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2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應用類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色彩概論(第 1至 25題，每題 2分，共 50分) 

 1. 有關中國傳統服飾色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明太祖朱元璋制定「黃色」為皇帝專有的服色  

(B)「正色」鮮艷代表俗氣、「間色」柔和代表高貴  

(C)漢朝規定上衣使用「正色」，下服使用「間色」  

(D)封建時代只有婦女及貴族才能穿「正色」之服裝。 

 2. 關於「色彩計畫」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應具備個性化、系統化、類別化、階段化等四個特性  

(B)發展階段依序為：發生期→成長期→成熟期→安定期→巔峰期→衰退期  

(C)發展步驟分別為：確定意象→擬定方針→色彩管理→色彩設計→追蹤回饋  

(D)發展階段中的「發生期」，其色彩債向為單色、機能色、慣用色。 

 3. 代表中國唐朝的唐三彩是以哪三色為釉彩？ 

(A)紅色、綠色、藍色 (B)紫色、青色、紅色  

(C)綠色、白色、黃色 (D)紫色、綠色、藍色。 

 4. 中國皇帝以黃色服飾作為象徵是起源自哪個朝代？ 

(A)唐朝 (B)明朝 (C)清朝 (D)漢朝。 

 5. 在色彩三屬性中，造成 P.C.C.S.色系與曼塞爾(Munsell)色系兩者之色立體形狀不

同，最主要的原因是？ 

(A)色相 (B)明度 (C)彩度 (D)色調。 

 6. 有關交通標誌用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警告標誌為黃色  (B)指示標誌為紅色  

(C)禁止標誌為紫色  (D)觀光與文化設施為綠色。 

 7. 一般室內空間的色彩為求穩定、寬敞與明朗，下列何者的配色最適宜？ 

(A)地板運用低彩度色彩，牆面、天花板使用高明度色彩  

(B)地板運用低彩度色彩，牆面、天花板使用高彩度色彩  

(C)地板運用高彩度色彩，牆面、天花板使用低彩度色彩  

(D)地板運用高彩度色彩，牆面、天花板使用低明度色彩。 



 育達系列 2 創新研發 

 8. 圖(一)是多向型語意色彩形象尺度表，所表示是某一色彩的量化評價，試問下列

何者最符合其形象？ 

(A)紅色 (B)黃色 (C)綠色 (D)藍色。 

 

圖(一) 

 9. 關於色彩之色調名稱與英文字母簡寫，下列何者正確？ 

(A)色調名稱─艷色調，英文字母簡寫—p  

(B)色調名稱—淺色調，英文字母簡寫—lt  

(C)色調名稱—深色調，英文字母簡寫—dk  

(D)色調名稱—暗色調，英文字母簡寫—dp。 

10. 女明星採用深紅色唇膏，淡紫色眼影之彩妝，她是採用下列何種配色基本法則？ 

(A)鄰近色相、類似色調 (B)鄰近色相、對比色調  

(C)類似色相、類似色調 (D)類似色相、對比色調。 

11. 有關一般日常生活中色彩應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合？ 

(A)為呈現清潔感且易於發現汙垢，浴室用色應該選用深色顏色  

(B)為襯托食物的美味可口，應採用紋飾複雜、色彩華麗的餐具  

(C)講求創意、娛樂職類人員的服裝適合高彩度、對比強的色彩  

(D)單眼皮眼型的人應以明色調眼影增加眼睛的凸出感、立體感。 

12. 相關色彩聯想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A)藍色之抽象聯想為光明、快樂、希望、爽朗  

(B)紫色之抽象聯想為沉靜、穩重、憂鬱、理性  

(C)綠色之抽象聯想為年輕、新鮮、成長、清爽  

(D)黃色之抽象聯想為高貴、權威、浪漫、感性。 

13. 有關色彩心理機能所探討之因素，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材料特性、陳列空間、照明以及背景色彩  

(B)色彩意象、色彩象徵、色彩聯想、色彩寒暖以及色彩輕重  

(C)不同種族、不同環境、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之色彩喜好  

(D)不同季節、不同年度、不同時尚領域之色彩喜好。 



 育達系列 3 創新研發 

14. 關於色彩感覺的描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A)淺藍色感覺較鮮紅色具興奮感，鮮紅色感覺較淺藍色具沉靜感  

(B)深藍色感覺較豔紅色具膨脹感，豔紅色感覺較深藍色具收縮感  

(C)暗紅色感覺較豔綠色具冰冷感，豔綠色感覺較暗紅色具溫暖感  

(D)淺綠色感覺較深紅色具輕量感，深紅色感覺較淺綠色具重量感。 

15. 國劇臉譜的色彩象徵意義，下列描述何者較正確？ 

(A)臉譜色彩以金色為主，代表此人物個性暴躁、傲慢傑出  

(B)臉譜色彩以紅色為主，代表此人物德高望重、象徵神仙  

(C)臉譜色彩以白色為主，代表此人物剛愎自滿、心計陰謀  

(D)臉譜色彩以黑色為主，代表此人物赤膽忠心、忠勇耿直。 

16. 關於光源與色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可見光譜之振幅，可以作為判斷色彩之色相主要依據  

(B)一般彩虹由紅、黃、綠、橙、紫、靛、藍等七色構成，依序由左而右排列 

(C)一般可見光譜分布於 360 nm 至 680 nm  

(D)光源色溫偏高時，光源色會呈現藍色。 

17. 關於表面色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表面色是光線作用於物體表面吸收與反射的結果  

(B)人們所見之表面色即是物體表面所反射的光線  

(C)表面色之呈現與物體表面本身的材料性質有關  

(D)在黃光下其表面所吸收的光線與反射的光線成為互補。 

18. 傍晚時的落日黃昏色彩，比較符合美感形式原理的哪一種概念？ 

(A)反覆 (B)漸層 (C)比例 (D)均衡。 

19. 偏黃的膚色應使用哪種色系的粉底彩妝？ 

(A)紫色系 (B)米白色系 (C)橄欖綠色系 (D)咖啡色系。 

20. 在螢光幕上充滿一張紅色(R)、綠色(G)細格(2 mm×2 mm)交錯排列之圖片，遠看

時其所呈現的混色效果，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暗紅色 (B)橄欖色 (C)明黃色 (D)暗灰色。 

21. 某運動服公司擬針對 16～19歲女性高中生為銷售對象，推出一款運動夾克，下

列何組配色較符合年輕、活力、多彩之服裝色彩配色？ 

(A)C20 M20、M20 Y20、C20 Y20  

(B)M90 Y10、C90 Y10、M10 Y90 

(C)M30 Y30 K50、C20 M20 K50、C40 Y40 K60  

(D)Y20 K70、C20 K70、M20 K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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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色彩在各類生活上應用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食品包裝可以採用紅色或橘色系色彩，以增加食品之美味及可口感  

(B)一般工作職場的女性，適合採用低彩度、淺淡的彩妝，如粉紅色系  

(C)幼兒教學及遊戲環境，可以採用深灰色調的教具及玩具吸引幼兒注意  

(D)家庭客廳空間在冬季時，宜採用深暗色調之窗簾以及沙發家具組合。 

23. 視網膜之感色細胞分為柱狀細胞及錐狀細胞，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柱狀細胞對光起反應，負責明暗知覺；錐狀細胞亦對光起反應，負責彩色知 

 覺  

(B)柱狀細胞分布區域較廣；錐狀細胞大部分集中在中心窩附近  

(C)凝視鮮艷物體一段時間後，突然閉上眼晴仍可短暫感受到物體影像，稱為後" 

 象  

(D)從暗處進入亮處時，往往降低了錐狀細胞的功用，而增加了柱狀細胞的作用。 

24. 圖(二)中分成 A、B、C三區，若在此三區分別置入色彩進行配色，下列何者之

配色最能符合美的形式原理中的「強調」效果？ 

(A)A區：淡紅色，B區：淺綠色，C區：明黃色  

(B)A區：深藍色，B區：鮮紅色，C區：黑色  

(C)A區：黑色，B 區：深紅色，C區：暗綠色  

(D)A區：藍色，B 區：綠色，C區：藍綠色。 

 

圖(二) 

25. 關於色調色彩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A)深色調是一群中明度、高彩度之色彩  

(B)淺色調具朝氣、活潑之色彩特性  

(C)柔色調適用於簡單、樸素、古老之街景藝術作品  

(D)深紅色與暗綠色屬於對比色相類似色調之配色。 

第二部份：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第 26至 50題，每題 2分，共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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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據衛生署公告：以體重與身高評量肥胖之標準，在相同性別成年人的身高與體

重資料中，下列哪一組肥胖程度最高？ 

(A)身高 150 公分，體重 66公斤 (B)身高 160公分，體重 72公斤  

(C)身高 170 公分，體重 80公斤 (D)身高 180公分，體重 90公斤。 

27. 下列哪一個消毒殺菌法的殺菌效益傴限於物體表面，穿透力最差？ 

(A)煮沸法 (B)蒸氣消毒法 (C)熱水消毒法 (D)紫外線照射法。 

28.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規定，餐具的乾熱殺菌法之操作條件，下列何者正確？ 

(A)溫度 100℃，時間 40分鐘 (B)溫度 110℃，時間 30分鐘  

(C)溫度 120℃，時間 20分鐘 (D)溫度 130℃，時間 10分鐘。 

29. 關於內在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危機，下列何者正確？ 

(A)勞資雙方的衝突 (B)金融風暴 (C)當地居民的抗爭 (D)石油危機。 

30. 關於消毒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煮沸消毒法使病原體的蛋白質變性  

(B)酒精消毒法破壞病原體 DNA的結構 

(C)紫外線照射法破壞病原體 DNA的結構  

(D)氯液消毒法使病原體的蛋白質變性。 

31. 下列何者是幼稚教育法適用之對象？ 

(A)出生滿一個月至二歲之兒童 (B)二歲至四歲之兒童  

(C)二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兒童 (D)四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兒童。 

32. 依據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規範，不需於保濕乳液之標籤、仿單或包裝，刊載下列

哪一項 

(A)用法 (B)原物料生產國 (C)成分 (D)廠名。 

33.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生產業者對食品宣傳醫療效能的罰款？ 

(A)處新台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B)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34. 當嬰兒發生呼吸道有異物梗塞時，最適合採用下列哪一種方法急救？ 

(A)自救法 (B)背擊法 (C)哈姆立克法 (D)胸部擠壓法。 

35.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的規定，食品之高溫貯存條件，下列何者為是？ 

(A)攝氏 45度以上 (B)攝氏 50度以上 (C)攝氏 55度以上 (D)攝氏 60 度以上。 

36.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幼童專用車的使用規範，下列何者錯誤？ 

(A)得設立位  

(B)不得設置行李架  

(C)幼童座位空間每位寬度至少 30公分  

(D)小型幼童專用車走道有效寬度至少 3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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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哪一種止血法使用不當時，最容易導致傷肢末端肢體壞死？ 

(A)直接加壓止血法 (B)止血點止血法 (C)止血帶止血法 (D)冷敷止血法。 

38. 一氧化碳與血液中哪一種物質結合，會導致血液無法運送氧氣，而發生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 

(A)白血球 (B)血漿 (C)血紅素 (D)血小板。 

39. 下列何者為足癬(香港腳)的病原體？ 

(A)病毒 (B)細菌 (C)黴菌 (D)酵母菌。 

40. 以酒精消毒法來消毒金屬鑷子，下列操作條件何者效果最好？ 

(A)95 %酒精浸泡 5 分鐘 (B)75 %酒精浸泡 5分鐘  

(C)95 %酒精浸泡 10分鐘 (D)75 %酒精浸泡 10分鐘。 

41. 下列哪些行為可能會感染愛滋病(簡稱 AIDS)？(1)擁抱；(2)性接觸；(3)共用餐具；

(4)共用注射針頭。 

(A)1234 (B)124 (C)234 (D)24。 

42. 下列哪些是病毒引起的疾病？(1)新型流感(H1N1)；(2)B型肝炎；(3)登革熱； 

(4)肺結核；(5)傷寒。 

(A)1235 (B)1234 (C)123 (D)124。 

43.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規定，使用地下水源者，其水源應與化糞池、廢棄物堆積

場所等汙染源至少保持多少公尺之距離？ 

(A)3公尺 (B)10 公尺 (C)12 公尺 (D)15 公尺。 

44. 依據臺北市及高雄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美容美髮從業人員應多久接受

一次胸部 X光檢查？ 

(A)每半年 (B)每一年 (C)每兩年 (D)每三年。 

45. 關於肝炎傳染途徑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A型肝炎主要經口傳染；(2)B型

肝炎主要經口傳染；(3)C型肝炎主要經由血液傳染；(4)E 型肝炎主要經由血液傳

染。 

(A)12 (B)13 (C)24 (D)34。 

46. 關於氯液消毒法的條件，下列何者正確？(1)有效餘氯濃度為 200 ppm；(2)有效餘

氯濃度為 100 ppm；(3)消毒時間 2分鐘以上；(4)消毒時間 1分鐘以上。 

(A)13 (B)24 (C)14 (D)23。 

47. 非自來水飲用前必須經過消毒處理以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下列哪一項是其自由

有效餘氯(free residual chlorine)之容許範圍？ 

(A)0.2～1.5 ppm (B)1～2 ppm (C)10～20 ppm (D)100～200 ppm。 

48. 下列哪些疾病，可經由飛沫傳染？(1)流行性感冒；(2)肺結核；(3)B型肝炎； 

(4)腸病毒；(5)痢疾。 

(A)145 (B)123 (C)124 (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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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列何種病原體的形體最小？ 

(A)病毒 (B)細菌 (C)真菌 (D)原生動物。 

50. 瘧疾的病原體屬於下列何者？ 

(A)病毒 (B)細菌 (C)原生動物 (D)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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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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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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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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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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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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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