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103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色彩概論(第 1至 25題，每題 2分，共 50分) 

 1. 國劇臉譜色彩的性格象徵意義中，象徵性情暴躁、凶狠蠻橫之人是何種色彩？ 

(A)紫色 (B)綠色 (C)黃色 (D)白色。 

 2. 因應不同的專業領域，對於職場造型的色彩應用，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A)律師事務所的工作者，適合都會感的造型，可以應用淺色調的色彩  

(B)餐飲服務業的工作者，適合傳統感的造型，可以應用中性色調的色彩  

(C)媒體廣告業的工作者，適合流行感的造型，可以應用對比配色的色彩  

(D)帅稚園教學的工作者，適合創意感的造型，可以應用黑白配色的色彩。 

 3. 要表現出都會時尚優雅感的職場女性，下列搭配何者最恰當？ 

(A)髮型為藍紫色片染、眼影為紫色漸層、口紅為紫紅色  

(B)髮型為暗咖啡紅色挑染、眼影為藍色暈染、口紅為橘色  

(C)髮型為咖啡色挑染、眼影為棕橘色漸層、口紅為橘紅色  

(D)髮型為亞麻色片染、眼影為橄欖綠色暈染、口紅為粉紅色。 

 4. 嬰、帅兒對色彩的認知，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嬰兒在 4個月大以後，才能看見顏色  

(B)嬰兒在視網膜中先發育錐狀細胞，後發育柱狀細胞  

(C)2歲半前的帅兒對藍、綠色辨識力較佳，對紅、黃色辨識力較差  

(D)6歲前的帅兒已經能清楚辨識色彩明度與彩度的細微差異。 

 5. 色彩調和理論中，何者提出「調和等於秩序」的主張？ 

(A)曼賽爾(A.H.Munsell) (B)貝哲德(W.Von Bezold)  

(C)奧斯華德(W.F. Ostwald) (D)葛雷弗斯(M.E.Graves)。 

 6. 多色相配色中，何種配色方式最具有「變化中有穩定」的效果？ 

(A)正方形 (B)正三角形 (C)鈍角三角形 (D)銳角三角形。 

 7. 在色彩的聯想中，要營造危險、警戒的感覺，何種顏色最適用？ 

(A)橙色 (B)綠色 (C)紫色 (D)白色。 

 8. PCCS表色系中，將有彩色色彩及無彩色的色調，分別區分為多少種色調名稱？ 

(A)5種及 12種 (B)12種及 5 種 (C)8 種及 9種 (D)9種及 8種。 

 9. 下列何者不是色彩計畫特性的色彩應用原則？ 

(A)科學化 (B)系統化 (C)專業化 (D)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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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產品色彩的發展階段中，色彩傾向「色彩多樣化、系統化」，是指哪一時期？ 

(A)發生期 (B)成長期 (C)安定期 (D)巔峰期。 

11. 書房是供人讀書、工作的場所，宜採用何種配色色彩，使人產生理性、冷靜的感

覺？ 

(A)寒色系、低彩度 (B)寒色系、高彩度 (C)暖色系、低彩度 (D)暖色系、高彩度。 

12. 有關職場服裝的色彩應用，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為了避免髒污運動休閒的服裝色彩，一般多採用低明度、低彩度的顏色  

(B)通常設計師對服裝的配色考量，會來自於週遭親朋好友對顏色的喜好  

(C)為了讓膟色較為亮麗、柔和，皮膟偏黃的人適合穿著與膟色相近的黃色系服 

 裝  

(D)為傳達夏季艷陽高照、活潑熱情的意象，服裝適合使用高明度與高彩度的色 

 彩。 

13. 美容彩妝配色的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夏季可選用寒色系調和炎熱感；冬季可選用暖色系調和寒冷感  

(B)白天光線較佳，宜選用對比效果較強的色系；夜晚光線較弱，宜選用自然相 

 近的色系  

(C)一般情況下，偏白的膟色，宜選用桃紅色系；偏黃的膟色，宜選用寶藍色系 

(D)於喜慶祝壽的宴會中，宜選用銀白色系；莊重典禮、喪禮的場合，宜選用銅 

 金色系。 

14. 生活當中不同色彩會產生感覺上的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色彩具有情感效果，因此常聽說：天氣晴朗的藍色天空給人憂鬱的感受  

(B)色彩常給人有四季感，其中呈現春天的色彩較常以明度、彩度都偏高的色調 

 來描繪  

(C)色彩的柔軟與堅硬是以彩度的差異為主，常分為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色彩表現 

(D)豐富的色彩與對比的配色，容易呈現華麗感。 

15. 有關色相環中我們對紅色色彩感覺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紅色的室內牆面，容易給人溫暖、積極的色彩感覺  

(B)帅童的服裝若採用紅色系色彩，容易給人嬌小玲瓏的感覺  

(C)上班族若穿著紅色系服裝，容易給人華麗活潑的感覺  

(D)紅色的食物容易給人甜或辣的味感。 

16. 有關色彩明度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色相環中以黃色明度最高，紫藍色明度最低  

(B)明度指的是色彩的明暗度，從黑到白的階段變化即是明度  

(C)墨色的濃淡變化或霧裡的山林美感，也是明度的呈現  

(D)光的振幅愈小，色彩的明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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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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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色彩加上黑色或白色的混色可產生不同的明度與彩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明度高而彩度低，配色效果單調、溫暖，感覺較女性化  

(B)明度高而彩度低，配色效果缺乏律動感  

(C)明度低而彩度高，配色效果明朗，但易產生散漫無力感  

(D)明度低而彩度高，配色效果穩重，但缺乏紮實感。 

19. 大自然是天生的彩繪大師，人類靠著各種感覺器官來認識與了解繽紛的世界，有

關色彩與自然的聯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畫家的精彩創作  (B)成熟與美味的蔬果  

(C)炫目亮麗的燈光夜景 (D)五彩繽紛的城市街道。 

20. 有關「主調」(Dominant)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調和整體色彩效果，分散畫面的用色  

(B)運用原則通常是：在各色彩中排除或避免有近似色彩出現，以免搶走主調效 

 果  

(C)通常是畫面中面積最大、色彩屬性最強的顏色  

(D)加大色彩在空間或畫面上的紛亂差異，進而達到獨特感。 

21. 有關色彩心理感覺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服裝在運用色彩配色時，輕色在上、重色在下，感覺較穩重帄衡  

(B)藍紫色稱為中性色，相較藍色更具有寒冷感  

(C)色彩的明度高，通常會給人較輕的感受，表現輕鬆與悠閒感  

(D)溫暖明亮的色彩，容易有芬芳好氣味的感覺。 

22. 下列何者能傳達杒牧的詩句「十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A)亮色調的高彩度配色 (B)暗色調的高彩度配色  

(C)亮色調的低彩度配色 (D)暗色調的低彩度配色。 

23. 有關「均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色彩透過帶領人們視線自然移動的流轉感覺，是影響配色均衡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  

(B)為修正面積大小比例的配色問題，通常寒色、彩度高的顏色面積，宜較暖色、 

 彩度低的顏色小，以達成均衡的感覺  

(C)相同面積的某一色相色塊，明度低的顏色比明度高的顏色顯得重些  

(D)色彩配置的位置，不是影響配色達到均衡結果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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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強調」的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A)強調色是整體色彩中最強烈的色彩，若有對比色彩過分強烈，可以突顯強調 

 色的效果  

(B)一般來說，強調色的面積會比較大  

(C)為將色彩主題強調出來，色彩間要有明色與暗色的區分  

(D)屬於強烈、突出的表現，例如海報或服裝等設計色彩面積較小的表現主題。 

25. 有關流行色彩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國際流行色彩(Intercolor)是由日本色彩研究所(Japan Color Research Institute) 

 訂定的  

(B)國際流行色彩(Intercolor)每 3個月發佈下一季的流行色彩  

(C)流行色彩產生的目標，是要幫助設計師與消費者選取未來流行的顏色  

(D)流行色彩是由服裝廠商、服裝設計師、消費者共同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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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使用消毒液消毒器材之有效消毒濃度，下列何者正確？ 

(A)0.1%陽性肥皂液  (B)95%酒精  

(C)餘氯量 0.02%之氯液 (D)3%煤餾油酚肥皂溶液。 

27. 火災逃生時，為避免吸入濃煙導致昏厥。火場環境何處可能有空氣存在，讓逃生

者維持生命？ 

(A)離地面 30公分以下的地方 (B)離地面 60公分以下的地方  

(C)離地面 90公分以下的地方 (D)離地面 120公分以下的地方。 

28. 皮膟燒傷起水泡及血清分泌物，並產生紅腫且有劇烈疼痛及灼熱感，其燒傷深度

為下列何者？ 

(A)第一度 (B)第二度 (C)第三度 (D)第四度。 

29. 瓦斯熱水器裝設於室內或通風不良處，因燃燒不完全，容易導致何種中毒意外發

生？ 

(A)臭氧 (B)二氧化碳 (C)一氧化氮 (D)一氧化碳。 

30. 有關帅兒異物梗塞的緊急處理，當帅兒已無法呼吸時，下列何種處置較適當？ 

(A)令帅兒用力咳嗽  (B)伸手入喉嚨掏異物  

(C)施行人工呼吸  (D)施行「哈姆立克急救法」。 

31. 下列何種疾病之病原存在於冷氣水塔中，可藉由空調系統傳播病原？ 

(A)破傷風 (B)退伍軍人症 (C)傷寒 (D)霍亂。 

32. 不慎燙傷時，先沖冷水約 15～30分鐘，在水中脫去衣服後，接著應執行下列何

種處理步驟？ 

(A)用冷水浸泡約 30 分鐘 (B)覆蓋紗布  

(C)用毛巾熱敷  (D)塗敷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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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器使用「無熔絲開關」，是為了避免用電過載，其功能類似下列何者？ 

(A)變壓器 (B)接地線 (C)紅外線開關 (D)保險絲。 

34. H1N1新型流行感冒病毒屬於下列何種類型之病原？ 

(A)A型流感病毒 (B)B型流感病毒 (C)C 型流感病毒 (D)冠狀病毒。 

35. 下列何種器材，適合使用紫外線消毒法？ 

(A)化粧用刷類 (B)金屬剪刀 (C)白色毛巾 (D)塑膞挖杓。 

36. 下列何者是由細菌傳染所引起的疾病？ 

(A)狂犬病 (B)日本腦炎 (C)肺結核 (D)小兒痲痺。 

37. 下列何種消毒方法能使菌體蛋白質產生溶解作用，破壞菌體的細胞膜，進而達到

殺菌的目的？ 

(A)酒精消毒法  (B)煤餾油酚肥皂溶液消毒法  

(C)氯液消毒法  (D)陽性肥皂液消毒法。 

38. 依據經濟部服飾標示基準法之規範，乾燥處理不包含下列何種方式？ 

(A)滾動烘乾 (B)曝曬 (C)擰扭 (D)帄放。 

39. 有關職場意外傷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範，如事業工作場所發生死亡災害時，雇主應於 12小 

 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B)意外傷害事故中，人為因素遠大於天災  

(C)意外傷害的損失包含社會、雇主、勞工及其家屬  

(D)發生職場災害之受傷人數僅一人時，無須報告檢查機構。 

40. 下列急救方法，何者正確？ 

(A)當傷患傷口大量出血，施行直接加壓止血法時，可用衛生紙或棉花蓋住傷口 

 後再加壓，以免傷口感染  

(B)斷指時，可用止血帶止血法來止血  

(C)無菌敷料必須完全蓋住傷口，且至少應超過傷口四周 1.5公分  

(D)皮膟發紅、起水泡時，先刺破水泡，再用紗布蓋住傷口。 

41. 在居家衛生安全管理方面，避免帅童發生意外，陽台、樓梯之欄杆高度，至少應

在幾公分以上？ 

(A)65 (B)75 (C)85 (D)95。 

42. 有關帅兒園安全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帅兒園置物櫃之高度約為 90公分，帅兒使用上較方便  

(B)教室黑板之照明度不可以低於 500米燭光  

(C)階梯之高度不可以超過 14公分  

(D)教室要有 2個出入口，門的開啟方向以向內推開較能符合逃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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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養成良好飲食習慣，多吃蔬菜水果，選擇高纖維食物，少吃肉類及高油脂食物，

可減少罹患國人十大死因之首的何種癌症機率？ 

(A)肺癌 (B)大腸癌 (C)肝癌 (D)口腔癌。 

44. 保持正確姿勢有助人體健康，下列何者是正確的站立姿勢？ 

(A)頸部前傾、彎腰駝背 (B)垂頭凸腹、肩膀放鬆  

(C)抬頭挺胸、下巴內縮 (D)交叉雙臂、膝蓋打直。 

45. 為了預防洗髮精或致敏物質的過度刺激而導致接觸性皮膟炎，服務人員在進行洗

髮服務時應如何因應？ 

(A)洗淨消毒毛巾 (B)戴上口罩 (C)洗淨消毒器械 (D)戴上手套。 

46. 根據現行性騷擾防治法的規定，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可於事件發生後多久時間

內，向加害人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A)1年 (B)2年 (C)3 年 (D)5年。 

47. 染髮配方中的漂粉與定型噴霧的過度使用，容易增加下列哪一種職業病的發生機

率？ 

(A)消化系統 (B)循環系統 (C)呼吸系統 (D)泌尿系統。 

48. 職業災害的緊急通報程序中，營業場所若發生火災，導致受傷住院人數在 3人以

上(不包括輕傷害)，須於事故發生多久期限內向檢查機構報告？ 

(A)24小時 (B)36小時 (C)48 小時 (D)72小時。 

49. 依據帅兒園帅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的相關規範，下列

有關帅兒交通車安全維護的敘述，何者錯誤？ 

(A)車齡不可超過 10 年  

(B)車身兩側須有社會局立案字號  

(C)除司機外，另須有 1～2位導護人員隨車  

(D)司機年齡不可超過 70歲，且 2年內無肇事紀錄。 

50. 為了降低危機發生所帶來的傷害，危機發生前，危機處理的最高原則為何？ 

(A)啟動危機管理團隊 (B)事前預防  

(C)進行緊急處理  (D)加速復原工作。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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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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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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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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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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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