紙止血②擦消炎劑③以清水清洗傷口④擦上皮膚消

毒劑。 

40. (2) 濃粧的假睫毛宜選擇①稀短型②濃密型③自然型④稀長型。 

41. (3) 不斷電系統 UPS 與緊急發電機的裝置都是應付臨時性供電狀況；停電時，下列的陳述何者是對的？

①不斷電系統 UPS 可以撐比較久②兩者同時啟動③不斷電系統 U PS 先啟動，緊急發電機是後備的

④緊急發電機會先啟動，不斷電系統 U PS 是後備的。 

42. (3) 正三角型臉上額部兩側宜以下列何種色調粉底修飾？①基本色②綠色③明色④暗色。 

43. (3) 蓮篷頭出水量過大時，下列何者無法達到省水？①調整熱水器水量到適中位置②換裝有省水標章的

低流量(5~10L/min)蓮蓬頭③淋浴時水量開大，無需改變使用方法④洗澡時間盡量縮短，塗抹肥皂時

要把蓮蓬頭關起來。 

44. (2) 防曬製品中，防曬係數以①2②15③8④4  的防曬效果最佳。 

45. (2) 下列何者非節省能源的做法？①影印機當 1 5 分鐘無人使用時，自動進入省電模式②電冰箱溫度長

時間調在強冷或急冷③汽車不行駛短程，較短程旅運應儘量搭乘公車、騎單車或步行④電視機勿背

著窗戶或面對窗戶，並避免太陽直射。 

46. (3) 從業人員維持良好的衛生行為可阻斷病原體在不同顧客間的傳染，下列何者為非？①工作前、後洗

手可保護自己②工作前、後洗手可保護顧客③一次同時服務兩名顧客，不增加傳染的危險④凡接觸

顧客皮膚的器物均應消毒。 

47. (2) 敏感皮膚的特徵①油分少、水分多②易呈現小紅點、發癢③易長黑斑、面皰④油分多、水分少。 

48. (1)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公共場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發現疑似傳染病之病人應於多少小時內報告衛生主

管機關？①24 小時②72 小時③84 小時④48 小時。 

49. (2) 臉部按摩的方向是順著①骨骼②肌肉紋理③毛孔④血液流動的方向。 

50. (1) 能掩蓋皮膚瑕疵，美化膚色的化粧製品是①粉底②化粧水③營養面霜④防曬霜。 

51. (1) 下列何者不是蚊蟲會傳染的疾病？①痢疾②瘧疾③登革熱④日本腦炎。 

52. (3)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下列何者正確？①只關心女性在政治方面的人權和基

本自由②未要求政府需消除個人或企業對女性的歧視③對婦女的歧視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

排斥或限制④傳統習俗應予保護及傳承，即使含有歧視女性的部分，也不可以改變。 

53. (1) 下列何種熱水器所需能源費用最少？①熱泵熱水器②柴油鍋爐熱水器③天然瓦斯熱水器④電熱水

器。 

54. (1) 無菌敷料的大小為①超過傷口四周 2. 5 公分②大小均可③小於傷口④與傷口一樣大。 

55. (1) 皮膚易出油，表面看起來油膩感的是①油性皮膚②乾性皮膚③敏感性皮膚④中性皮膚。 

56. (3) 存在於腋下大汗腺上，使其產生特殊氣味的大多是①皮黴菌②革蘭氏陰性菌③革蘭氏陽性菌④寄生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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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 香水、古龍水是屬於①保養用品②美化用品③芳香品④清潔用品。 

58. (1) 美容從業人員經健康檢查發現有①開放性肺結核病②蛀牙③胃潰瘍④高血壓 者應立即停止執業。 

59. (2) 粉條的取用，下列何者為宜？①以海棉沾取②用挖杓取用③直接塗在臉上④以手指沾取。 

60. (1) 理想的眉型，其眉頭應在①眼頭②眼尾③鼻頭④嘴角 的正上方。 

61. (4) 對於核計勞工所得有無低於基本工資，下列敘述何者有誤？①僅計入在正常工時內之報酬②不計入

競賽獎金③不計入休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④應計入加班費。 

62. (2) 化粧時，光源最好採①右側光②正面光③背面光④左側光。 

63. (4) 宴會化粧時，為使膚色顯得白晰可選擇①黃色系②褐色系③咖啡色系④粉紅色系 的粉底。 

64. (3) 「Ｔ」字部位是指額頭，鼻子及①臉頰②太陽穴③下巴④眼眶。 

65. (4) 皮膚所須之營養素由①神經②脂肪③肌肉④血液 供應。 

66. (3) 台北市周先生早晨在河濱公園散步時，發現有大面積的河面被染成紅色，岸邊還有許多死魚，此時

周先生應該打電話給那個單位通報處理？①警察局②交通局③環保局④衛生局。 

67. (4) 陽性肥皂液消毒劑，其有效殺菌濃度為①1～3%②3～6%③0.5～1%④0.1～0.5% 之陽性肥皂苯基

氯卡銨。 

68. (2) 發現顧客臉上有一出血及結痂的小黑痣，應如何處理？①予以塗抹消炎藥膏②請顧客找皮膚科醫師

診治③與自己的工作無關，可不予理會④想辦法點掉該痣。 

69. (4) 長型臉腮紅修飾宜採用①三角形②狹長形③圓形④橫向。 

70. (1) 適合修飾黑斑、黑眼圈、痘疤等瑕疵的化粧品是①蓋斑膏②兩用粉餅③蜜粉④修容餅。 

71. (4) 人體的血液是①中性②不一定③弱酸性④弱鹼性。 

72. (2) 梅毒的傳染途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經由患有梅毒者潰瘍之分泌物接觸粘膜傷口傳染②由患者

的痰或飛沫傳染③與梅毒的帶原者發生性行為④輸血傳染。 

73. (1) 勞工工作時手部嚴重受傷，住院醫療期間公司應按下列何者給予職業災害補償？①原領工資②前 6

個月平均工資③基本工資④前 1 年平均工資。 

74. (3) 對於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之事項，下列何者不在法定應告知的事項內？①如拒絕提供或提供

不正確個人資料將造成之影響②蒐集之目的③蒐集機關的負責人姓名④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

區、對象及方式。 

75. (4) 描述有關皮膚的完整性，下列何者不正確？①皮膚上有一群正常生態的微生物②皮膚的完整性受破

壞時，易導致微生物增殖③皮膚間隙處有較多的微生物④細菌在乾燥地區生長較快。 

76. (1) 短期內使皮膚變白，其毒性會侵襲腎臟的化粧品是含有①汞②光敏感劑③荷爾蒙④苯甲酸。 

77. (1) 對於脊柱或頸部受傷患者，下列何者不是適當的處理原則？①如無合用的器材，需 2 人作徒手搬運

②速請醫師③向急救中心聯絡④不輕易移動傷患。 

78. (3) 以下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①防止皮膚乾燥②抑菌③漂白皮膚④潤滑皮膚。 

79. (1) 當四肢動脈大出血，使用其他方法不能止血時才用①止血帶止血法②止血點止血法③昇高止血法④

直接加壓止血法。 

80. (2) 擦拭香水後，依香味出現的時間分為前調、中調、後調，下列何者不是前調香味？①綠草調②動物

香精③水果調④花香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