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家政概論(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1.

1908 年當選為美國家政學會第一屆會長的是：
(A)安德烈先生(Mr. Benjamin Andrew)

(B)李查士夫人(Mrs. Ellen H. Richards)

(C)卡特夫人(Mrs. Rosalynn Carter)

(D)雷根夫人(Mrs. Nancy Reagan)。

2. 下列有關家政教育未來發展趨勢的敘述，何者錯誤？
(A)著重以「事物」為主、以「人」為輔的發展
(B)強調男女共同分擔家務，提升生活品質
(C)重視家人與婚姻關係，增進家庭美滿
(D)為「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教育。
3. 公司新進職員美芳與課長、總經理及董事長四人一同出差，搭乘由司機駕駛的計
程車，則美芳應坐在哪個位置，較符合禮儀原則？
(A)後座左側

(B)前座右側

(C)後座右側

(D)後座中央。

4. 建明的新公司開幕，準備以西式餐飲宴請親朋好友，關於宴會的禮儀，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邀請函應於宴會前三天寄發
(B)吃主菜用的叉子應放在餐盤左側
(C)喝湯用的湯匙應放在餐盤右側
(D)主人右方席次為上席，應請貴賓入席。
5. 下列各種照明方式，何者光質柔和、照度均勻、不會產生陰影，且光線照射效率
為直接照明的一半？
(B)
(A)

(C)

(D)

6. 下列有關用電安全的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A)修理電器前先關閉電源
(B)不使用銅絲代替保險絲
(C)不同時將多種電器插置於同一插座上
(D)使用中的延長電線及電插頭放置在地毯下。
7. 家事工作簡化(work simplification)的四要件包含：速、簡、實、儉，其中「簡」
代表何種意義？
(A)時間的節省

(B)金錢的節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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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物料的節儉。

8.

下列有關保險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人壽保險具有家庭儲蓄的功能
(B)保險人有義務按時繳納保費
(C)住院醫療保險是一種人身保險
(D)當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享有賠償請求權。

9. 下列哪些行為能實質達成環保 5R 中垃圾減量(reduce)之原則？(1)自備購物袋；
(2)辦公室綠化；(3)使用電子公文；(4)印製環保宣傳單；(5)使用布質尿布。
(A)(1)(2)(3)
10.

(B)(1)(3)(4)

(C)(1)(3)(5)

(D)(2)(4)(5)。

下列有關高齡者保健常識的敘述，何者正確？(1)維持社交活動，可預防老人癡呆
症；(2)溫度感覺較遲鈍，洗澡時應先放熱水，再放冷水；(3)味覺功能降低，飲
食中應提高鹽、醬油等調味料的用量；(4)腸胃蠕動較慢，宜少量多餐；(5)預防
高血壓、糖尿病應採低脂、高纖飲食。
(A)(1)(3)(5)

11.

(B)(1)(4)(5)

(C)(2)(3)(4)

(D)(2)(3)(5)。

70 歲的張爺爺退休後，擔任生命線志工，張爺爺的工作最能發揮高齡者人力資源
的哪項功能？

12.

(A)減輕保險與醫療費

(B)增加經濟收入

(C)發揮智慧，肯定個人價值

(D)增加職場安定。

下列有關幼兒動作發展的順序，何者正確？(1)跑步；(2)獨坐；(3)翻身；(4)扶物
站立；(5)獨自行走。

13.

(A)(2)→(3)→(4)→(5)→(1)

(B)(3)→(2)→(4)→(5)→(1)

(C)(3)→(4)→(2)→(5)→(1)

(D)(3)→(5)→(2)→(4)→(1)。

下列有關幼兒牙齒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1)幼兒乳牙有 20 顆；(2)第一顆乳牙
約在 11～12 個月長出；(3)恆齒在 6～7 歲開始長出；(4)恆齒約在 10 歲時替換完
成；(5)最早長出來的恆齒為第一大臼齒。
(A)(1)(2)(4)

14.

15.

16.

(B)(1)(3)(5)

(C)(2)(3)(5)

(D)(2)(4)(5)。

下列有關幼兒語言的輔導方式，何者不適當？
(A)提供合宜的故事 CD 給幼兒聆聽

(B)鼓勵幼兒與玩伴說話

(C)親子共讀兒童繪本

(D)鼓勵幼兒以手勢動作代替說話。

下列有關幼兒情緒發展的輔導方式，何者不適當？
(A)模仿幼兒不當行為來告誡幼兒

(B)避免不必要的暗示與恐嚇

(C)提供幼兒遊戲活動機會

(D)注意幼兒生理、心理的平穩與健康。

下列何者為家政推廣教育最基層的執行推廣單位？
(A)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B)農業改良場

(C)各縣市社教館

(D)縣市鄉鎮之農、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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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俊表是一位身體健康的成年人，每日所需的熱量約 2400 大卡，則在其所需的總
熱量中，由脂肪提供之部份，最多宜以多少大卡為上限？
(A)1500 大卡

18.

(B)1200 大卡

(C)960 大卡

(D)720 大卡。

下列有關豆類食品在特殊營養與疾病飲食上的運用，何者錯誤？
(A)素食者可藉由食用豆類食品補充身體所需的蛋白質
(B)婦女可藉由食用豆類食品改善更年期的不適症狀
(C)痛風患者於急性發病期應避免食用豆類食品以免病情加劇
(D)消化性潰瘍患者可藉由食用豆類食品減少消化系統的負擔。

19.

某校甄選身高 180 公分以上，且具有健康體位(18.5≦BMI＜24)之同學加入籃球
校隊，下列四位同學，哪位最符合甄選資格？
甲同學：身高 180 公分，體重 90 公斤
乙同學：身高 182 公分，體重 59 公斤
丙同學：身高 185 公分，體重 80 公斤
丁同學：身高 190 公分，體重 90 公斤
(A)甲同學

20.

(B)乙同學

(C)丙同學

(D)丁同學。

正常皮膚(normal skin)的角質細胞進行新陳代謝，從基底層開始分化至角質層完
全脫落為止，需幾天的時間？
(A)24 至 28 天

21.

(B)32 至 36 天

(C)38 至 42 天

(D)43 至 46 天。

燙髮時，毛髮組織中何種「鏈鍵」在接觸冷燙藥劑後會被切斷重組，以達毛髮定
型波紋之原理？

22.

(A)鹽鍵

(B)二硫化物鍵(雙硫鍵)

(C)氫鍵

(D)氨基鍵。

下列何種芳香化妝品，其香味維持的時間最長？
(A)花露水

23.

(B)古龍水

(C)香精

(D)香水。

心怡在百貨公司買了一條純蠶絲被，想測試成分的真偽，她抽取了部份纖維用燃
燒鑑別法試驗，結果真品應該具有何種氣味？
(A)毛髮燃燒味

24.

(B)紙燃燒味

(C)醋味

下列對各種織物洗濯方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A)清洗有色麻織品時，可於水中加點鹽，以保色澤
(B)清洗嫘縈織品時，不可大力搓洗，以防破損
(C)清洗印花織品時，應使用冷水，以防褪色
(D)清洗羊毛織品後，應平放於太陽下晾曬，以防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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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芹菜味。

25.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所公告「服飾標示基準」的規定，圖(1)之洗標圖案所代表的意
義為何？
(A)可低速乾洗
(B)可低速脫水
(C)可用機器烘乾，最高溫度不超過 60℃
(D)可用低溫熨燙，最高溫度不超過 140℃。

圖(1)

第二部份：家庭教育(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26.

下列有關臺灣當前家庭面貌變遷的敘述，何者正確？(1)初婚率和粗結婚率下降，
顯示結婚意願有降低趨勢；(2)幼年人口扶養比降低，顯示每對夫妻老年擁有可經
濟奉養的平均子女數降低；(3)跨國聯姻降低，顯示家庭成員多元性有降低趨勢；
(4)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降低，顯示女性負擔經濟的比重降低。
(A)(1)(2)

27.

(B)(1)(3)

(C)(2)(4)

(D)(3)(4)。

下列有關學習型家庭特徵的敘述，何者正確？(1)家長意見最大，家人不可自由的
發表看法；(2)強調全家人學習的積極態度和參與行動；(3)重視家人間的支持、
分享與互動式的學習；(4)僅限於孩子個人的學習。
(A)(1)(2)

28.

(B)(2)(3)

(C)(2)(4)

(D)(3)(4)。

就法律觀點，下列有關子女職責的敘述，何者錯誤？
(A)假設子女自己無謀生能力，扶養的義務只能減輕不能免除
(B)父母與子女為直系血親，親屬間相互負扶養義務
(C)若父母本身還有謀生能力，成年子女可以免除扶養義務
(D)扶養方法由當事人協議訂定，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訂定。

29.

下列有關性騷擾的敘述，何者錯誤？
(A)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保護當事人之隱私
(B)每個人都有權利拒絕讓自己感覺不舒服的言行
(C)語言上帶有性別歧視、侮辱或肢體觸碰別人的身體，這不算是性騷擾
(D)寄送不當的色情圖片、文章等，造成使人感受被冒犯，影響正常生活，即為
性騷擾。

30.

下列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之敘述，何者正確？(1)長輩、父母、手足不可能對家人
進行性侵害；(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立法目的是為保護被害人權益；(3)加害人一
定都是男性；(4)性侵害的發生常伴隨肢體暴力、生命威脅、職權威脅等。
(A)(1)(2)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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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

31.

下列有關隔代家庭教養優勢的敘述，何者正確？(1)協助照顧孫子女，增加父母職
責與經濟負擔；(2)建立起親密的祖孫情感及子女良好的互動關係；(3)重新建立
起新生命價值觀，增添生活的樂趣；(4)較多時間陪伴孫子女，給予孫子女較多安
全感。
(A)(1)(2)(4)

32.

(B)(2)(3)(4)

(C)(1)(2)(3)

(D)(1)(3)(4)。

下列有關特殊兒童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般特殊兒童可簡略分為身心障礙和資賦優異兩大類
(B)家庭不是特殊兒童最重要的心理支持來源，需完全靠政府資源
(C)特殊兒童家庭只有兒童本身及其父母會帶來衝擊與壓力，其他成員不受影響
(D)組織特殊兒童父母團體只為爭取權益，無法提供情緒支持。

33.

下列對同性戀成因的觀點中，認為與「伊底帕斯」(Oedipus)戀母情結的不完全過
渡有關，是屬於下列何種觀點？
(A)心理分析論

34.

(B)荷爾蒙異常

(C)交互論

(D)環境隔絕導致。

下列有關家庭教育在推展時應考慮重點的敘述，何者正確？
(A)推展應考慮不同群體的多元性
(B)針對不同對象，教法及內容要統一
(C)推展內容及方式不需考慮家庭成員的年齡
(D)成為父母後才須接受家庭教育課程。

35.

下列有關家庭教育內容與實施的敘述，何者錯誤？
(A)家庭教育是一種終身教育
(B)親子共學屬於家庭教育的內容
(C)子女的生活教育、人格教育屬於子職教育的內容
(D)家庭教育實施有固定模式及範圍，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36.

媽媽嘮叨孩子去整理房間，一旦孩子把房間整理乾淨，媽媽嘮叨便停止了，這是
屬於改變行為的何種技巧？
(A)正增強法

37.

(B)負增強法

(C)示範法

(D)代幣法。

我國訂定家庭教育法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使全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有清楚的工作方向及定位
(B)因應社會變化及家庭成員的不同需求
(C)因其他國家已訂定家庭教育法，而我國仿效其他國家設立此法條
(D)推展家庭教育工作需要有合適法令做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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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有關異國婚姻家庭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臺灣籍的男士與印尼籍的女士結婚所生下的小孩，稱為新臺灣之子
(B)臺灣籍的男士與中國籍的女士結婚，即為跨國婚姻
(C)異國婚姻不一定透過仲介管道
(D)美國籍的男士與臺灣籍女士結婚，男士仍保有美國籍，也能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

39.

17 歲阿豪的父親入監服刑，他與母親共同生活，此種家庭稱為什麼？
(A)單親家庭

40.

(B)重組家庭

(C)候鳥家庭

(D)頂客家庭。

有關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狩獵社會→群居社會→農業社會→工商業社會→知識經濟社會
(B)群居社會→農業社會→狩獵社會→工商業社會→知識經濟社會
(C)群居社會→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商業社會→知識經濟社會
(D)農業社會→狩獵社會→群居社會→知識經濟社會→工商業社會。

41.

下列有關家庭教育實施的敘述，何者錯誤？
(A)家庭教育對象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等其他成員
(B)家庭必需品的採購屬於家庭資源管理教育
(C)家庭教育推廣場所不限於家庭
(D)家庭內的實施方式，由上而下是唯一恰當的方式。

42.

下列有關近年來臺灣社會中合法家庭型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由主幹家庭居多轉變為複式家庭居多
(B)由父子軸家庭轉變為母子軸家庭
(C)同性家庭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D)單親家庭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43.

下列有關當今臺灣社會的婚姻議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離婚人口中以結婚滿 20～29 年者最多
(B)結婚必須有公開儀式及 2 位證人
(C)初婚的年齡逐年提高
(D)男性未滿 20 歲、女性未滿 18 歲不得結婚。

44.

下列有關婚姻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婚姻教育就是婚姻治療
(B)幸福快樂的夫妻並不需要接受婚姻教育
(C)婚姻教育的內涵包括夫妻財產制的認識
(D)婚姻教育是指新婚夫妻才需要接受的教育。

45.

教育部於 2010 年的幾月份倡導「孝親家庭月」？
(A)3 月

(B)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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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月。

46.

下列有關家庭倫理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以同住家人為限，並以增進家人關係為目標的教育活動
(B)是強調且教導子女瞭解「天下無不是父母」的教育
(C)是以因血緣關係所形成的家人為教育對象
(D)是強調家人間互惠的家庭倫理教育。

47.

下列有關家庭發展階段及其任務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家庭發展過程不一定依著建立、擴展、收縮期的順序發展
(B)家庭收縮期是從最後一個子女成家、且搬離開原生家庭起算
(C)第一個子女出生是初為父母階段，最需要關注的事情為子女的學業
(D)不同家庭成員所組合的家庭，其家庭發展歷程的每一階段，時間長短相同。

48.

以家庭生命週期八階段的家庭發展為前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家庭發展的第三階段是指第一個子女已上小學的階段
(B)家庭發展的第五階段是指第一個子女入國高中的青少年階段
(C)家庭發展的第六階段是指所有子女都已成家且搬離原生家庭階段
(D)家庭發展的第八階段是指年老夫妻一定有孫子女成為祖父母的階段。

49.

下列有關臺灣社會繼親家庭的敘述，何者正確？
(A)近 15 年來的離婚率比 15 年前逐漸提高，所以近年來的繼親家庭數量逐漸減
少
(B)繼親家庭是指結婚的男女雙方都一定是各自擁有前次婚姻者
(C)有孩子的離婚母親與一位單身男子結婚，並不是繼親家庭
(D)繼手足是指繼親家庭中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

50.

依據臺灣現行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並非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團體
(B)婚前家庭教育內容並不包含解決婚姻及家庭問題之能力
(C)各種不同的對象都適用同一種婚前教育課程教材
(D)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應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
輔導之課程給其家長或監護人。

【解答】
1.(B)
11.(C)
21.(B)
31.(B)
41.(D)

2.(A)
12.(B)
22.(C)
32.(A)
42.(D)

3.(B)
13.(B)
23.(A)
33.(A)
43.(C)

4.(A)
14.(D)
24.(D)
34.(A)
44.(C)

5.(C)
15.(A)
25.(C)
35.(D)
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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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16.(D)
26.(A)
36.(B)
46.(D)

7.(C)
17.(D)
27.(B)
37.(C)
47.(A)

創新研發

8.(B)
18.(D)
28.(C)
38.(D)
48.(B)

9.(C)
19.(C)
29.(C)
39.(A)
49.(D)

10.(B)
20.(A)
30.(C)
40.(C)
50.(D)

100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專業(一) 試題詳解
1.(B)
11.(C)
21.(B)
31.(B)
41.(D)
1.

2.(A)
12.(B)
22.(C)
32.(A)
42.(D)

3.(B)
13.(B)
23.(A)
33.(A)
43.(C)

4.(A)
14.(D)
24.(D)
34.(A)
44.(C)

5.(C)
15.(A)
25.(C)
35.(D)
45.(B)

6.(D)
16.(D)
26.(A)
36.(B)
46.(D)

7.(C)
17.(D)
27.(B)
37.(C)
47.(A)

8.(B)
18.(D)
28.(C)
38.(D)
48.(B)

9.(C)
19.(C)
29.(C)
39.(A)
49.(D)

10.(B)
20.(A)
30.(C)
40.(C)
50.(D)

李查士夫人為美國家政學會第一屆會長，安德烈先生為副會長。

2. (A)家政教育未來發展趨勢，著重以「人」為主，以「事物」為輔。
3. 美芳是新進職員，是四人中輩份最小，所以應坐在駕駛旁邊，為前座右側。
4. (A)西式宴客的邀請函應於宴會前 1 星期寄發。
5. (C)屬間接照明，適臥室。
6.

(B)禁止使用銅絲、鐵絲代替保險絲；(D)勿將延長線或插頭置於地毯下或走道上。

7. 「簡」代表精力的節省，消耗最少的精力，不致過分的疲勞，能輕鬆地完成工作。
8.

(B)要保人即投保人，有義務須按時繳納保費。

9. (1)自備購物袋；(3)使用電子公文；(5)使用布質尿布皆符合「5R」垃圾減量之原
則。
10.

(2)洗澡時應先放冷水，再放熱水，以避免燙傷；(3)飲食中降低醬油、鹽的攝取
量。

11.

輔導性服務志工，能發揮高齡者的智慧及肯定個人價值。

12.

臥著→抬頭→翻身→獨坐→爬→扶物站立→獨自行走→跑步。

13.

(2)第一顆乳牙大約在出生後 6 個月左右長出；(4)恆齒約在 12 歲時替換完成。

14.

(D)鼓勵以語言代替手勢動作。

16.

農、漁會的推廣課為家政教育最基層的執行推廣單位。

17.

2400×20%～30%＝480～720
(脂肪占總熱量 20%～30%)

18.

(D)消化性潰瘍患者可藉溫和飲食減少消化系統負擔。

19.

甲同學 22×1.82＝71.28≒71kg

丙同學 22×1.852＝75.295≒75kg

乙同學 22×1.822＝72.8728≒73kg

丁同學 22×1.92＝79.42≒79kg

最符合的是丙同學。
20.

角質細胞由基底層開始分化到角質層至完全脫落需約 24～28 天，稱為皮膚新陳
代謝一週期。

21.

雙硫鍵關係頭髮硬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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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精屬濃縮香水，香味持續 8～12 小時。

23.

蠶絲屬動物纖維，為蛋白質纖維。燃燒與毛髮同，因同屬蛋白質纖維。

24.

(D)毛織品不可直接曬太陽。

25.

屬烘乾標示圖。

26.

(4)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降低，顯示女性負擔經濟比重升高。

27.

學習型家庭強調全家人的學習、共同分享，全家人皆處於平等學習角色。

28.

(C)子女有扶養父母的義務。

29.

(C)言語上的侮辱或肢體碰觸，屬性騷擾。

30.

性侵害犯罪防治不限定對象。

31.

(1)子女互動關係不良。

33.

因早期孩童的戀父戀母情節所留下來的因素屬心理動力因素。

34.

(B)針對不同對象、教法及內容需要彈性；(C)推展內容及方式要滿足不同年齡；
(D)是全體家人的教育。

35.

(D)家庭教育的實施沒有固模式及範圍。

36.

為免於受制裁或痛苦的威脅，而增強了目標行為，做出合格行為是為了脫離厭惡
及令人困苦的情境是為負增強技巧 。

37.

(C)家庭教育法是全世界第一，有法律依循的一部教育法案。

38.

(D)美國籍男士須放棄美國籍，才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39.

母親＋未婚子女＝單親家庭。

41.

(D)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平行地位三種方式交互進行。

42.

(D)近年臺灣單親家庭有逐增加的趨勢。

43.

(A)離婚人口的大宗落在四十幾歲的年齡層；(B)結婚 97 年改採登記制；(D)男未
滿十八歲者，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44.

(A)婚姻治療是解決婚姻中的問題；(D)婚姻教育學習是婚前到婚後不斷的學習。

45.

教育部自 99 年起將每年 5 月訂定為「孝親家庭月」
，倡導「父母慈、子女孝」的
孝道思維，以喚起國人重視行孝、表現孝意的傳統美德，並展現出符應現代社會
生活的具體孝親行動。

47.

(B)家庭收縮期是第一個子女成家離家算起為始；(C)初為父母最重視親職教育；
(D)每個家庭發展速度不同。

48.

(A)家庭發展的第四階段是指第一個子女上小學；(C)家庭發展的第六階段是指第
一個到最後子女離家或成家的階段；(D)家庭發展的第八階段是指退休到死亡階
段。

49.

(A)繼親家庭逐年增加。(B)(C)繼親家庭是指再婚的對象或許是一位單身，或是單
身但結過婚，也可能是另一個家庭。

50.

(A)大眾傳播機構可為推展家庭教育的機構；(B)婚前家庭教育內容包括解決婚姻
及家庭問題的能力；(C)婚前教育課程教材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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