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大會考試題 

 班級： 姓名： 學號： 

皮膚生理學 

(     )1.  下列何種人體成份，具有最強的吸水性？(A)天然保濕因子  (B)膠原蛋白  (C)玻尿酸(hyaluronic acid)  (D)角蛋

白(keratin)。 

(     )2.  黑色素是由何種胺基酸氧化而成：(A)半胱胺酸  (B)甘胺酸  (C)酪胺酸  (D)離胺酸。 

(     )3.  皮膚的衍生構造有毛髮及？(A)血管  (B)感覺神經纖維  (C)運動神經纖維  (D)指甲。 

(     )4.  皮膚的表面覆蓋著一層膜，稱為皮脂膜，它是由何混合而成？(A)汗液、皮脂  (B)真皮、表皮  (C)汗水、污垢 

(D)纖維、皮脂。 

(     )5.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潤滑皮膚  (B)潤滑毛髮  (C)防止微生物繁殖  (D)防止長「青春痘」。 

(     )6.  老化(aging)的原因可能是細胞 DNA不斷受破壞，進而造成下列何者結構變化？(A)蛋白質  (B)脂質  (C)醣類 

(D)維生素。 

(     )7.  下列有關活性氧自由基與皮膚關係敘述何者錯誤？(A)自由基會破壞去氧核糖核酸(DNA)，這與皮膚的老化有關  

(B)活性氧自由基會造成皮膚脂質的過氧化  (C)黑色素可捕捉自由基，對皮膚具保護作用  (D)皮膚在陽光下連

續照射，皮膚的抗氧化能力會增加。 

(     )8.  下列何者非皮膚光老化之特徵？(A)斑點  (B)失去彈性  (C)皺紋  (D)皮膚變薄。 

(     )9.  皮膚鬆弛性皺紋的產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A)角質層 (B)有生命的表皮層 (C)真皮層 (D)皮下組

織層。 

(     )10. 紫外線可造成真皮組織的退化現象，但不包括下列何種現象？(A)真皮組織慢性發炎  (B)彈性纖維組織退化  

(C)皮膚微血管收縮  (D)膠原纖維含量減少。 

(     )11. 下列美白成份中何者具有安定自由基功能以避免皮膚老化之作用？(A)水楊酸  (B)胎盤素  (C)維生素 E  (D)

熊果素。 

(     )12. 用來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程度的標準值為：(A) SPF值  (B)PA 值  (C)UVI值  以上皆非。 

(     )13. 白化症病患稱為白子是因為缺乏？(A)酪胺酸  (B)空氣  (C)角質層  (D)顆粒層。 

(     )14. 下列有關皮膚黑色素的敘述何者錯誤？(A)黑色素會吸收紫外線，所以對皮膚有保護作用  (B)皮膚的黑色素由表

皮基底層的黑色素細胞所產生  (C)黑人黑色素細胞數量比白人多，所以皮膚較黑  (D)黑色素是酪胺酸經由酪

胺酸酶作用而生成。 

(     )15. 下列有關果酸的敘述何者錯誤？(A)果酸的 pH 值越低，表示相對濃度越高  (B)果酸的分子越小，越容易滲透皮

膚  (C)果酸的 pH值越高，對角質細胞的更新作用越好  (D)果酸可促進真皮膠原蛋白與黏多醣體的再生。 

 

應用色彩學 

(     )1. 黃色給人的色彩印象是(A)緊張、歡喜  (B)興奮、爽朗  (C)穩重、清爽  (D)高貴、神秘。 

(     )2. 化粧色彩中， 表現華麗或樸素的主要因素是色彩的(A)明度  (B)彩度  (C)色相  (D)色溫。 

(     )3. 色光的三原色， 是指(A)紅、黃、藍  (B)紅、綠、藍  (C)紅、黃、綠  (D)橙、綠、紫。 

(     )4. 「色相」係因波長的不同而引起人類眼睛感應之可見光，其波長範圍約在 (A)50nm～150nm  (B)100nm～200nm 

(C)300nm～500nm  (D)400nm～700nm。 

(     )5. 下列何者不是色彩屬性 (A)色相  (B)明度  (C)光澤  (D)彩度。 

(     )6. 在 PCCS 配色法中，色調 dk代表的為(A)明  (B)濁(沌)  (C)暗灰  (D)深   色調。 

(     )7. 黃色的物體在電燈泡光源的照射下，會變成何種色彩？(A)含紫色光澤的黃色  (B)帶光亮的赤味黃色  (C)帶暗濁

的綠黃色  (D)含有紅色光澤的橙黃色。 

(     )8. 下列關於色彩的敘述，何者正確？(A)在色相間，以黃色明度最低  (B)在無彩色中，以白色明度最高  (C)彩度是



指色彩的明暗程度  (D)色相是指色彩的純度。 

(     )9. 在整體化粧上，區別華麗感與樸實感的是 (A)時間  (B)彩度  (C)明度  (D)燈光。 

(     )10. 下列色彩何者有前進及膨脹的感覺 (A)低明度、高彩度  (B)高明度、低彩色  (C)高明度、高彩度  (D)低明度、

低彩度。 

(     )11. 把各波長的光全部吸收，其所呈現的色相為 (A)白色  (B)黑色  (C)灰色  (D)透明色。 

(     )12. 色彩學中所謂「高調」，其明度色階為(A)3～5  (B)4～6  (C)1～3  (D)7～9 。 

(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色彩的視覺機能(A)醒目度  (B)色彩質料  (C)感色過程  (D)明視度 。 

(     )14. 寒色系彩粧設計之目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強調目標的效果  (B)抑制及縮小目標的效果  (C)予人沉靜安詳

的感覺  (D)緩和情緒的效果。 

(     )15. 下列對光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A)黑色是將光線完全吸收  (B)鎢絲燈偏黃綠光  (C)光譜中波長最長的是藍色  (D)

三稜鏡所投射出來的非單色光。 

 

化妝品概論 

是非題 

(     )1. 乳液有(0/W)(W/O)之別，而W/0 較 0/W 油膩。 

(     )2. 一般化粧品保指未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 

(     )3. 取出化粧品內容物過多時，應速放回瓶中，以免浪費。 

(     )4. 化粧水的功用在補充皮膚的水分，且可調整皮膚的酸鹼度。 

(     )5. 化粧品均為外用產品，故可使用甲醇。 

(     )6. 化粧品是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的物品。 

(     )7. 化粧品宜放入冰箱或陽光充足之窗戶邊，使用時才不易變質。 

(     )8. 乳化之化粧品其分子愈小，滲透性愈差。 

(     )9. 化粧品只要保存得乾淨，放於室溫下，即能不理會它的使用年限。 

(     )10. 皮膚的狀況會隨著環境、年齡有所變化，因此在化粧品的選擇上應依個人的膚質而定。 

選擇題 

(     )1. 化妝品成份中的黏多糖體，其作用為 (A)收斂  (B)保濕  (C)消炎  (D)收緊 

(     )2. 一般所謂化粧品的變質是指: (A)部分成份發生變化  (B)顏色發生變化  (C)味道發生變化  (D)以上皆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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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維他命  (B)荷爾蒙  (C)界面活性劑 

(D)防腐劑。 

(     )4. 一般保養性乳液中，不得含有下列何種成分: (A)類固醇  (B)香料  (C)維他命  (D)界面活性劑。 

(     )5. 下列成份，何者屬於水溶性成分: (A)天然維他命 C   (B)天然維他命 A   (C)綿羊油  (D)蠟。 

(     )6. 混合兩種互不相溶解之液體，一液體均勻分散在另一液體中，此狀態稱為: (A)乳化  (B)硬化  (C)軟化  (D)液化。 

(     )7. 蒸餾水是常壓下以加溫至幾度時所蒸餾而得的水: (A)70°C  (B)100°C  (C)150°C  (D) 200°C。 

(     )8. (A)軟化劑  (B)表面作用劑  (C)乳化劑  (D)防腐劑   亦稱抗菌劑可避免一些微生物在產品中滋生。 

(     )9. 化粧品使用過後，如有皮膚發炎、發癢、紅腫、水泡等情況發生: (A)應立即停止使用  (B)立刻換品牌  (C)用大

量化妝水來濕布  (D)用大量的收斂水來濕布。 

(     )10. 液體的酸鹼度(PH值)愈低其: (A)酸性愈強  (B)酸性愈弱  (C)鹼性愈強  (D)鹼性愈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