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大會考試題 
 班級： 姓名： 學號： 
單選題 (100 分) 
 
化妝品概論 
1. (      ) 依化妝品衛生管理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2. (      ) 在化妝品管理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3.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4.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5.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6.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7.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8.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9.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理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理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 (      ) 防曬原料分為物理性與化學性，其中物理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11.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12.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13.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14.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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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16.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17.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應用色彩學 

18.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19.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20.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21.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22.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23.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24.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25.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26.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27.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28.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29.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30.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31.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理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32.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理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33.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皮膚生理學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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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35.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36.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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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39.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40.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41.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42.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43.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44.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45.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46.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47.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48.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49.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理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50.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大會考試題 
 班級： 姓名： 學號： 
單選題 (100 分) 
 

皮膚生理學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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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2.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3.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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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6.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7.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8.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9.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10.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11.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12.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13.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14.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15.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16.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理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17.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應用色彩學 

18.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19.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20.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21.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22.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23.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24.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25.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26.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27.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28.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29.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30.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31.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理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32.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理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33.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化妝品概論 
34. (      ) 依化妝品衛生管理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35. (      ) 在化妝品管理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36.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37.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38.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39.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40.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41.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42.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43. (      ) 防曬原料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其中物理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44.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45.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46.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47.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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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49.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50.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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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姓名： 學號： 
單選題 (100 分) 
 

應用色彩學 

1.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2.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3.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4.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5.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6.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7.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8.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9.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10.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11.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12.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13.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14.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理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15.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理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16.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化妝品概論 
17. (      ) 依化妝品衛生管理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18. (      ) 在化妝品管理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19.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20.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21.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22.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23.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24.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25.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26. (      ) 防曬原料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其中物理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27.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28.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29.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30.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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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32.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33.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皮膚生理學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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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35.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36.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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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39.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40.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41.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42.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43.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44.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45.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46.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47.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48.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49.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理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50.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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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概論 
1. (      ) 依化妝品衛生管理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2. (      ) 在化妝品管理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3.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4.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5.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6.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7.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8.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9.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理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理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 (      ) 防曬原料分為物理性與化學性，其中物理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11.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12.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13.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14.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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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16.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17.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皮膚生理學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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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19.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20.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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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23.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24.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25.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26.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27.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28.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29.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30.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31.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32.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33.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理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34.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應用色彩學 

35.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36.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37.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38.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39.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40.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41.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42.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43.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44.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45.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46.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47.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48.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理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49.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理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50.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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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生理學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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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2.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3.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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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6.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7.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8.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9.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10.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11.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12.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13.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14.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15.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16.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理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17.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化妝品概論 
18. (      ) 依化妝品衛生管理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19. (      ) 在化妝品管理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20.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21.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22.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23.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24.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25.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26.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27. (      ) 防曬原料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其中物理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28.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29.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30.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31.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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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33.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34.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應用色彩學 

35.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36.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37.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38.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39.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40.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41.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42.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43.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44.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45.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46.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47.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48.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理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49.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理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50.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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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色彩學 

1. (      ) 暖色具有 (A) 擴散性和前進性 (B) 擴散性和後退性 (C) 收斂性和後退性 (D)收斂性和前進性。 
2. (      ) 有關色彩的寒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紅色加白後溫暖感降低 (B) 藍色較暗藍色感覺溫暖 (C) 黑

色較白色感覺溫暖 (D)  暗灰色較淺灰色感覺溫暖。 
3. (      ) 「色料」三原色是指：(A) 紅、黃、綠 (B) 黃、綠、藍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4. (      ) 螢火蟲尾部發出的亮光屬於下列何種？ (A) 燐光 (B) 日光 (C) 火光 (D) 冷光。 
5. (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低彩度色彩使人覺得沉靜、消極 (B) 明度愈高，愈有爽朗的色彩情感 (C) 淺、

淡色給人輕鬆愉快、易親近的感覺 (D) 彩度愈高，愈有陰鬱的色彩情感。 
6. (      ) 「色光」三原色是指：(A) 紅、綠、藍 (B) 紅、黃、綠 (C) 紅、黃、藍 (D) 紅、綠、橙。 
7. (      ) 桌上有紅色的蘋果、黃色的香蕉及綠色的青椒，在不同的色光照射下會產生何種情況？ (A) 在綠色的光線

下，蘋果呈現橙黃色 (B) 在藍色的光線下，青椒仍呈現綠色 (C) 在黃色的光線下，香蕉仍呈現黃色 (D) 在紅色的

光線下，青椒呈現天藍色。 
8. (      ) 下列何者屬於收縮色？ (A) 藍色 (B) 紫色 (C) 紅色 (D) 白色。 
9. (      ) 下列有關色彩寒、暖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暖色會有前進的視覺效果，寒色會有後退的視覺效果 (B) 身

材肥胖者適宜穿著寒色系服飾 (C) 窄小的室內空間若使用暖色調傢俱，會使空間顯得較為開闊 (D) 使用寒色調作

為礦泉水飲料之包裝配色，容易讓人產生冰涼的視覺效果。 
10. (      ) 色彩三屬性：(A) 暖色系、寒色系、中間色 (B) 溫度、濕度、空間 (C) 色相、彩度、量感 (D) 色相、明度、

彩度。 
11. (      ) 季節性的商品，在色彩寒暖的取捨上，寒冬宜考慮使用哪一類色彩？ (A) 寒色系 (B) 暖色系 (C) 中性

色彩 (D) 無彩色。 
12. (      ) 下列何種顏色感覺較堅硬？ (A) 暗紅色 (B) 粉紅色 (C) 鵝黃色 (D) 淺藍色。 
13. (      ) 色彩的華麗與樸素，主要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 (A) 色相 (B) 明度 (C) 明視度 (D) 彩度。 
14. (      ) 有關色彩與光的原理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白色常帶有微量的其他色光，形成某種色感的白色 (B) 

經過太陽眼鏡看見的顏色是一種人造光源色 (C) 光譜是一個間續的色光帶，各色間相互漸變融合 (D) 日光是由各

種色光混合而成，若將光譜再分光，可見到其他微弱的色光組合。 
15. (      ) 在服裝領域相關職場色彩計畫之配色依據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心理機能？ (A) 輕重感 (B) 膨脹收縮 (C) 

色彩體系 (D) 沉靜。 
16. (      ) 下列何者最能象徵春天的色調？ (A) 灰色調 (B) 暗色調 (C) 鮮色調 (D) 淺、淡色調。 
 

皮膚生理學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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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皮脂  (C) 真皮、

表皮 (D) 汗水、污垢 
18. (      ) 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

的程度分，其排列如何？(A) (2)→(4)→(1)→(3) (B) (2)→(1)→(4)→(3) (C) (1)→(3)→(2)→(4)  (D)(1)→(3)→(4)→(2)。 
19. (      ) 指甲的營養經：(A) 指甲根 (B) 指甲體 (C) 指甲床 (D) 指甲尖 微血管之血液供應。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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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正常表皮的角質化週期時間大約?  (A) 2 週  (B) 4 週  (C) 2 個月  (D) 3 個月。 
22. (      ) 皮膚表皮層之結構由外而內，依次為：  (A) 角質層、顆粒層、有棘層、基底層  (B) 角質層、有棘層、顆

粒層、基底層  (C) 基底層、有棘層、顆粒層、角質層  (D) 基底層、顆粒層、有棘層、角質層。 
23. (      ) 皮膚表面的酸鹼值呈：  (A) 中性  (B) 鹼性  (C) 弱酸性  (D) 弱鹼性。 
24. (      ) 膚鬆弛性皺紋的發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  (A) 角質層  (B) 真皮層  (C) 有生命的表皮層  (D) 

皮下組織層。 
25. (      ) 汗腺及皮脂腺為：(A) 無導管腺體 (B) 內分泌腺 (C) 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26. (      ) 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 長形狀 (D) 鱗片狀。 
27. (      ) 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E  (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D) 

鯊烯(squalene)。 
28. (      )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 (C)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D) 指甲為人體皮膚的

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29. (      ) 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 (A) 黃色 (B) 淡粉紅色 (C) 深紅色 (D) 紫色。 
30. (      ) 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 潤滑皮膚 (B) 防止長「青春痘」 (C) 防止微生物繁殖 (D) 潤滑毛髮。 
31. (      ) 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排泄作用 (B) 呼吸作用 (C) 保護作用 (D) 分泌

作用。 
32. (      ) 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理功用？ (A) 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 防止刺目的強光刺激眼睛 (C) 防止昆蟲侵

入眼睛 (D) 增加眼部美麗。 
33. (      ) 表皮中具有不斷分裂能力的細胞在哪一層?  (A) 透明層  (B) 基底層  (C) 顆粒層  (D) 角質層。 

 
化妝品概論 
34. (      ) 依化妝品衛生管理條例之規定，化妝品分為： (A) 一般化妝品與含藥化妝品 (B) 化妝用與保養用 (C) 美容

用與醫療用 (D) 水性與油性。  
35. (      ) 在化妝品管理分類規定，一般化妝品在產品中可以不須標示?  (A) 全成分  (B) 出廠日期或批號 (C) 許可

證號 (D)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36. (      ) 何類型界面活性劑對皮膚之刺激性最低?  (A) 兩性型 (B) 非離子型 (C) 陰離子型 (D) 陽離子型。 
37. (      ) 化妝品中添加微脂粒 (Liposome) 的主要功用為 ：(A) 傳送有效成分之載體 (B) 防曬作用 (C) 隔離作用 (D) 

乳化作用。 
38. (      ) 關於不合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不含皂的意思，是使用全合成的界面活性劑為清潔成

分  (B) 不含皂配方就是中性或弱酸性  (C) 不含皂的沐浴乳原料，主要以去脂力強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為主 (D) 
新一代不含皂沐浴乳的配方是以天然植物為原料的界面活性劑。 

39. (      ) 下列何種維他命同時具有抗氧化及美白作用?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  (C) 維生素 B (D) 維生素 C。 
40. (      ) 防曬產品標示 SPF 30，表示?  (A)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倍 (B)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倍 (C)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黑的時間達 30 小時 (D) 可以延長皮膚被曬傷的時間達 30 小時。 
41. (      ) 以油脂經皂化所得到的皂基，再經精緻純化後，其酸鹼值應該呈：  (A) 酸性 (B) 中性 (C) 鹼性 (D) 不一

定，視情況而改變。 
42. (      ) 保護消費者權益，國內化妝品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環保署 (C)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D) 公平交易委員會。 
43. (      ) 防曬原料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其中物理性防曬的機制是?  (A) 完全反射紫外線  (B) 部分反射紫外線 (C) 

完全吸收紫外線 (D) 部分吸收紫外線。 
44. (      ) 關於全皂配方的沐浴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造過程中，可以加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來增加稠度  

(B) 全皂配方的沐浴乳，其實就是液體肥皂 (C) 皂化配方沐浴乳，呈現鹼性 (D) 全皂配方，是選擇 C12~C18 等不同

烷基鏈長的脂肪酸，透過加熱的方式與氫氧化鈉混合而皂化。 
45. (      ) 護膚保養品應該具備的功能?  (A) 清潔皮膚  (B) 保持皮膚水分平衡  (C) 維持皮膚正常新陳代謝的作用  

(D) 以上皆是。 
46. (      ) 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 程度的標準值為： (A) SPF 值 (B) PA 值 (C) UVI 值 (D) 以上皆是。 
47. (      ) 化粧品保存時宜放在： (A) 陰涼乾燥處 (B) 陽光直射處 (C) 冷凍庫 (D) 浴室中。 
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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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活性劑 (C) 荷

爾蒙 (D) 防腐劑。 
49. (      ) 哪一種油脂對皮膚的刺激性最大?  (A) 高純度的礦物油  (B) 高純度的植物油  (C) 高純度的合成酯  (D) 

高純度的動物油。 
50. (      ) 醣醛酸在保養品中的主要功效是： (A) 抗氧化 (B) 除皺 (C) 保濕 (D) 膚質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