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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皮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基底層細胞不具有分裂增殖能力  (B) 黑色素細胞位於表皮的角質層中  

(C) 臉頰之表皮具有透明層  (D) 表皮沒有血管存在 

 

2. 下列何者有藍褐色斑分布在半邊臉頰及前額？ 

(A) 顴部母斑  (B) 太田母斑  (C) 老人斑  (D) 肝斑 

 

3. 下列有關面皰肌膚的保健，何者錯誤？ 

(A) 經常清潔皮膚，保持清爽潔淨  (B) 避免攝食高熱量甜食及油炸物  

(C) 嚴重面皰應該經常按摩及化粧  (D) 請皮膚科醫師診治 

 

4. 皮膚表面乾燥，但是油分多、毛孔大、紋路不明顯的膚質應屬於： 

(A) 中性皮膚  (B) 乾性皮膚  (C) 混合性皮膚  (D) 乾燥型油性皮膚 

 

5. 正常皮膚的 pH值應該呈現： 

(A) 弱酸性  (B) 弱鹼性  (C) 強酸性  (D) 強鹼性 

 

6. 下列有關紫外線對皮膚的影響，何者錯誤？ 

(A) 會使皮膚變黑   (B) 會使皮膚提早老化  

(C) 過度照射可能引起皮膚癌  (D) 會增強皮膚的免疫系統 

 

7. 下列何者是正確的防曬觀念？ 

(A) 陰天陽光不強，所以不必注意防曬  

(B) SPF值愈高，代表防止紫外線 A (UVA) 的效果愈好  

(C) 塗抹適當 SPF值之防曬化粧品，可防止皮膚曬傷  

(D) 防曬化粧品一天塗抹一次即可，即使流汗或下水也不必補充 

 

8. 陽光中何種光線會刺激皮膚黑色素細胞產生黑色素(麥拉寧色素)？ 

(A) 紫外線 A (UVA)   (B) 紫外線 B (UVB)    

(C) 紫外線 C (UVC)   (D) 紅外線 

 

9. 臉上有黑斑、雀斑，以下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A)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B) 多吃含維生素 C之食物  

(C) 外出時塗抹防曬化粧品  (D) 平時保養可塗抹含汞美白化粧品 

 

10. 下列何種膚質不適合蒸臉？ 

(A) 中性皮膚  (B) 油性皮膚  (C) 曬傷皮膚  (D) 混合性皮膚 

 

 



美容類 專業科目（二） 

第 3 頁                                  共 8 頁 

11. 下列何種維生素不足時，會引起皮膚乾燥、角質硬化及易生面皰？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B1  (C) 維生素 D  (D) 維生素 K 

 

12. 下列何種營養素的功能，主要是建造、修補身體組織與調節生理機能？ 

(A) 醣類  (B) 蛋白質  (C) 礦物質  (D) 脂肪 

 

13. 下列何種沐浴用具，可以去除肘、腳跟及手指上的繭？ 

(A) 絲瓜  (B) 海綿  (C) 浮石  (D) 澡刷 

 

14. 下列有關唇部保養，何者錯誤？ 

(A) 寒冬應注意唇部的保濕  

(B) 嘴唇乾燥時，可經常用舌頭舔唇以補充水分  

(C) 進行臉部按摩時，以無名指或小指腹輕輕地按摩嘴唇  

(D) 臨睡前使用保養專用的營養唇膏供給營養油分 

 

15. 下列有關手部保養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寒冬最好以溫水洗手   

(B) 勿使用刺激性香皂洗手  

(C) 為避免雙手沾上油污，做家事最好戴上手套  

(D) 為預防雙手受感染，最好經常塗抹含抗生素藥膏 

 

16. 砂眼或結膜炎藉由不潔的美容美髮器具傳染，此傳染途徑屬於： 

(A) 空氣傳染  (B) 飛沫傳染  (C) 間接接觸傳染  (D) 經口傳染 

 

17. 下列有關洗手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修指甲後應該洗手  (B) 用清水洗手可以洗淨所有的細菌  

(C) 經常洗手可以減低腸病毒感染機會  (D) 吃東西前應該洗手 

 

18. 清理住家附近積水容器、裝設紗窗、紗門以避免蚊蟲叮咬，可以預防何種疾病的傳染？ 

(A) 腸病毒  (B) B型肝炎  (C) 登革熱  (D) 流行性感冒 

 

19. 下列何者不是黴菌所引起的疾病？ 

(A) 疥癬  (B) 白癬  (C) 香港腳  (D) 頭癬 

 

20. 下列有關紫外線照射消毒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適合理容或美髮之金屬器具消毒 (B) 照射波長 400 nm以上 

(C) 照射強度應在每平方公分 85微瓦特以上 (D) 照射時間不得少於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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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化學消毒法中，酒精溶液消毒效果最好的濃度為： 

(A) 95 %  (B) 75 %  (C) 50 %  (D) 35 % 

 

22. 下列何種微生物可藉由老鼠傳染？ 

(A) 腸病毒  (B) 日本腦炎病毒  (C) 登革熱病毒  (D) 漢他病毒 

 

23. 化粧品的衛生管理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A) 行政院衛生署  (B) 行政院環保署  (C) 省(市)衛生處(局)  (D) 縣(市)政府 

 

24. 優秀的美容師應避免下列何種行為舉止？ 

(A) 對顧客及上司忠實  (B) 與他人交談時注意傾聽  

(C) 對顧客友善禮貌   (D) 探聽顧客隱私 

 

25. 在工作場所受上司的責備，回到家中對家人粗聲動氣，此種行為屬於： 

(A) 轉移作用  (B) 補償作用  (C) 昇華作用  (D) 抵消作用 

 

26. 中國化粧史上最早在額上塗黃粉來粧扮的是哪一朝代？ 

(A) 漢朝 (B) 隋朝 (C) 唐朝 (D) 元朝 

 

27. 眉毛是決定個人臉型的重點，有角度眉的特色是： 

(A) 年輕可愛，適合長型臉 (B) 理智有個性，適合長型臉 

(C) 理智有個性，適合方型及圓型臉 (D) 年輕可愛，適合方型及圓型臉 

 

28. 陳小姐初次登門拜訪男友的雙親，不巧遇上下雨天，在搭配 T.P.O. 的原則下，想要留給對

方好印象的她，彩粧色系上應如何選擇？ 

(A) 褐色系 (B) 金黃色系 (C) 中間色系 (D) 粉紅色系 

 

29. 具有防水效果及乾爽的特性，最適合在夏天使用的粉底是： 

(A) 粉蜜 (B) 水粉餅 (C) 粉條 (D) 遮瑕膏 

 

30. 有關裝戴假睫毛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 由睫毛中央→眼頭→眼尾 (B) 由睫毛中央→眼尾→眼頭 

(C) 由眼頭→睫毛中央→眼尾 (D) 由眼尾→睫毛中央→眼頭 

 

31. 芳香品被嗅覺最先聞到的味道揮發性最強，稱為： 

(A) 高味階 (B) 主味階 (C) 中味階 (D) 基礎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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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為達到美化臉型的目的，該如何修飾菱型臉？ 

(A) 以深色粉底打在顴骨，兩頰以明色粉底修飾 

(B) 以深色腮紅在頰骨中心刷成狹長型 

(C) 以深色粉底打在兩頰，顴骨以明色粉底修飾 

(D) 以淺色腮紅在頰骨中心刷成狹長型 

 

33. 下列有關日曬後粗糙、紅腫皮膚的保養，何者錯誤？ 

(A) 以柔軟化粧水軟化角質 (B) 以收斂化粧水鎮靜皮膚 

(C) 加強按摩促進血液循環 (D) 多補充蔬果及飲水 

 

34. 下列有關皮膚檢查燈 (Wood’s lamp) 的使用，何者錯誤？ 

(A) 宜在黑暗的美容室中使用 (B) 以護目墊保護顧客雙眼 

(C) 呈現橘色螢光表示粉刺、油性皮膚 (D) 利用紅外線照射，判別皮膚狀況 

 

35. 在下列何種狀況下適合接受指壓服務？ 

(A) 身體衰弱時 (B) 身體疲勞時 (C) 飢餓空腹時 (D) 懷孕時 

 

36. 下列有關黑白攝影粧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宜選用近膚色的粉底 (B) 宜選用豆沙色或淡色唇膏  

(C) 宜選用含亮粉的眼影 (D) 鼻影效果力求自然無界線 

 

37. 小丑、國劇表演者的舞台粧應選用何種粉底？ 

(A) 水彩 (B) 油彩 (C) 粉餅 (D) 粉霜 

 

38. 理髮廳、美容院所使用的三色標誌燈，源自中古時代「理髮兼外科醫士」的標記，白、紅、
藍所代表的意義分別是： 

(A) 繃帶、靜脈、血液 (B) 繃帶、血液、靜脈  

(C) 血液、繃帶、靜脈 (D) 血液、靜脈、繃帶 

 

39. 下列有關頭皮屑的成因及處理，何者錯誤？ 

(A) 燙髮藥劑使用不當引起 (B) 飲酒及刺激性食物造成 

(C) 屬於乾性頭皮屑者應加強洗髮 (D) 做頭部按摩並照射紅外線可減輕症狀 

 

40. 健康毛髮的 pH值以下列何者為最佳？ 

(A) pH 3.5∼4.5  (B) pH 4.5∼5.5 (C) pH 5.5∼6.5  (D) pH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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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列有關毛髮特性的敘述，何者錯誤？ 

(A) 直髮的橫切面是圓的 (B) 正常乾髮的含水量約 10 % 

(C) 毛髮的多孔性是指受損狀況的多寡而言 (D) 一根濕髮約可拉長 40∼50 % 

 

42. 頭部的 7條基準線中，由前側點至側中線連接，稱為： 

(A) 側頭線 (B) 正中線 (C) 臉際線 (D) 頸側線 

 

43. 操作 1/2 Off Base的上捲方法，髮捲固定後，1/2在底盤內，1/2在底盤外，捲髮角度是多
少？ 

(A) 45� (B) 60� (C) 90� (D) 135� 

 

44. 要使頭髮成型後有油條鬈的效果，手捲整髮要選用下列哪一種方法？ 

(A) 上捲捲法 (B) 下捲捲法 (C) 平捲捲法 (D) 立捲捲法 

 

45. 吹外翻髮型時，要固定髮片，則風口與梳子應呈多少角度？ 

(A) 45� (B) 60� (C) 90� (D) 120� 

 

46.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毛髮矯正術是藉由熱塑原理改變毛髮的結構，稱為： 

(A) 髮根燙 (B) 萬能燙 (C) 平板燙 (D) 離子燙 

 

47. 下列有關染髮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護髮染屬於半永久性染劑  

(B) 滲透型染劑能進入髓質層內與原色素粒子結合 

(C) 單步驟染髮是指漂、染一次完成 

(D) 暫時性染劑顏色停留在表皮層 

 

48. 保守的張小姐有著健康小麥膚色，頭髮原色是黑色，若要染髮下列何者較適合？ 

(A) 紫色 (B) 藍色 (C) 金黃色 (D) 深紅褐色 

 

49. 方型臉的髮型設計宜採： 

(A) 頭頂髮量壓低，兩側髮量加寬  (B) 頭頂髮量加高，兩側採曲線設計 

(C) 分髮線中分，兩側頭髮不宜過多 (D) 瀏海直線剪，以離心性髮流為設計重點 

 

50. 要裁剪出前長後短的低層次效果，應選用何種剪法？ 

(A) 垂直小層次 (B) 正斜小層次 (C) 水平小層次 (D) 逆斜小層次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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