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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4) 遛狗不清理狗的排泄物係違反哪⼀法規︖①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②空氣污染防
制法③⽔污染防治法 ④廢棄物清理法。
2. (1) 檢查有無脈搏，成⼈應摸①頸動脈②肱動脈③靜脈④股動脈。
3. (4) 冷燙之標準分區法，每區寬度應①長短無關②⼤於⼆倍③⼤於捲⼦長度④略⼩
於捲⼦長度。
4. (3) 不分區的燙髮有①標準燙②⾬傘燙③疊磚燙④扇形燙。
5. (3) 頭髮的髮⾊、強度及髮質主要原因為①⼼情②⽣活習慣③遺傳④飲食。
6. (4) ⽣髮⽔係屬①⼀般化粧品②含藥化粧品③⽇⽤品④藥品。
7. (2) 燙髮後，使⽤染髮劑應隔幾天進⾏① 1 天② 7 天③3 天④無限制。
8. (3) 因為⼯作本身需要⾼度專業技術及知識，所以在對客⼾服務時應①不⽤理會顧
客的意⾒②若價錢較 低，就敷衍了事③保持親切、真誠、客⼾至上的態度④以專業
機密為由，不⽤對客⼾說明及解釋。
9. (1) 若剪⼑削⼑不利，易造成頭髮①表⽪層剝離②纖維狀蛋⽩質受損③間充物質流
失④脫脂。
10. (2) 經常梳理頭⽪對⾎液循環有助益，也可使⽑髮①易分叉②促進⽣長③增加髮
量④易斷裂。
11. (4) 吹風機接近頭髮或壓著頭髮吹風，易造成頭髮①毫無關係②定型③變⾊④乾
燥與分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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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吹風時較不易吹出層次、線條的髮梳是①圓梳②排骨梳③ S 彎梳④九排梳。
14. (2) 構成⼈體的是①細胞、組織②細胞、組織、器官、系統③細胞④細胞、組
織、器官。
15. (4) 燙髮時每⼀髮束的髮尾處理必須①梯形②呈三角形③呈圓形④平均分散。
16. (2) 等量的紅⾊加等量的藍⾊變成①橙②紫③綠④褐。
17. (1) 燙髮還原劑會使頭髮①膨脹②收縮③放鬆④變亮。
18. (1)永久性染髮劑不包括①臘條型染劑②植物性染髮劑③滲透型染劑④礦物質染
劑。
19. (1) 頭部15 點中的E.P 就是①⽿點②⿈⾦點③中⼼點④頂部點。

15. (4) 燙髮時每⼀髮束的髮尾處理必須①梯形②呈三角形③呈圓形④平均分散。
16. (2) 等量的紅⾊加等量的藍⾊變成①橙②紫③綠④褐。
17. (1) 燙髮還原劑會使頭髮①膨脹②收縮③放鬆④變亮。
18. (1)永久性染髮劑不包括①臘條型染劑②植物性染髮劑③滲透型染劑④礦物質染
劑。
19. (1) 頭部15 點中的E.P 就是①⽿點②⿈⾦點③中⼼點④頂部點。
20. (2) ⽩染⿊的染髮操作順序是①由內往外②由上往下③由下往上④由外往內。
21. (4) 檢舉⼈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貪污瀆職，必須於何時為之始可能給
與獎⾦︖①犯罪未起訴 前②預備犯罪前③犯罪未遂前④犯罪未發覺前。
22. (1) ⼯作⼈員如⽪膚有傷⼜，以下敘述何者正確①傷⼜應消毒及包紮②不會增加
本身被傳染的危險③仍 可照常⼯作④不必避免傷⼜直接接觸顧客⽪膚。
23. (2) 染髮①3 天後②7 天後③⾺上④5 天後 ⽅可進⾏冷燙。
24. (1) 化粧品應置於①適溫②強光③較低溫④較⾼溫 的地⽅，以防⽌變質。
25. (3) 沖⽔時應以①指尖②⼿⼼③指腹④⼿⼑ 做Ｎ型摩擦。
26. (3) ①內部②後頭部③前頭部④頸背部 的⽑髮，易受外界影響⽽受損。
27. (2) ⽪膚對於冷熱碰觸有所反應，因為它有①汗腺及油脂②神經③淋巴液④⾎
液。
28. (1) 利⽤豬隻的排泄物當燃料發電，是屬於下列那⼀種能源︖①⽣質能②核能③
太陽能④地熱能。
29. (1) 成⼈⼼肺復甦術中的胸外按壓應兩臂垂直⽤⼒往下壓①4 ~5 公分②9~1 0 公分
③1~ 2 公分④7~8 公 分。
30. (4) ⽪膚組織中沒有⾎管分佈的是①上⽪②真⽪③⽪下組織④表⽪。
31. (4) 使⽤吹風機時，必須與頭髮①靠近髮根處②靠近髮尾處③越靠近越好④保持
適當距離。
32. (4) 以電流開關控制或裝上電池的剪髮⼯具是①打薄剪⼑②推剪⼑③剪⼑④電
剪。
33. (1) 冷凍食品該如何讓它退冰，才是既「節能」又「省⽔」︖①烹煮前盡早拿出
來放置退冰②直接⽤⽔ 沖食物強迫退冰③⽤熱⽔浸泡，每5 分鐘更換⼀次④使⽤微
波爐解凍快速又⽅便。
34. (4) 上電熱捲前應先將頭髮①吹7～8 分乾②噴濕③吹半乾④完全吹乾。
35. (4) 洗髮時至少要打①⼀次②三次③四次④⼆次 泡沫。
36. (4) 各產業中耗能佔比最⼤的產業為①農林漁牧業②服務業③公⽤事業④能源密
集產業。
37. (3) 選擇洗髮劑的⾸要條件為①價格②名牌③適合髮質④⾹味。

34. (4) 上電熱捲前應先將頭髮①吹7～8 分乾②噴濕③吹半乾④完全吹乾。
35. (4) 洗髮時至少要打①⼀次②三次③四次④⼆次 泡沫。
36. (4) 各產業中耗能佔比最⼤的產業為①農林漁牧業②服務業③公⽤事業④能源密
集產業。
37. (3) 選擇洗髮劑的⾸要條件為①價格②名牌③適合髮質④⾹味。
38. (3) 染髮時取髮⽚寬度⼤約①1 公分②15 公分③5 公分④10 公分。
39. (4) 如果⾺桶有不正常的漏⽔問題，下列何者處理⽅式是錯誤的︖①滴幾滴食⽤
⾊素到⽔箱裡，檢查有 無有⾊⽔流進⾺桶，代表可能有漏⽔②通知⽔電⾏或檢修⼈
員來檢修，徹底根絕漏⽔問題③⽴刻檢 查⾺桶⽔箱零件有無鬆脫，並確認有無漏⽔
④因為⾺桶還能正常使⽤，所以不⽤著急，等到不能⽤ 時再報修即可。
40. (4) 剪⽔平齊長的髮型時，拉髮⽚的角度是①90 °②45 ° ③13 5 °④0°。
41. (2) 改變髮⾊，使其產⽣淡⾊⾸先頭髮必須①軟化②漂淡③中和④護髮。
42. (2) 下列何者非屬電氣災害類型︖①電氣⽕災②雷電閃爍③靜電危害④電弧灼
傷。
43. (1)⼯作場所整潔，以下敘述何者錯誤：①整潔與衛⽣無關②應包括空氣品質維護
③可增進從業⼈員及 顧客健康④可減少蒼蠅、蚊⼦孳⽣。
44. (2) 燙髮時，當上完氧化劑後①依客⼈的意思②不須戴浴帽③須戴上浴帽④依髮
型⽽定。
45. (1) 直吹內彎髮型時，分區髮⽚要挑①⽔平線②弧線③曲線④斜線。
46. (4) ⼩禎離開異鄉就業，來到⼩明的公司上班，⼩明是當地的⼈，他應該：①⼩
禎非當地⼈，應該不容 易相處，不要有太多接觸②不關他的事，⾃⼰管好就好③⼩
禎是同單位的⼈，是個競爭對⼿，應該 多加防範④多關⼼⼩禎的⽣活適應情況，如
有困難加以協助。
47. (4) 保養頭髮的機具是①烘乾機②吊式吹風③⼿持吹風機④蒸氣護髮機。
48. (2) 下列何種⽅式沒有辦法降低洗衣機之使⽤⽔量，所以不建議採⽤︖①選擇有
⾃動調節⽔量的洗衣 機，洗衣清洗前先脫⽔1 次②兩、三件衣服也丟洗衣機洗③使
⽤低⽔位清洗④選擇快洗⾏程。
49. (1) 頭⽪上的⽑髮屬①長⽑髮②絨⽑③纖⽑髮④短⽑髮。
50.(4)判斷捲髮的波浪效果是①直線型②多角型③三角型④ S 型。
51. (2) 頭部15 點中的C.P 就是①後部點②中⼼點③⽿點④⿈⾦點。
52. (4) 對於分叉髮宜先⾏①整髮②吹髮③染髮④剪髮 再進⾏燙髮，以免使頭髮呈乾
燥現象。
53. (4) 對受傷部位較⼤，且肢體粗細不等時，應⽤①托臂法②八字形包紮法③環狀
包紮法④螺旋形包紮法 來包紮。
54. (1) 使⽤髮膠是為了①固定持久②柔軟髮質③保養頭髮④增加光澤。

51. (2) 頭部15 點中的C.P 就是①後部點②中⼼點③⽿點④⿈⾦點。
52. (4) 對於分叉髮宜先⾏①整髮②吹髮③染髮④剪髮 再進⾏燙髮，以免使頭髮呈乾
燥現象。
53. (4) 對受傷部位較⼤，且肢體粗細不等時，應⽤①托臂法②八字形包紮法③環狀
包紮法④螺旋形包紮法 來包紮。
54. (1) 使⽤髮膠是為了①固定持久②柔軟髮質③保養頭髮④增加光澤。
55. (3) ⽑髮直徑在60 毫⽶以下是屬於①多孔性髮②粗髮③細髮④⼀般髮。
56. (4) 勞⼯發⽣死亡職業災害時，雇主應經以下何單位之許可，⽅得移動或破壞現
場︖①調解委員會②保 險公司③法律輔助機構④勞動檢查機構。
57. (1) 在⽣物鏈越上端的物種其體內累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 濃度將越⾼，危
害性也將越⼤，這是說 明POPs 具有下列何種特性︖①⽣物累積性②持久性③半揮
發性④⾼毒性。
58. (2) 肌⾁的中央部分膨⼤，⽽⼆端漸細，其中央部分稱為①肌尾②肌腹③肌腱④
肌頭。
59. (3) 噴霧型染劑是屬於①永久性染劑②半永久性染劑③暫時性染劑④植物性染
劑。
60. (1) 勞⼯服務對象若屬特殊⾼風險族群，如酗酒、藥癮、⼼理疾患或家暴者，則
此勞⼯較易遭受下列何 種危害︖①身體或⼼理不法侵害②⽩指症③中樞神經系統退
化④聽⼒損失。
61. (4) ⽑髮的主要成分是①重⾦屬②碳⽔化合物③脂肪④蛋⽩質。
62. (3) 最不恰當的洗髮⽅式是①按摩洗②指腹洗③圓⽖器刷洗④搓洗。
63. (1) 染髮⽤圍⼱宜選⽤①深⾊②花⾊③⽩⾊④淺⾊。
64. (4) 吹風時髮型的蓬鬆度與所持梳⼦的①⼤⼩②品質好壞③長短④角度 有密切的
關係。
65. (1) 頭部七條基準線中，左頸側點連至右頸側點的是①後頸線②頸側線③臉際線
④側頭線。
66. (2) ⽑髮⽣長速率平均每天約①0.1～0.2 毫⽶②0.2 ～0.5 毫⽶③0.9～1.2 毫⽶④0.6
～0.8 毫⽶。
67. (3) 雙⼿的那個部位最容易藏納污垢①⼿腕②⼿⼼③⼿指④⼿掌。
68. (1) 應有許可字號之化粧品為①染髮劑②髮蠟③美髮⽔④剃鬍膏。
69. (4) 如何預防登⾰熱，下列何者錯誤︖①疑似患者如發燒、骨頭痛、頭痛等應儘
速送醫、隔離治療②定 期更換萬年青之花瓶之⽔，避免蚊⼦孳⽣③清潔屋內外積⽔
容器④天天噴殺蟲劑。
70. (2) 頭部外傷的患者應該採①抬⾼下肢②抬⾼頭部③復甦姿勢④仰臥姿勢。
71. (3) 酸⾬對⼟壤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①⼟壤礦化②⼟壤更肥沃③⼟
壤中的重⾦屬釋出④⼟壤液化。

68. (1) 應有許可字號之化粧品為①染髮劑②髮蠟③美髮⽔④剃鬍膏。
69. (4) 如何預防登⾰熱，下列何者錯誤︖①疑似患者如發燒、骨頭痛、頭痛等應儘
速送醫、隔離治療②定 期更換萬年青之花瓶之⽔，避免蚊⼦孳⽣③清潔屋內外積⽔
容器④天天噴殺蟲劑。
70. (2) 頭部外傷的患者應該採①抬⾼下肢②抬⾼頭部③復甦姿勢④仰臥姿勢。
71. (3) 酸⾬對⼟壤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①⼟壤礦化②⼟壤更肥沃③⼟
壤中的重⾦屬釋出④⼟壤液化。
72. (2) 容易產⽣油垢的頭髮屬①酸性②油性③中性④乾性。
73. (2) 染髮前，過度損傷之頭髮需要①事先潤絲②事先護髮③事先漂淡④事先以紫
外線照射。
74. (1)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屬不定期契約︖①有繼續性的⼯作②季節性的
⼯作③特定性的⼯作④ 臨時性或短期性的⼯作。
75. (1) 梅毒不會經由下列何種途徑傳染①空氣傳染②⾎液傳染③性⾏為④母⼦垂直
傳染。
76. (4) 把頭髮往右拉⽔平剪的髮型會呈現①上短下長②上長下短③左短右長④左長
右短。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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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建議親朋好友將產品折扣，折扣部 分歸於⾃⼰，就會採購③適時地婉拒，說明
利益需要迴避的考量，請他們⾒諒④既然是親朋好友， 就應該互相幫忙。
78. (3) 雙⼿最容易帶菌，從業⼈員要經常洗⼿，尤其是①⼯作前，⼤⼩便前②⼯作
後，⼤⼩便後③⼯作前 後，⼤⼩便後④⼯作前，⼤⼩便後。
79. (1) 登⾰熱之病原體有①四型②⼀型③三型④⼆型。
80. (2) ⽪膚最外的保護層稱為①⽪下組織②表⽪③脂肪組織④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