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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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衣物洗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洗劑的濃度越高，洗淨力越強  

(B)亞麻衣服宜採用弱鹼性的洗劑清洗  

(C)動物纖維的衣物以高溫洗滌，洗淨力最佳  

(D)衣物重量與水量的最佳浴比值是 1：40。 

 2. 小甄穿了一件黃橙色洋裝，若欲以補色的胸花作重點裝飾，她應該選擇何種顏

色？ 

(A)紅紫 (B)紅橙 (C)藍綠 (D)藍紫。 

 3. 下列何種合成纖維質輕柔軟又耐磨，但經陽光曝曬過久則易造成黃化現象？ 

(A)聚酯纖維 (B)三醋酸纖維 (C)聚醯胺纖維 (D)聚丙烯腈纖維。 

 4. 老陳是個高血壓的糖尿病患者，下列何者是老陳最佳的食物選擇？ 

(A)黃豆糙米飯、清蒸鯧魚 (B)豆腐乳、砂糖松子仁粥  

(C)紅燒豬蹄、蓮蓉蛋黃酥 (D)炸豬排飯、冰糖燕窩。 

 5. 下列何種維生素的功能與蛋白質的代謝有關，亦可預防婦女懷孕初期嘔吐現象的

發生？ 

(A)B1 (B)B2 (C)B6 (D)B12。 

 6. 調製火鍋沾醬時，常添加生雞蛋調和，若雞蛋不新鮮，容易引起何種細菌性食物

中毒？ 

(A)腸炎弧菌  (B)沙門氏菌  

(C)肉毒桿菌  (D)金黃色葡萄球菌。 

 7. 小嬛看電視學做菜，學得一手好廚藝，她的學習方式是運用哪一種教學法？ 

(A)個別教學法 (B)團體教學法 (C)合作教學法 (D)群眾教學法。 

 8. 有關食材儲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防止胚芽米發生酸敗現象，宜存放於冰箱冷藏層  

(B)為防止馬鈴薯過早發芽，應於高溫環境中存放  

(C)預計一週內要食用的肉類，可存放於冰箱冷藏層  

(D)魚丸不應存放於冰箱冷凍層，以免破壞質地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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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關於「家政」歷史，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1899年在美國柏拉賽特湖(Lake Placid)的會議中，首次確定名稱為 Home  

 Economics  

(B)1950 年美國家政學會正式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李查士夫人  

(C)1953 年臺灣於當時的「實踐家政專科學校」首先設立「家政系」  

(D)1980 年代起，臺灣各大專院校的家政系紛紛開始更名。 

10. 關於新生兒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通常出生 3、4天後，體重可增加 5～10 %  

(B)全身有 300 塊骨骼  

(C)帄均體重約為 4200公克  

(D)帄均體重上，男嬰比女嬰重一些。 

11. 根據史登(Stern)對嬰帅兒語言發展的研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歲以前是「單字句期」 (B)1 至 1歲半是「雙字句期」  

(C)1 歲半至 2歲時喜歡使用「電報句」 (D)2 至 2歲半是「好問期」。 

12. 關於高齡者認知能力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歸納、空間推理能力下降 (B)無法學習新的知能  

(C)短期記憶不受影響 (D)長期記憶能力變差。 

13. 對於親友間禮品或禮金往來的落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送人遠行可用「遷移之敬」 (B)賀人生女可用「弄瓦之喜」  

(C)喪禮可用「奠儀」、「贐儀」 (D)慶賀搬新家可用「香儀」。 

14. 近年老年人口的各種精神疾病中，下列何者盛行率最高？ 

(A)老年失智症 (B)憂鬱症 (C)阿茲海默症 (D)帕金森氏症。 

15. 關於地球環境變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雨水的 pH值大於 5.6時可稱為酸雨  

(B)溫室效應是因為海帄面上升所造成  

(C)臭氧層可吸收一氧化碳，因此具有保護大氣層的作用  

(D)酸雨的形成與人類大量使用石油、煤等燃料有關。 

16. 關於腸病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潛伏期大約 2至 10天 (B)通常發病後 1週內傳染力最高  

(C)典型症狀為腹痛及腹瀉 (D)臺灣因處亞熱帶，全年都可能感染。 

17. 過年時，阿倫拿到了媽媽給他的壓歲錢，這筆金錢對阿倫而言是屬於何種收入？ 

(A)非實收入 (B)臨時收入 (C)財產收入 (D)勤勞所得。 

18. 有關家庭經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要保人即承保人，即是保險公司 (B)每年的四月應繳納綜合所得稅  

(C)地震保險是屬於財產保險的一種 (D)直接支出法是較理想的家庭理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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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何選擇良好的家庭生活環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住在高樓應加裝固定密閉鐵窗，以防小孩墜樓  

(B)不擅蓋違章建築，以維護住家安全及市容  

(C)盡量避免選購山坡邊的住宅  

(D)住宅應遠離工業區及受汙染的環境。 

20. 有關家庭意外預防與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農藥中毒者應盡快催吐  

(B)洗澡時應先放熱水再放冷水  

(C)瓦斯爐火焰呈藍色，表示燃燒不完全  

(D)火災時，應採低姿勢爬行。 

21. 簡化家事工作的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工作時，頭、胸、臀呈一直線時較不易感到疲勞  

(B)時常變更操作方式及動作，以避免枯燥無聊  

(C)良好的工作帄面高度以高於肘關節 10公分為宜  

(D)最常用的物品應放在最大工作範圍外。 

22. 有關皮膚與頭髮的基本生理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毛母細胞又稱「毛髮之母」 (B)健康皮膚 pH值略偏弱酸性  

(C)真皮層含有大量脂肪細胞 (D)毛髮成長的速度與年齡成正比。 

23. 有關美容美髮用品的認識與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多種香水同時混搭使用較有層次感 (B)貼布試驗宜直接用在臉部效果較佳 

(C)含藥化妝品須有衛生署的許可字號 (D)洗髮時水溫約為 30℃並以指尖抓洗。 

24. 時尚產業之相關職業十分廣泛，下列何者不在其列？ 

(A)婚禮規劃師 (B)整體造型師 (C)櫥窗陳列專員 (D)家事管理人員。 

25. 下列何者是擔任模特兒最需具備的條件？ 

(A)配合度高 (B)濃眉大眼 (C)皮膚白皙 (D)身材豐滿。 

第二部份：家庭教育(第 26至 50題，每題 2分，共 50分) 

26. 下列哪些家庭可能會有三代長時間同住的現象？(1)折衷家庭；(2)核心家庭； 

(3)主幹家庭；(4)擴展家庭。 

(A)123 (B)234 (C)134 (D)124。 

27. 下列哪些屬於單親家庭？(1)父親及 16歲女兒；(2)母親及 19歲兒子；(3)父親及

20歲女兒；(4)母親及 17歲兒子。 

(A)1234 (B)124 (C)234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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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家庭組織型態一直在改變，與 10年前相較，對於當今臺灣家庭，下列哪一項描

述最為正確？ 

(A)夫婦家庭增加 (B)核心家庭增加 (C)單親家庭減少 (D)單人家戶減少。 

29. 依據我國最新版本的家庭教育法，下列敘述哪些為正確？(1)公共電視台也可以是

家庭教育推展機構；(2)家庭教育不得採用個案輔導方式進行；(3)各縣市家庭教

育中心可以訓練志工協助家庭教育推展工作；(4)適婚男女必須接受至少 4小時

婚前家庭教育課程。 

(A)123 (B)234 (C)24 (D)13。 

30. 我國家庭教育法隨著社會變遷持續修訂，根據最新版本，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1)家庭教育範圍增加了失親教育；(2)增列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未成年懷孕

婦女，提供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3)對於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通知

對象增列實際照顧學生之人；(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在正式課程外之家庭

教育課程，每學年增加為 6小時。 

(A)123 (B)234 (C)124 (D)134。 

31. 有關美國家庭生活教育推展組織(NCFR)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1)是政府部門

中專門負責推動家庭生活教育的單位；(2)將家庭生活教育架構分成「兒童期」、

「青少年期」、「成年與老年期」三階段；(3)出版家庭生活教育研究與實務推動

之刊物；(4)辦理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之認證。 

(A)12 (B)34 (C)13 (D)134。 

32. 所謂再生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是指下列何種家庭？ 

(A)父母、自己及兄弟姊妹所組成的家庭  

(B)自己、配偶及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C)經離婚後再次結婚的家庭  

(D)離婚後返回父母家同住的家庭。 

33. 所謂「擬制血親」是指下列何者？ 

(A)舅舅和我  (B)公婆和媳婦 

(C)伯母和媽媽  (D)養父母與養子女。 

34. 對於臺灣因結婚移入的新移民家庭，下列描述何者正確？(1)多數移入者為女性；

(2)來自大陸、港、澳地區的人數最多；(3)近 3年每年移入的人數較 10 年前增多；

(4)皆透過婚姻仲介方式。 

(A)12 (B)13 (C)123 (D)124。 

35. 關於通勤家庭(commuter family)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父親每天搭高鐵上下班 (B)子女每天搭火車上下學  

(C)母親在外地工作，每週回家一次 (D)父母親每天皆通車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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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學習型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學習活動必須是很正式的形式  

(B)子女將新知傳遞給父母的單向家庭互動形式  

(C)全家人必須一起參加家庭以外的各種學習活動  

(D)透過全家人共同規劃與執行休閒活動，可以達成學習型家庭目標。 

37. 有關我國家庭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是預防教育，但不是終身教育； 

(2)家庭教育的對象包括家庭所有成員；(3)家庭教育法在民國 92年 2月 6日由總

統公布實施；(4)是全世界第一個通過家庭教育法的國家。 

(A)124 (B)234 (C)123 (D)134。 

38. 對家庭生命週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每個人所經歷的家庭生命週期是一樣的  

(B)家有新生兒是屬於家庭建立階段  

(C)每階段有特定的發展任務  

(D)因有子女的承襲，故無終點。 

39. 有關「人際溝通」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聽不懂對方的語意時，要再問：「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B)對不同的人說話，要儘量使用對方可了解的語言來溝通  

(C)朋友就應瞭解且包容自己，所以不必控制生氣的情緒  

(D)除了說話，可以多運用手勢表情來跟對方溝通。 

40. 下列哪一項的溝通步驟最正確？(1)訊息發送；(2)接受訊息；(3)利用語言及非語

言技巧；(4)解讀訊息。 

(A)1234 (B)1432 (C)1342 (D)1324。 

41. 有關「我訊息」的溝通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你這樣對我發脾氣，我很難過」  

(B)「你怎麼又遲到了，是不是又睡過頭了」  

(C)「你吃完飯都不洗碗，我要講多少遍你才聽得懂」  

(D)「我真是搞不懂你在想什麼」。 

42. 父母吵架後，彼此不說話，媽媽對小孩說：「去告訴你老爸，這個月的菜錢不

夠！」，爸爸也對小孩說：「去告訴你媽，沒錢了，要她省著用！」此對話內容，

屬於何種家庭溝通方式？ 

(A)虛偽溝通 (B)雙重束縛 (C)間接溝通 (D)扭曲溝通。 

43. 當家人溝通出現問題時，下列何者是最有效的溝通策略？ 

(A)改變對方想法  (B)「雙贏策略」 

(C)晚輩要服從長輩  (D)不論用什麼方法只要問題解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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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關家庭教育的特性，下列描述何者不正確？ 

(A)是個人生命中每個階段都需學習的教育  

(B)是一門統整性的應用學科  

(C)是一門以家庭問題解決與補救為核心的教育  

(D)是一門全家人都要學習的教育。 

45. 下列何種「父母教養方式」，最容易養成子女具有自信、獨立性及開創性的個性？ 

(A)民主權威型 (B)專制權威型 (C)忽視冷漠型 (D)寬容放任型。 

46. 媽媽為了鼓勵豆豆有一個好成績，便與其約定，若他每科考一百分，便給他一張

貼紙，當他集滿十張貼紙即可換取一張圖書禮券，這是屬於何種行為改變技術？ 

(A)代幣法 (B)示範法 (C)消弱法 (D)隔離法。 

47. 有關我國家庭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子職教育是指教導子女對父母應有的態度、應盡的本分與職責之教育  

(B)子職教育是教導父母、了解子女的教育  

(C)8 月的第 4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  

(D)5 月為「慈孝家庭月」。 

48. 有關性別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帄等  

(B)我國「性別帄等教育法」於民國 97年 6月頒布  

(C)期望透過教育的方式，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  

(D)是增進性別知能的教育活動。 

49. 有關「五倫」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是出自於孔子  

(B)是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帅有序、朋友有信  

(C)父子倫為首要的基礎  

(D)「五倫」中，有三倫屬於家庭。 

50. 根據我國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之教育活

動，是屬於何種教育？ 

(A)親職教育 (B)子職教育 (C)婚姻教育 (D)倫理教育。 

【解答】 

1.(B) 2.(D) 3.(C) 4.(A) 5.(C) 6.(B) 7.(D) 8.(A) 9.(A) 10.(D) 

11.(C) 12.(A) 13.(B) 14.(B) 15.(D) 16.(C) 17.(B) 18.(C) 19.(A) 20.(D) 

21.(A) 22.(B) 23.(C) 24.(D) 25.(A) 26.(C) 27.(D) 28.(A) 29.(D) 30.(A) 

31.(B) 32.(B) 33.(D) 34.(A) 35.(C) 36.(D) 37.(B) 38.(C) 39.(C) 40.(D) 

41.(A) 42.(C) 43.(B) 44.(C) 45.(A) 46.(A) 47.(B) 48.(B) 49.(A) 5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